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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

深水埗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協
調委員會委員

慧
靈陳父母恩情

父母恩，重於山，大於天。每年五、六
月是慶祝母親節、父親節的時候，這兩個節
日對你有什麼意義呢？筆者覺得很多時候別
人有恩於自己的，在一生遇到實在太多了，
難得的是我們都有機會給予回報，或是接受
回報。惟有一種恩情難以報答──父母恩，
用盡一生都難以回報。

母親十月懷胎，歷經九個多月的艱辛，
用命把我們換到這個世界，僅此一點就足以
讓我們終生難忘，一生難報。父親用他那高
大的身軀為我們遮風擋雨，為家計奔波勞
碌。

當我們遇到挫折的時候，回到家裏，不
聲不響的關在房間裏，你知道房間外的父母
此時的心情是何等的糾結、何等的難過，他
們也在默默的流淚。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默
默的等待，等待你走出房間的那一刻，為你
獻上一桌你喜歡吃的食物，然後輕輕的說一
句 「沒什麼大不了，都會過去的」。可是作
為兒女的我們，從來都不會去珍惜，更有甚

者會排斥這種愛。可是作為父母的他們，不
管孩子怎麼對待，他們都始終用那顆如大海
般的心來包容着我們。難能可貴的是我們也
會把這種愛延續給我們的後代。

當我們結婚後過着屬於自己的生活，為
自己的日子而忙碌。此時，卻忽視了父母的
存在，他們已無任何心願，只求兒女平安，
有空常回家看看。可是我們卻很難做到這看
似最簡單的事情。

常言說得好 「百善孝為先」。孝敬父母
是我們每個做子女的義務，也是我們中華民
族的傳統美德。 「孝」不只是體現在給父母
吃飽喝足，我們還要尊敬他們的思想，了解
他們的內心，知道它們的精神需求、物質需
求。

筆者相信，人是環環相扣的；現在，你
如何對待你的父母；以後，你的子女就如何
待你。深水埗在五月份也舉辦一個 「快樂家
庭月」，希望透過此活動提高大眾對家庭觀
念的關注，維繫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建立健

康、快樂及和諧的家庭生活文化。之前筆者
也很榮幸帶同16個家庭去內地山區做交流，
在活動中很高興見到小朋友都有所成長，他
們覺得： 「自己生活在香港是多麼的幸福啊
，有良好生活和學習環境，有物質豐富的生
活，有父母的疼愛，有先進的教育，這一切
都是父母所給的，他們沒給我們更高的要求
，只要求我們好好學習，身體健康。經過這
次探訪，我要更感恩父母的愛，更珍惜現有
的生活，更要努力學習，將來回饋社會，幫
助有需要的人！」看似簡單，但是是否所有
人都懂得在現實生活去實踐呢？

人世間最難報的就是父母恩，願我們都
能：以反哺之心奉敬父母，以感恩之心孝順
父母！

九龍城關注新來港人士聯席
會議召集人

道
華許

現時香港家庭一般為核心家庭（即父母與子女同住），對於子女的照顧，中產或富裕的家庭
可以聘請家務助理或外傭，但基層家庭（多為新來港家庭、單親家庭）經濟收入較低，新來港婦
女普遍面對選擇照顧子女或外出工作的兩難局面，照顧子女，則家庭收入沒有增加，家庭的支出
需要量入為出，捉襟見肘，子女的發展會有所阻礙；外出工作，法例規定獨留16歲以下子女在家
可能構成刑事罪行，如家庭內沒有其他成年成員照顧，則該名婦女有機會觸犯上述法律，更甚者
其子女會因獨留在家而發生意外（如墮樓、誤服危險的物品）。

青年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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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託兒服務助婦女重投職場

培育科學小幼苗
只要有實力，沒有亮麗的跑線也可以

跑出好成績，問題是年輕人是願意全力以
赴，是否享受不論贏輸的競賽過程。在最
近香港資訊及通訊大獎頒獎典禮，筆者高
興是一班我曾協助在總決賽前操練的中二
學生，不單是最佳學生發明獎的總冠軍，
而且拿到一個大會首次頒發的數碼共融特
別獎。同學們排除萬難、成功在大中小學
組脫穎而出成為組別冠軍，已經是不簡單
，更要和各組別冠軍比拼，而當中大多數
是有比賽經驗的成年人，贏得一個全場總
冠軍以外，唯一一個全場特別獎是殊不容

易。同學們更在台上致辭時多謝主辦單位
及兩位教練，那時筆者感到動容。

當天更見到一個由小一開始參加學生
組比賽的小朋友，眨眼已經小六了。雖然
六年來只在銀獎及銅獎間徘徊，與金獎擦
身而過，我對他說，今年大獎在初中組，
未來還有很多機會。我的女兒也不經不覺
可以參賽，並成為了今年年紀最小的優異
獎得獎者，雖說她有創意天分，但對ICT
的興趣未算濃厚，當初只是當一份假期功
課去做，結果在比賽過程中反而增加她對
ICT的興趣，明年的參賽作品也想過了，

