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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麗珊當了十幾年社工，一直從事社區發展工作，專門協助社會上

最弱勢的一群，給人的形象是彰顯公義的化身，個性硬朗、不畏強

權、不平則鳴，有點像粵語長片年代的女俠。然而，施麗珊沒有天

生異能，今天的女俠都是由過去的成長歷程所打造出來，她走過的

路，曾經面對的嘲諷和恥笑，與她今天照顧的新移民街坊沒有兩樣。

施麗珊

弱勢社群
的社工．

施麗珊11歲時從福建來港，一家人蝸居板間房，無論是生活

上，還是學習上都遇到不少困難，在學校非常沉默害羞，與

現在的她沒有一點相似。

「初到香港時只懂閩南話，廣東話嘛，聽不懂又說不準，經

常被嘲笑，而且ABC、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也不懂，根本追不

上香港小學的英文科程度。」

立志當社工
經過一番努力，適應情況已大為好轉，而且認識了幾位能夠

互相扶持的同學。中學時喜歡讀報和閱讀一些有關社會時事

的書籍，例如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和白樺的作品，還遇

到一位啟發她參與社會事務的老師。這位中學老師同時是區

議員，把公義、平等的概念帶給她，讓他立志長大當個有社

會責任的社工，為弱勢人士發聲。

施麗珊於1992年進入浸會學院（其後升格為大學）修讀社會

工作，期間積極參與學會組織及《學生報》的編採工作，畢

業後加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從事社區發展服務，

認為這類服務的手法多元化，具組織性和講求伙伴合作，又

要靈活動員社會資源，很有挑戰性。

她初時接觸深水 、大角嘴、觀塘、灣仔及筲箕灣一帶的

籠屋和板間房居民，老弱傷殘、婦女和兒童皆是協助對象，

當中不乏由內地來港團聚的新移民。想不到以前被歧視的

經驗成為她的資本，這種感同身受的感覺讓她取得街坊信

任，而且經常家訪，街坊每遇到任何生活上的難題，都會

找施姑娘。然而，施麗珊不是輕聲細語的那種社工，與街

坊說話斬釘截鐵，有時更會直斥其非，絕不縱容街坊。

「說話率直不代表沒禮貌，彼此都是以理服人，若明知他

們有過分要求，例如濫用社會資源，我們作為社工也要照

單全收嗎？」

``說話率直不代表沒禮貌，彼此都是以理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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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居港權事件學懂世情
施麗珊成為街坊的好幫手，但讓普羅大眾認識施麗珊這個名

字的卻是1997年前後的居港權爭議，當時社區組織協會全情

支援欲申請家人來港團聚的港人和其家庭，發動不少社會行

動，甚至參與法律訴訟的工作。當時施麗珊和幾位同事不停

接收個案，探訪求助者，甚至處理法律文件，她形容自己好

像當上律師助理，早晚不停工作之餘，又要面對某些人的敵

視。

「街上有人叫我『大陸妹』，又說我協助內地婦女，他日丈

夫也會北上『包二奶』，有時還收到恐嚇電話和郵件，但我

問心無愧，怕什麼？」

她說最痛心的個案是那些骨肉分離的個案，這些街坊會主動

求助，普遍也顯得較積極。其中一個個案的街坊十多年來不

斷申請家人來港團聚，不得要領，原因是當時大陸某些省市

貪污情況嚴重，要付巨額賄款才能申請妻兒來港，但這些街

坊照顧自己三餐也成問題，何來巨款行賄？

「這位街坊突然跪在我面前．．．．．雙手奉上紅包．．．．

希望我替他賄賂內地官員申請家人來港。你可以想像，真的

很悲哀，家庭悲哀，制度也悲哀，貪腐普遍到街坊以為香港

也是無法無天。」施麗珊強忍眼淚說。

至於整個社會行動最後演變至火燒入境處，造成人命傷亡的

悲劇，她感到很可惜，很心痛。然而，在爭取居港權一役中，

施麗珊說自己得多失少，學懂了閱讀政治，看清政治的複雜

和善變，也了解到法律、法治的重要，其後更引發她修讀法

律課程，取得香港大學法律系人權法的法學碩士資格。

14

第
廿
八
期

社
情

We are guilty of many errors and many faults,

but our worst crime is abandoning the children,

neglecting the fountain of life.

Many of the things we need can wait.

The child cannot.

Right now is the time

bones are being formed, blood is being made,

senses are being developed.

To the child we cannot answer ``Tomorrow.''

The child's name is ``Today.''

