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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香港 勿讓議會流感肆虐
日前，特區政府就流感肆虐緊急召開記者招待會，公布幼稚園和小學提早放年假，事件引起社會熱議
，社交平台瘋傳記者會片段，市民紛紛討論學童 「突然」 假期，家長如何處理託兒問題。

青年有話說
▲今年以來逾300間幼稚園及小學爆發流感，政府前
日宣布全港幼稚園、幼兒中心、小學及特殊學校提
早停課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秘書長、香港五邑總會副理事長

不少家長擔心學童因提早放假，未有家人或傭工可
以照顧兒童，要為找到合適的託管而奔波。雖然大部分
學校表示校園如常開放，接受學童留校託管，但仍有一
些學校未能安排服務。故此，決策的確為部分家長帶來
不便。此外，有老師與筆者交流表示突如其來的停課，
在處理學生假期的功課安排通告等，同樣鬧個 「措手不
及」。權衡學童健康和學校行政安排，停課必屬首選，
不過在決策後如何適時協調好各部門和社區團體和組織
，為學童提供最適切的服務，是檢驗政府有效施政的標
準。

社區現鄰舍互助精神
深水埗貧富差距大，但社區仍存 「有愛」、 「有情
」、 「互相幫助」的精神。在該區社會福利署的推動下
，有一些非政府資助機構都樂意及時提供臨時的短期託
管服務。新家園協會乃服務新來港、少數族裔和基層家
庭的非政府資助機構，就此為區內提供學童託管服務，

高松傑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創會主席、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席

常聽到人們說社會創新服務，究竟是什麼？筆者
認為社會創新服務可泛指在日常社會服務上，不論知
識或服務上推陳出新，其中包括在現有模式、程序、
方法和服務的結構基礎上，以新手法去運用，以對應
社會需要。近年社會創新的服務中有：惜食堂食物回
收及援助計劃，令有需要食物援助的人士受惠，減少
浪費、有福同饗； 「要有光」推出 「光房」計劃，創
出一種有權有責的租賃方式，租客善用 「光房」租期
去 「幫自己」，以實際行動提升生活質素。

義工服務社會同時解決問題
筆者在過去數年也參與了不少社會創新服務，例
如2012年推動 「愛與望飛翔」─殘疾人士就業推廣
計劃，推出全港慈善活動智能程式App，協助殘疾
人士尋求愛心僱主。亦曾推出《我支持聘用殘疾人
士計 劃 》 ， 六 年 來 持 續 加 入 新 元 素 ， 至 今 已 超過
300個企業參與。另外2014年創出 「全港義行日」
，鼓勵18區全民參與義務工作。2017年首創 「18區
福氣操」，引發全城 「起」 「動」。
香港菁英社會民生研究會為鼓勵會員關心社會，

黃 鵬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二月五日出席了東涌新市鎮擴
展計劃的動工禮。自2000年後，本地大型填海工程規
模大減，故此陳茂波形容項目是 「重新出發」，並表
示高興香港再以 「填海造地」方式，提供較大幅度用
地發展。東涌未來將增加約五萬個公私營單位和大約
四萬個工作機會，新市鎮的再次出現，必然可緩解香
港愈來愈擠迫的生活環境，令人鼓舞。

筆者與一些政壇前輩談論立法會議事堂當今的生態
時，前輩們都慨嘆議事堂的基本議政論政功能大不如前
，現時聽得最多是 「敲鐘」聲，以及反反覆覆的 「拉布
」，這直接影響到議員發揮應有的功能和對議題深入討
論的素質。試問一個沒有質素的議事討論，何來一個較
合乎巿民整體利益的政策和結果呢？在議事堂的議員即
使對議會的熱情有多大，在面對反對派 「拉布」，都會
消耗精力，那又如何做好民生事務呢？
「流感」令香港的學童面對健康和死亡的威脅，及
時停課這決策即使讓不同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但社

▲伊利沙伯醫院急診室門口通告板指出，求診輪候
時間須延長
新華社圖
會並無太大的反對聲音，反之會合力面對抗流感。這種
合力做好一件事，已在立法會議事堂中失去了一段長時
間，筆者寄望選民在三月的補選中能靠手中的選票，選
擇一些能夠為香港做好每一件事的代議士進入議會，以
香港的健康出發、可持續發展為生命的一部分，珍惜香
港！

