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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
間，香港義工
黃智雄足跡遍

及齊魯大地。山東社工界稱他為領路人
，是他把香港的社工經驗傳播到山東。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社工，做了自
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黃智雄的回答
卻是如此謙遜。

「十年前，山東大學的朋友高鑒國
教授邀請我過來講課，並向我介紹山東
的社工情況。當時山東社工事業剛剛起
步，還處於理論層面，社工實務還有很
大的發展空間。」2003年，時任多倫多
大學社工專業教師的黃智雄來到山東大
學，給學生講授 「社工實務」，從此和
這裡結下不解之緣。

黃智雄說，他覺得可以在山東開展
社工事業，於是，出資10萬元在山東大
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成立了關懷
基金。

2005年起，黃智雄開始在濟南做培
養社工和服務智障人士的工作，2007年

在濟南市民政局正式註冊成立了濟南市
基愛社會工作服務中心，這是該市第一
家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機構。 「基愛」的
服務範圍從最初的主要關注智障等弱勢
群體，擴大到關注遭受家暴的婦女，甚
至性工作者。

「目前 『基愛』培養的專業社工人
員有幾百人，機構已經有了一批骨幹，
許多事情都不用我再親自往這邊跑了。
」黃智雄說最初幾年頻繁從香港來山東
，一年要在濟南待上三四個月，有時甚
至比在香港的時間還多。2009年，黃智
雄50歲的生日就是在濟南過的。

從2006年開始，黃智雄每年從山東
高校選拔60餘名社會工作專業的教師和
學生，組成 「山東社工學習團」到香港
學習社工實務。這些人在香港吃住的一
切費用，基本都由他來承擔。截至2012
年底，已經有六個學習團約300人赴港
學習交流。

「傻」義工獲認同
據了解，黃智雄10年來共為山東社

工事業投入600多萬元，這些資金大都
來自其早年做生意所得。

「剛開始並不被人們所理解，好多
人說我是傻子。」黃智雄笑道， 「思維
的轉變需要一個過程，人們慢慢就理解
我並加入我的隊伍共享奉獻的喜悅。內
地社工活動從無到有，奉獻精神互助精
神在人的內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這是
很大的進步。」

「一些原本自閉、容易暴躁的人在
接受救助之後對我一個善意的笑，我就
覺得特別滿足。」回首在山東的十年，
黃智雄收穫了太多的感動。
【本報記者胡臥龍濟南二十九日電】

攝影：本報記者 林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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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再接單筆百萬捐款
善長讚蜀政府災難應變迅速

特稿

帳戶名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賑災專戶
（英文名稱：Liaison Office Of The CPG In The HKSAR-Special
A/C For Disaster Relief）

帳 號：01287500193328

開戶銀行：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聯繫地址：香港干諾道西160號2113室（2113, 21/F 160 Connaught Road
West, H.K）

聯繫電話：28314333轉賑災辦

中聯辦賑災專戶

中聯辦收到的部分賑災捐款
（4月29日）

捐款單位
香港總商會
紀惠集團
西區婦女福利會
香港工商總會
日本東榮商行社長王銳銘

金額（港元）
100萬
50萬
30萬
30萬
10萬

香港總商會 100萬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
政府建議撥款一億元予賑災基金並
捐予四川雅安用作賑災，但在立法
會財委會上屢遭反對派議員阻礙。
新民黨的田北辰建議，改為把一億
元的捐款用作災後重建，相信較易
在議會內獲通過。不過，其他建制
派政黨對此予以保留，認為捐款用

途不應受限制，而內地政府更清楚
實情，能有效運用捐款，怕內地有
貪腐而拒絕捐款的想法荒謬。

財委會本周五的會議，將有四
小時再審議撥款予四川。田北辰昨
日表示，不看好該次會議可表決通
過，認為若第二次審議仍未能通過
，拖得太久會失去賑災的意義，而

且撥款的形象亦變得醜陋， 「內地
人民會如何看？這不是他們主動求
助。」他建議把一億元的撥款用作
受災地區的重建，相信在政府監察
下，可妥善運用捐款。他解釋，汶
川地震的重建工作出現負面新聞，
主因是有慈善團體申請捐款後不清
楚地方規劃所致，因此重建工作的
捐款必須交給有關政府部門。

