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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文說得一口流利粵語

說話又風趣幽默，

導賞員這工作對他真是如魚得水。

參與的本地團友聽得開懷，

無論面對什麼提問，阿文都能熟練 

地回答，講解得活靈活現，

他笑說：「我最叻吹水」。

和他傾談，你會錯覺他是香港人，

但他的生活細節，仍盡見南亞特色，

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他身上融合、

混為一體。

工餘時間義務帶團，阿文的目的 

只有一個，讓本地人對少數族裔的 

文化有更深認識，增進了解， 

促進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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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讀寫中文，局限了他的出路，求職時
曾受歧視，「試過和僱主在電話談得很
好，但到面試就以我不懂中文、未能和本
地員工溝通等理由拒絕請我。」

這天，阿文又被一大群本地人團團圍
著，聽他講解少數族裔在港的生	

活。不少路人投以好奇目光─為何一群香
港人，會跟著這個南亞人在葵涌到處走？
這種「反客為主」的場景，經常在屏麗徑
一帶出現。不過這位南亞導賞員其實早已
不是「客人」，他在香港成長，住了三十多	
年，已是地地道道、身份證上有三粒星的香
港人！而他對這片土地的愛，可能比許多香
港人更熾熱；因為愛這個地方，亦促成了	
他成為導賞員，希望令生活在同一片土地
的其他種族，對他們有更多了解。他深信，
只有多溝通、增進了解，才能和諧共處。

一年前，當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推
行由基金資助的「家庭PowerUp ─跨種族

『家、鄰、社』社會資本計劃」，構思「認識
少數族裔生活文化團」時，阿文雖有工作在
身，亦義不容辭在工餘時當義工，並幫忙拉
攏南亞朋友做導賞員。計劃負責人Noel 說
因葵青區有很多南亞人聚居（約有2300人，
佔全港第三1），當時中心已設有不少為協助
南亞人而設的服務，推行基金計劃時，刻意
加強凹凸互補的元素，增加少數族裔與本地
人共同參與的活動，並盡量發揮少數族裔的
潛能。後來想到可利用南亞人對自身文化的
熟悉，在區內舉辦文化團，參觀餐廳、雜貨
店以至清真寺，促進雙方了解和交流，便邀
請阿文幫手。阿文坦然最初很緊張，因為未
能預計團友會問什麼，怕不懂回答；但現在
他已揮灑自如，很快就和團友們打成一片。

1資料來源：統計處 2011年中期人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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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的團友來自一個基督教組織，他們希
望對少數族裔的生活文化，特別是宗教有
更多認識。從麥理浩夫人中心出發，阿文
帶著團友在街頭停下，講解屏麗徑一帶成
為南亞人聚居的原因。原來昔日這裡工廠
林立，許多南亞男性隻身來港打工養家都
居於這裡，直到現在這裡的舊樓租金依然
較為相宜，故吸引南亞人聚居。阿文自己則
在九歲時獨個兒來港，跟在港打工的爸爸
一起生活，生活艱苦。因他不諳中文，不能
入讀主流學校，要到特別為少數族裔而設、
阿文口中的「窮人」國際學校唸書。由於不
懂讀寫中文，局限了他的出路，求職時曾受
到歧視，「試過和僱主在電話談得很好，

但到面試就以我不懂中文、未能和本地員
工溝通等理由拒絕我。」今天，在港已居住
三十年的他，已在鐘錶公司任職多年，和同
事相處融洽。

61



接觸增進認識

一行人徐徐走到雜貨店，店員Sajawal 已
在門口等候。團友們即運用剛於中心學到
的烏都語問好：「As-laam-o-Alai-kum!」
店員用烏都語回禮後，不忙也用廣東話問
好，大家都笑起來，隔膜立時打開。團友張
先生說：「南亞人作為我們的鄰居，平時鮮
有機會接觸，希望藉文化團增進對他們的
生活文化、宗教的了解。」團友Cello 也有
同感，她是這區的街坊，時常會碰見南亞
人卻對他們毫無認識，覺得不大好。她笑
說經過南亞雜貨店會感好奇，一直不敢入
內，今次正好開開眼界。

Noel 說：「當初計劃行程時，邀請區內餐
廳、雜貨店參與，他們都怕會妨礙做生意；
但慢慢感受到計劃的意義而變得支持，而
且團友有時會買手信，為他們帶來收入。」

店員 Sajawal 說：「很歡迎文化團來訪，
帶動多了本地人幫襯。我很喜歡回答團友
的問題，特別是小朋友，可以令新一代對
我們多點認識。」南亞族群的家庭觀念強、
倫理關係好，同鄉之間守望相助，到雜貨
店買東西更可以賒數呢！街坊街里充滿人
情味。

阿文本身做了十多年葵涌街坊，區內整
個南亞族群他都認識；他所住的屋邨，同
層的鄰居他無一不曉，他略帶自豪地說：
「有時本地街坊也來問我，某個鄰居怎稱
呼。」他的親鄰之道是主動，碰面必打招
呼，有時弄了家鄉簿餅、咖喱等，又會邀請
鄰居來品嚐，甚至拿到大堂與看更分享。
相比之下，香港人這方面較為「內歛」。	
Noel 說：「阿文令我反省，自己應對鄰居
熱情一點。」

As-laam-o-
Alai-k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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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人好，別人自然對我好

對南亞文化充滿好奇心的團友，邊走邊
不斷向阿文提問，例如：為何回教徒可以
娶四個老婆、何以不能吃豬肉？阿文逐一
解答。順步來到一家小小的清真餐廳，老
闆 Nawaz 早已預備了穆斯林的咖喱角、
炸雜菜和奶茶給大家品嚐，阿文就講解
南亞族裔的飲食文化。老闆Nawaz笑說：
「文化團提供了我們和本地人交流的機
會，平時餐廳雖有不少本地客人，不過少
有機會坐下來傾談。」他眼中的香港人頗
友善，他說：「我對人好，別人自然會對	
我好。」