Gabriela Mistral（1889-1957）

兒童有權發聲
施麗珊想過繼續修讀法

律，或者他朝有機會走

上律政之路，但關顧弱

勢社群的心把她留在社

工行列，繼續協助有需

要的街坊。她很著重培

育兒童，認為兒童是社

會的希望，可惜政府和民間對支援貧窮兒童未見盡力，故每

逢大時節，她都會率領一眾兒童召開記者會談貧窮問題，甚

至走到政府總部和禮賓府請願。有人批評指她利用兒童在鏡

頭前搏同情，她卻沒有半點動氣。

「不要以為小朋友無知，我們每次請願時都會向他們和家長

詳細講述行動目的和理念，最終由他們自行決定是否站出來，

我們尊重兒童權利，絕不會勉強他們。」

組織社會行動的人對傳媒又愛又恨，施麗珊說每次接受無線

新聞採訪後，曾在螢光幕自白的街坊外出時也特別受人注目，

不單親朋戚友致電慰問，甚至有人專誠來到中心看「明星」。

在社工界工作了十多年，她最大心願是看到街坊生活得到改善，最痛心是看著下一代

學壞，而最擔心的是對兒童的支援來得太遲。常言道兒童是我們的未來，但若我們不

建構他們的今天，哪怎樣有未來？她製作有關兒童貧窮的攝影集時更揀選了獲得諾貝

爾文學獎的智利女詩人密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的詩句為結語：

除了社會工作外，施麗珊還希望有何突破
和新發展呢？
「希望參與國際組織的工作或文字創作、報告文學的

工作，但案頭有許多未完的個案，單是善後也至少需

要一年時間．．．．．其實，我也想過在商界發展

啊！」她說罷也忍不住笑了出來。

是的，性格率直、以扶弱為己任的俠女又怎會羡慕商

界追名逐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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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心無愧，
怕什麼？''

``最終由他們
自行決定
是否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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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香港五十多年的美心集團現時擁有70多個品牌、590多間

分店，每日服務超過54萬人次。作為香港最大最多元化的餐

飲集團，美心集團致力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希望為社會上有

需要的人士出一分力。集團去年透過贊助及舉辦多項活動，

讓超過一萬六千多名長者、基層家庭成員及南亞裔兒童受惠。

美心集團公關及營業總監李愛華表示：「集團除持續贊助及

捐款予社福團體外，去年起更以我們的餐飲專業，為基層家

庭兒童策劃多次活動，如『美心Happy Birthday生日會』、

『愛分享．惜飲惜食廚樂坊』等，一方面為小朋友提供美食

體驗、灌輸正確飲食概念，亦期望透過活動擴闊他們的社交

圈子。此外，集團來自不同部門的義工亦身體力行探訪有需

要的人士，例如八十多名義工於中秋節探訪近600名長者，並

送上月餅及禮品包，分享關懷。」

李愛華續稱，美心集團亦注重推動環保，如主動減少使用即

棄餐具、推出簡約包裝月餅等，同時鼓勵員工參與各類環保

回收及綠化行動，並與不同團體合作推行環保活動如『有衣

食日』、『地球一小時』等，內外推動環保。就08年計，集

團內部的環保行動節省了近900噸回收物資；集團去年更與不

同管理公司合作舉辦回收活動，鼓勵共50,000伙住戶參加，

成功回收數百噸可循環再造的家居廢物及月餅罐。

透過不同內部通訊，集團將持續地向逾14,000名員工宣傳關

愛社區及推動環保的訊息，招攬不少義工核心成員及環保大

使，合力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出力。

美心集團 — 植根香港，回饋香港
Maxim's Group continue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1. 美心舉辦「愛分享．惜飲惜食」廚樂坊

2. 集團注重環保工作，回收月餅罐

3. 中秋送暖活動

As the largest and most diversified catering company in Hong

Kong, Maxim's Group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the community via various charitable activities and green

programmes.

Recently, the Group has designed several programs such as

``Caring Chef Program'' and ``Maxim's Happy Birthday Parties''

for needy children, offering them a networking platform and

promoting the concepts of a balanced diet and green eating

habits.  To show they care, corporate volunteers have also

been serving the community by visiting people in need, for

instance, during last Mid-Autumn Festival, some 80 volunteers

delivered mooncakes and gift packs to over 500 senior citizens.

In 2009, more than 16,000 beneficiaries including the elderly,

needy children and ethnic groups benefited from the donation

programs and volunteer services that were organized by the

Maxim's Group.

The Group has also been contributing to a greener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o green programs for staff and participating in

``Less Rice for $1 Less Day'' and ``Earth Hour'' campaigns,

the Group partners, together with established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drive recycling programmes and

encourage over 50,000 households to go green by recycling

their household waste and mooncake tin boxes, thus saving

several hundred tons of recycling material.

Maxim's Group promotes charitable and green programmes

to over 14,000 employees via various channels and attracts

a group of enthusiastic volunteers and Green Ambassadors

who are keen to serve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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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E Lai-shan
works for the po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