也算一件好事。
說回今次最佳學生發明獎的大獎得主

，這班青澀的同學們在沒有包袱下反而更
可以從容面對，評判說雖然他們的演示不
能和專業的企業團隊比較，但是創意可加
，值得加許。記得操練當天，我和另一教
練叮囑他們要全力以赴，只要自信地把參
賽項目向評判漂亮地展示，就能精彩地衝
過這最後一關。他們不是市區名校的學生
，也非第一組別的優異生，但是天水圍的
中學生也可以有超水準表現。老師說天水
圍中學不能和市區直資學生比較，但始終

不能未起跑就認輸。人才不是談背景，而
是談實力、講努力的，同學為今次項目付
出是有目共睹的。香港就是需要有創意的
人才，從小小的種子起就給他們土壤及肥
料去灌溉與培育，在繁忙的課業中，這絕
對是一件難事，所以我們更要多花心思去
培育這些小幼苗。

麗
芳黃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互聯網專業協
會副會長、華人大數據學會秘書
長、香港青聯科技協會常務副主席

從五四認識歷史 學習愛國

終身學習就是出路

香港菁英會會員

鵬黃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節，每年五

四青年節的當日，本港各大青年組織團體成
員都會齊聚到金紫荊廣場，觀看五四升旗禮
。在年輕人聚在升旗台下，凝望着五星紅旗
徐徐升起、迎風飄揚，聽着勝利歌聲多麼響
亮的時候，心中就有一種感覺，就是偉大的
祖國，中國的人民站起來了！

中華兒女每當五四青年節的時候，都
會清楚的記得中華民族受到外國勢力百年來
的欺侮，青年人聚集起來抵抗外侮，齊振中
華聲威。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時刻告訴我們
，中華民族時常受到外侮，我們不自強、不
中興就會受到外國勢力的欺侮。

在新時代的當下，我們的國家正全力
振奮圖強，強力打造 「中國夢」，令國家走
向盛世之春，這對於香港的年輕人而言，正
是大顯身手之際。祖國強大的發展需要香港
，香港的茁壯成長同樣也需要祖國。在中國
建國之初，香港為祖國籌集及進口大量所需
物資；在祖國改革開放之時，香港為祖國籌
資建廠、出口創匯、工業升級、基礎建設、
科技更新以及技術引進等，均作出重大貢獻
；在祖國發展再次升級騰飛、震驚世界之時
，香港亦擔當着祖國走出去的超級聯繫人，
為 「一帶一路」發展提供法律、金融、顧問
、資金安全、管理以及專業人才等各類服務

提供保障。
在祖國的過去、今天和未來，香港年輕

人都全情投入其中，這是對祖國的承載與擔
當。筆者相信，香港年輕人都是愛國愛港的
，都希望在祖國和香港的方方面面發展歷程
中盡一分力。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愛國愛港的
青年團體，在不同時刻都堅定支持特區政府
，為祖國和香港的政策出謀獻策。作為中華
兒女，香港年輕人，應了解歷史、客觀分析
、支持國家以及力挺政府，繼承五四愛國青
年運動的使命。

筆者母親是印尼歸國華僑，她經常和我
說，在國外居住的華僑最期望祖國的強大，
當祖國強大，華僑在居住國就有好日子；祖
國弱小時，華僑在居住國則時常受到欺侮！
祖國好，我們都好！

根據香港婦女事務委員會於去年所進
行的 「香港女性統計數字2015」中，發現
不少婦女在沒有工作較長時數的主要原因
中，第一位的正正就是 「料理家務／在家
照顧兒童、長者或傷病成員」，佔了總數
的56.5%，由此可得知香港婦女普遍是因
為必須料理家務／在家照顧兒童、長者或
傷病成員而未能投身較長時數的工作。

社區保姆計劃未能滿足需求
雖然早年社署所推出 「鄰里支援幼兒

照顧計劃」（俗稱社區保姆計劃），於香
港十八區每區內由一間非政府機構（
NGO）統籌，負責招募區內的婦女作保
姆義工。地點除了可在各中心照顧小孩外
，亦可以把小孩帶回其家中照料。而使用
服務的家長只需支付車馬費18至20港元予
照顧者，同時，如有經濟困難的家長也可

根據其入息申請全額或半額豁免。
但及後社會上有不少聲音指出社區保

姆對照顧者和家長雙方並沒有保障。例如
社區保姆的運作模式是以義工的形式提供
服務，而服務可能會因義工不足而未能長

期提供一定的人手照顧小孩，凸顯出服務
並不是長期性及穩定。當託管義工不是每
天能作保姆，導致託管名額不足（甚至沒
有名額），當計劃不能提供穩定的小孩照
顧服務時，婦女們又如何能放心留下子女
，全心全意地外出工作？