▲ 「光房」 計劃，助基層戶展開新生活

▲ 「惜食堂」 義工向商業機構收集可食用
的過剩食物，製成熱飯餐送給有需要者

▲義工服務擴闊青年視野，鍛煉出領袖才能

改革大潮中，解決自己所需。粵港澳大灣區的打造，
目的就是要解決發展與供需的問題，為粵港澳居民謀
求更大的幸福。大家一同好好把握！

▲廣東省將推出便利港澳居民措施，有助青年投
身大灣區建設

新市鎮建設須各方協調

同樣是大嶼山，東涌新市鎮發展的消息令人高興
，但南大嶼的環保問題也讓人憂心。這剛好印證發展
城市建設中一個 「永恆」難題：因應人的需求的發展

保育南大嶼屬焦點
同時，筆者又發現在同一天，也有另一宗關於大
嶼山的新聞：有團體在填海工程動工典禮的前一天，
由中環遊行至禮賓府，抗議政府對於南大嶼山的生態
環境保護不夠，以至於挖塘、偷倒泥頭事件不斷發生
，破壞南大嶼山的自然環境。團體認為政府對於大嶼
山 「北發展，南保育」的政策內容執行力度不足，只
為發展經濟卻忽略環保內容。

反對派
拉布
罔顧市民利益

便利港澳居民措施 壯大大灣區

櫃員機直接取票，而拿回鄉證是不可以的；港童在內
地是不可以入讀政府資助學校……種種政策都使港人
無法在內地享受與內地居民一樣的待遇。
倘若廣東省率先推出便利港澳居民措施，我深信
這不但給港澳居民帶來便利，更有助於粵港澳大灣區
的融和與協同發展，同樣更可促進更多港澳青年進入
廣東省創業，助力廣東省的發展。
40年前，我們的叔父輩率先進入改革初期的廣東
省創業興家，參與打造出 「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
」、 「世界工廠」的美譽。今天為廣東做出貢獻的港
商，是先行者的第二代、三代，開始繼承龐大事業。
創業型年輕港商在廣東發展具規模，目前當局推出便
利措施，堪稱 「及時雨」，實實在在的為港澳居民着
想。
港澳居民宜安排自己各種計劃，讓自己能在這個

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常務副
秘書長、薈志動力秘書長

今年三月，將是立法會補選的月份，已報名參選的
候選人，正密鑼緊鼓在地區造勢。可惜的是，香港近年
的政治氣氛，實在與過去的議事論事模式有異，不論在
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又或是民生事務上，都失去了過往的
理性務實，令議事堂變成了政客表演的場地。

社會創新服務培訓青年人才

多參與地區事務，利用本身專才服務地區。剛發起一
項名為 「香港菁英會地區專才計劃」。計劃旨在統籌
不同區舉辦不同的地區活動，服務有需要的市民。透
過計劃為地區培訓年輕一代的未來領袖。亦為會員安
排定期拜訪，令他們可與相關團體深入交流。筆者一
直認為義工工作是社會政策以外，解決社會問題有效
方法之一。而把社會創新思維融入不同的義務工作之
中，彷彿已成為新潮流。既可以突破以往單一服務模
式以外，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大助力。
2018年筆者有幸擔任願景基金會主辦的 「十面埋
『服』創新社會服務大賽」的籌委會主席。此項大賽過
往已服務超過3.8萬人次。新一屆活動日前舉辦啟動
禮，從全港18區內40多隊伍中選拔出24支隊伍（公開
及中學組別）進行社會創新服務大賽。各隊伍按其提
交之規劃進行各項社區服務活動，服務主旨在於關愛
社區、和諧社會、助老扶弱、青少年發展、惠澤社群
、助己助人。此外，大賽特點是可給予年輕人、各界
團體人士，共同籌組及鍛煉好做社會服務的大好機會
。而且於「本屆新增的培訓小組」專為中學生、大專生
和青年人設計了一系列的訓練計劃，助其成長。

香港菁英會理事、
香港物流商會常務副主席

在新聞報道中看到，上月尾廣東省發改委何寧卡
主任在記者會上透露：廣東省將推出便利港澳居民措
施，包括回鄉證要《提高便利化的使用水準》。同時
，當局正探索在廣東省工作和生活的港澳人士享有與
內地居民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交通等民生方
面的同等待遇，為港澳青年就業提供更多機遇。
這對長期於廣東省發展或家居的港人來說，是天
大的喜訊，亦可以視為港人有望在廣東省享有內地居
民待遇。
眾所周知，港人長居內地生活，確實有不便處。
醫療而言，內地居民可用二代身份證在網上預約，回
鄉證則是不可以的，必須到現場排隊等拿籌。另，港
人在內地申辦信用卡，只能取得最基本的額度，要增
大額度，是需要有資產抵押。
又如內地擁二代身份證者，可到火車站與機場的