民建聯對建議有保留
不過，民建聯葉國謙不認同有

關建議，指重建工作是另一回事，
而救災工作主要是地方政府進行，

因此應捐款予地方政府，特區政府
亦可向志願團體批出款項。他又批
評反對派議員聲稱因怕內地有貪腐
而拒絕捐款，想法荒謬。葉國謙稱
，國家正嚴肅救災，香港應送暖到
內地，而款項是考慮自身的承擔能
力，因此民建聯支持撥款。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指出，在
香港爆發沙士時，中央都給予支援
，但從沒過問香港如何運用，認為
香港不應本末倒置，捐款的首要考
慮是幫助受災的同胞。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表示，
外界不應執著捐款予哪個單位。

昨日一早，香港總商會代表到中聯辦捐贈100萬
元。香港總商會主席周松崗表示，是次災難帶來四
川省人命及經濟上損失，所以總商會以捐款表達關
懷和心意，希望災民可以早日重建家園，渡過難關
。周松崗又讚揚今次四川省政府對災難的應變快，
能迅速處理災後應變，他從電視上看到災區畫面，
見到災民得到臨時安置，覺得安心。

盡快送交災民助重建家園
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代表中聯辦及災民感謝總

商會的捐贈。她說四川省經歷過汶川大地震後，在
今次災難中得到正面評價；加上內地部門的協調指
揮、香港各界在經濟上及物質上的支持鼓勵，災民
在食、住、行、電等生活各都得到緩解。她又表示
，地震發生以來，中聯辦截至28日已收到1.5億元善
款，相信善款對災民來說是雪中送炭，可解他們的
燃眉之急。殷曉靜承諾會盡快把捐款交到災民手上
，幫他們回復正常生活，以及重建家園。

紀惠集團也捐出50萬元，主席廖湯慧靄及副主
席廖偉麟表示，對中聯辦這個渠道感到信任及肯定
，希望在國家有需要時可以幫助。中聯辦副主任郭
莉表示，感謝社會各界對四川的幫助，這次災難發
生後，由中央到地方都展開有效的救援行動，總體
的行動效果是不錯，而行動仍在進行中，所以中聯
辦會盡快把錢送到有需要的地方上。她對廖湯慧靄
每次在國家有需要時都會幫忙感到非常感動，又讚
揚她把下一代教得好，使年輕人加入公益事業，培
養出愛國愛港的心。

西區婦女福利會，以及海外華人日本東榮商行
社長王銳銘也來到中聯辦，各捐出30萬和10萬元協
助賑災。西區婦女福利會主席蕭曾鳳群表示，希望
為四川略盡綿力，相信中聯辦可幫助把捐款送到災
民的手上。郭莉回應，大家都不願看到災難發生，
但在國家有災難時香港各界一定會幫助，表現出對
國家的愛，非常感謝。另外，王銳銘表示，有國家
才有今天的自己，幫助國家是應當的事，希望國家
可以渡過困難。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廖勛表示，捐
款不在乎多少，最重要是體現到大家的心意，是對
內地的災民是最深的慰問，承諾會將大家的心意轉
交到災民的手上。

另外，香港工商總會全體同仁在會長之一、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等多名會長帶領下，日前將
30萬元善款交予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陳卓。

四川雅安地震發生至今已超過十日，
不過香港社會各界仍然透過不同方式對災
區施以援手。昨日中聯辦繼續收到不同團
體的捐款，完全體現血濃於水、人間有情
的真諦。中聯辦副主任郭莉表示，感謝社
會各界對四川的幫助，會盡快把捐款送到
有需要的地方上。