與此同時，由於本港的社區保姆計劃
對於社區保姆並沒有一套正規而一致的訓
練課程，導致同一名孩子會由不同的照顧
者輪流照顧，照顧者欠缺承擔的關係。對
家長而言，找陌生人照顧小朋友有一定風
險，亦難以放心。

除此之外，由於社區保姆計劃的服務
對象指定為六歲或以下的幼兒，雖然政府
在關愛基金上已撥款給學校和非政府機構
，在2012/2013年至2015/2016學年（最後
一年），向小一至中三的低收入家庭學生
推行課餘託管試驗項目。且政府或坊間亦

沒有為十二歲至未滿十六歲的少年提供託
管服務，亦即是假如家庭內有十二歲至未
滿十六歲的兒童，其家人需要留在家中照
顧他們，否則便觸犯 「所看管兒童或少年
人虐待或忽略的法律」，由此可見社區保
姆計劃、課餘託管試驗項目並未能有效滿
足到香港社會上的需求。

倡「全民照顧兒童津貼」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曾於2013年委託城

大梁麗清博士進行本地照顧兒童支援計劃
研究，結果顯示坊間照顧津貼主要針對老
弱病殘，忽略了兒童照顧。該中心建議政
府可以參照外國的做法，推出 「全民照顧
兒童津貼」計劃，即政府為全職在家照顧
兒童的婦女提供津貼。該中心代表曾表示
： 「參考外國數據，政府應為香港家庭每
月提供約1090元的津貼，讓兒童免於因為

經濟原因而得不到應有照顧。」

全面託兒服務促經濟發展
香港的新來港婦女普遍面對上述之兩

難處境，作為有遠見的政府部門，應增撥
資源在託兒服務上，讓託管服務的服務對
象能擴展至十六歲的青少年，使新來港家
庭以致有需要的家庭能支付廉價的（甚至
免費）價錢使用託管服務，當她們的子女
能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得到全面的照顧，她
們便能安心地外出工作，當潛在的勞動力
能釋放到勞動市場，這才能提升本港的就
業率和經濟效益（亦令上述部分家庭不用
申領綜合援助金），同時亦應考慮是否設
立照顧兒童的津貼，以協助留在家中照顧
兒童的婦女，這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利民政
策。

筆者日前讀到一則有關於一個會考
只得七分，透過繼續學習取得學位繼而
成為老師的勵志故事。有關新聞令筆者
再次想到，公開考試的一時失敗，並不
能決定青年人的命運，只要我們抱持一
個繼續學習、追求知識的決心，一定會
找到屬於自己的出路，發展理想的事
業。

從上述文字，大家可能會誤會筆者
所指的學習，只局限於追求 「學位」，
取得職場 「入場券」那麼簡單。事實上
，讀大學只是其中一個學習的過程，有
了大學學位，當然可以有不錯的事業發
展；但如果把學習只限於讀大學，恐怕
亦未免過於狹隘。

筆者所提倡的學習模式，除了是青
年人讀大學，有需要的時候繼續進修，
例如讀深造課程、碩士等等，還需要持
續閱讀、鑽研知識。可是，單單靠進修
仍不足夠，若要使自己能與瞬息萬變的
社會接軌，筆者認為青年人應該養成閱
讀的習慣，在工餘的時間盡量閱讀不同
的書籍，吸收方方面面的知識。

有些人或會認為，在工作、家庭生
活已經十分繁忙的環境下，還有必要花
那麼多時間、精神閱讀嗎？筆者認為確

實有此必要，亦在此舉一些例子讓大家
思考一下；筆者曾經看過一本有關香港
首富李嘉誠的書籍，裏面提到他年輕時
即便工作繁忙而且金錢匱乏，仍然在下
班的時間不斷讀書，不想浪費金錢就買
二手書看，看完以後再賣出去，即使到
了名成利就的階段，仍會花時間閱讀。
筆者相信，李先生的智慧，除了憑藉他
的天賦和努力，閱讀也一定給予他不少
知識以及啟發。

在香港之外，世界上名人富豪愛閱
讀的例子一樣比比皆是，筆者就曾經看
過一本有關著名電子商務公司亞馬遜創
辦人貝佐斯的書籍，裏面提到貝佐斯每
年都會抽一段時間讓自己放假，不過並
非周遊列國或環遊世界，而是讓自己 「
閉關」起來，閱讀自學，該書籍提及到
一些貝佐斯推薦的好書，有一些筆者也
跟隨閱讀，確實獲益良多。

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雖然有點土
氣，但確實是至理名言，當我們要思考
、解決問題的時候，腦袋中也須有 「工
具」協助，方能更容易想到如何解決問
題。所謂 「終身學習」，絕非只是一句
呼籲人們讀書的口號，而是教大家在書
本中尋找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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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港婦女普遍面對選擇照顧子女或
外出工作的兩難局面 資料圖片

▲「五四運動」九十七周年的升旗禮吸引
2000名青少年到場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