莊學謙

並推動婦女義工和學生參與其中，藉以發揮社會互助，
讓雙職家庭能夠安心繼續工作。
筆者剛參與了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發展下的組織
─ 「社區資本摯友」，發現了香港仍然有不少好人好
事，這樣的正能量應該推廣。 「獅子山下精神」讓昔日
香港在亞洲起飛，成為內地與國際巿場接軌的重要一環
，香港的經濟發展在80年代勢不可當，社會福利服務亦
在當時與時俱進，資源和服務相對豐富。可是，社會發
展和福利服務撥款制度改革， 「一筆過撥款」使一些社
會福利機構，因而結束了一些社會效益不大的服務。同
時間，在政府的推動下，社會出現不少民、商、官合作
的項目，彌補社會服務的空隙（service gap）。在基層
社區的服務裏，不時可看到很多沒有為媒體關注，但表
現人間有愛的無名英雄在默默耕耘。就像是次因流感而
停課所引發的託管需求，除了政府部門的推動外，在社
區中有不少家庭主婦自發義務照顧鄰居學童，做到鄰舍
互助的精神。

▲東涌未來將增加約五萬個公私營單位，並提供
大約四萬個工作機會，圖為東涌東發展概念圖

，與自然環境的保護之間的矛盾。政府在解決香港住
屋，樓價問題上的確推出了不少舉措，作出的努力不
容忽視，可為了長遠考慮，環保問題卻是政府更需着
力解決的難題。
香港除了是世界金融物流中心，更擁有綿長的海
岸線和丘陵地貌。
如果說香港經濟騰飛，是港人努力的結果，山與
海的資源則是大自然的饋贈，如何在解決民生問題的
同時顧及保護珍貴資源，對政府來說是具挑戰性的議
題。
筆者認為一味指摘政府不理環境、只顧發展不是
理想解決方式。反之，各方應該努力合作，在適當的
時候開啟對話溝通，平衡發展，在有分歧中找到最佳
解決方案。發展大嶼山，勢在必行。在此之前，政府
與團體，市民與公務員，仍有機會找出城市建設的最
佳方案。

放開胸襟 願望成真
就是敢言
楊曉航
就是敢言常務副秘書長、城市智庫成員
今年初紅館舉辦的一場演唱會，特首林鄭月
娥亦有出席。此前，毫不諱言是 「歌神」歌迷的
特首林鄭月娥曾公開表示，當初加入政府工作是
本着服務大眾的心，雖在工作上沒有受到太多責
罵，但仍不時會以許冠傑的經典歌曲《沉默是金
》自勉，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自香港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在林鄭月娥帶
領下，團結社會各界尋求溝通與共識，整體風氣
一片向好。
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在守護香港
憲制、法治上，包括激進派議員依法被裁定失去
議員資格，旺角暴亂人士被定罪；而另一方面，
香港經濟民生議案的發展繼續推動向前，尤其是
目前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 「一地兩檢」，取得了
社會主流聲音的認同。
「一國兩制」帶來的優勢，並且有中央作為
堅強後盾，香港正從過去多年來的政治爭拗風氣
中，回歸到理性、務實謀求發展的正路上來，港
人對 「一國兩制」的認識更全面、更準確、更深
刻，有關法律制度更健全，社會正氣進一步上揚
，人心更加思穩、思進。
去年七月，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國
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期間，在特區政府的歡迎
晚宴上致辭勉勵港人要有「三個相信」：相信自己
、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其間習主席還引用著名
藝人譚詠麟《創造命運》一曲的歌詞： 「自信好
要緊，應該放開胸襟，願望定會一切都變真。」
經典不會過時，精神不會過時。這句歌詞也
是迎難而上、艱苦奮鬥的獅子山下精神極佳詮釋
。當前，社會各界各派、各行各業特別是香港青
年應共同把握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等各項國家發展政策難得的機遇，團結一致，在
林鄭月娥的帶領下，支持特區政府有效施政，齊
聚社會和諧團結之風氣，放開胸襟，為香港未來
經濟發展更上一層樓，開啟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