本報記者 張綺婷

紀惠集團 50萬

西區婦女福利會 30萬

田北辰倡一億撥款
指定用作災後重建

香港工商總會 30萬
王銳銘 10萬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
香港研究協會調查發現，香港 「打
工仔」對工作滿意度偏低，僅得43%
受訪者表示滿意現時工作，而且職
級愈低滿意度愈低，其中90後 「初
出茅廬」開始投身社會工作的年輕
人，重視工作可發揮所長及物質獎
勵，但滿意度均錄得負數，70後最
關心福利津貼，同樣錄得負數。協
會建議政府及商界對僱員待遇作出
檢討，以締造和諧的勞資關係。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18至25日
進行 「香港僱員工作滿意度意見調
查」，以電話隨機方式成功訪問
1125位15歲以上的香港僱員。調查
結果顯示，43%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
或滿意現時工作，非常不滿意或頗
不滿意的佔17%，當中身處基層職位
的包括文員、服務及銷售人員等人
的滿意度最低，僅26%人表示滿意。

90後多與預期有落差
若按年齡層交叉分析發現，不

同世代打工仔對理想工作有不同的
期許。60後與80後打工仔最重視在
工作上的期許，例如 「上司對員工
的認同」，在滿意度淨值均錄得正
數值。相比較下，90後最重視 「有
發揮所長的機會」與 「晉升機會」
，70後最重視工作 「福利及津貼」
，滿意度淨值卻都錄得負值（詳見

表），反映90後未能獲得預期的發
揮空間及物質獎勵，相信與工作年
資短、薪酬福利不足及職場上流慢
有關，70後期望有較多假期照顧子
女，但工作現實與理想出現較大落
差。

調查又發現，32%打工仔每周最
少加班三天，15%人最少加班五天，
15%加班族每次加班最少四小時，反
映港人超時工作問題嚴重。而且，
63%人是無償加班，72%加班族認為
加班影響到其家庭生活，78%人因為
加班而放棄私人活動。整體受訪者
中，56%人贊成標準工時立法。

香港研究協會研究主任吳偉民
表示，政府及商界應積極就打工仔
普遍重視的福利及津貼、薪酬、晉
升機會等方面作出檢討，改善員工
待遇，增強歸屬感。針對工作經驗
較淺的90後打工仔，應增加在職培
訓，推動機構可持續發展。

現年23歲的90後楊先生表示，
從事服裝銷售員三、四年，但不太
滿意工作環境，主要是薪金低，而
且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加班工作，平
均每日加班一小時，卻沒有加班津
貼。他說，加班令他不但失去私人
時間，一星期加班累積計算，差不
多失去了一天假期，所以贊成標準
工時立法，認為有助保障打工仔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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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世代最重視的方面及其滿意度淨值
年齡層

60後

70後

80後

90後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最重視的方面（滿意度淨值）
．上司對員工的認同（+23%）
．薪酬（+23%）
．工作自主度（+7%）
．福利及津貼（-23%）
．上司對員工的認同（0%）
．工作穩定性（0%）
．上司對員工的認同（+36%）
．工作有意義（/）
．晉升機會（+31%）
．福利及津貼（0%）
．有發揮所長的機會（-9%）
．晉升機會（-5%）

▲香港總商會主席周松崗（左四）將100萬善款透過中聯辦轉交災區，
由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右四）代表接受

▲紀惠集團副主席廖偉麟（左三）將50萬善款透過中聯辦轉交
災區，由中聯辦副主任郭莉（中）代表接受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主席蕭曾鳳群（左四）將30萬善款透過中
聯辦轉交災區，由中聯辦副主任郭莉（中）代表接受

▲香港工商總會會長王庭聰（右七）將30萬善款透過中聯辦轉交
災區，由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陳卓（右八）代表接受

▲日本東榮商行社長王銳銘（中）將10
萬善款透過中聯辦轉交災區，由中聯辦
協調部副部長廖勛（右一）代表接受

◀香港研究協會
總幹事麥燕薇（
右）、研究主任
吳偉民（左）公
布香港僱員工作
度滿意調查的結
果

本報記者
李兆德攝

▲黃智雄在香港為山東師生訪問團講
解社工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