離開餐廳，街上有幾個南亞男孩在玩耍，
其中一個是阿文的兒子，團友立刻親切
地和他打招呼、拍照，他則有點害羞。阿
文育有四子，都在主流學校讀書，和班
上的香港同學相處融洽，大仔更是班中
的「搞 GAG王」。阿文相信，下一代在香
港土生土長，在本地主流學校唸書，不同
種族的小朋友自小認識，下一代就自然衍
生共融的社會。「我跟兒子說要當香港是	
家，我們和香港人除了外表不同，大家的
思想、語言都一樣。」他的心願是學校能
增撥資源，幫助少數族裔學好中文，融入
社會。他指出少數族裔學生在讀寫方面
很吃力，家中又無人可指導，主流學校把

他們當作一般學生來教，成績會有明顯
差距，長遠對他們的升學就業造成影響。
「幸好中心設有少數族裔的中文班，又有
本地的高中生替小朋友補習中文，對我們
很有幫助。」

除因宗教而有些特別的習慣之外，南亞人和香港人沒大分別，
大家都看同樣的電視節目，一樣逼巴士、逼港鐵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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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有色眼鏡  互動促進了解

行程最後一站，是參觀區內一家樓上清真
寺，由教長向團友講解回教的基本教義。
團友提問時，問到為何有回教徒做人肉炸
彈，濫殺無辜？教長和阿文都細心回答。阿
文坦言「你們都是拉登嗎？」正是團友們其
中一條熱門問題，他每次都會把握機會向
團友解釋，那只是小部份激進的恐怖分子
的所為，希望弄清誤解，令大家不要戴有色
眼鏡看他們。「我們辦團的宗旨是鼓勵多
提問，因為互動才能促進了解，讓我們知道
存在了什麼誤解。」

走畢行程，團友都很讚賞阿文有問必答、態
度親切，令他們對少數族裔多了認識，更從
中得到啟發。不經不覺，文化團自2011年 7
月推行，已有三十多團成行，參加者大多是

學生或來自教會及非政府組織，總數約有
七百多人。雖然人數未算很多，但對於親身
參與，令市民大眾對少數族裔多了認識，阿
文覺得付出很有價值，從中得到自信和滿足
感。「在參與帶團之前，我也會向身邊的香
港朋友講解我們的文化、習俗，發現彼此認
識十多年，他們仍會有誤解，何況不認識南
亞朋友的本地人？所以文化團的成立非常
有價值，值得政府和多些機構推動。」

商界合作  創造共融工作間

在文化團外，中心亦嘗試與商業機構合作
推動共融。如去年三月，中心就與大快活
快餐集團合作，為機構的南亞員工提供中
文培訓，教授簡單的生字及工作術語；並為
本地員工舉行講座，講解少數族裔的生活
習慣、文化宗教等。大快活集團覺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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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理想，不單南亞和本地的前線員工溝通
改善了，管理層對處理南亞員工的問題亦
多了認識，可以協助前線的管理。Noel 舉
例說：「曾有分行經理想晋升一位南亞員
工，但他卻拒絕。經理百思不得其解，向管
理層反映，才知道那位員工因晋升的職位
要處理豬肉才拒絕，後來經協調後就解決	
了。」大快活目前約有6%為少數族裔員工，
他們認為這群員工既勤力又多笑容，只要
加以適當培訓和指導，令他們更能融入本
地的工作環境，就會成為一群理想員工。

大快活在今年年底將與中心再次合作，舉
行較大型的講座及在職培訓。阿文獲中心
邀請擔任南亞員工的導師之一，教授本地
的工作文化、和本地人溝通的技巧等。未
來他除了擔當文化團的主力導賞員、出任
培訓導師，還會參與到校講座，向學生介
紹少數族裔的文化，在推動共融的工作上
更活躍！阿文更發揮網絡力量，帶動親戚
朋友來中心參加活動及幫手，而他一個成
績優秀的外甥女，就被職員發掘來中心
教本地小朋友英文呢！

真正的共融是互相認識和尊重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沃馮
嬿琼女士，形容阿文是非一般義工，會
就計劃給予意見、幫手推動，已由服務
使用者轉化為持份者。「我們其中一個
工作目標，是經由能力發掘、配對、給予

機會發揮，令服務使用者提升為助人者，甚
至持份者，阿文正是一個很好的典範。」她
說社區有很多力量等待被發掘，發掘了就
可累積成社會資本，「奇妙之處是，找到一
個阿文，經過結網可以發掘更多有能力的
人，集合的力量可以倍數增長。」

沃太表示，感到香港近年的共融程度正不
斷改善：「以中心為例，十年前我們為少數
族裔辦的活動不能有本地人，現在則可以
大家一起參與。南亞婦女出席時，有些更已
不用戴頭紗，甚至願意和陌生人傾談，這
都是互信提升的表現。」沃太回想最初協
助少數族裔融入香港社會時，因他們的特
點是內聚力很強，首先是要令他們願意踏
出自己的圈子，和本地人接觸、認識社區，
而目前少數族裔對社區的參與，已提升了
很多。另一方面，整體社會對少數族裔增加
了認識，觀感亦有所改善。「文化團獲得理
想的反應，亦反映出本地人漸漸樂意認識
少數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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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團亦是少數族裔能力提升，自己當家
作主的體現─少數族裔轉化為主導，幫
助本地人認識他們的民族，再不是以受助
者的身份去認識本地人。沃太語重深長地
說：「我們相信只有通過這過程，才能達
至真正的共融。大家互相認識，互相尊重
地生活；而非將本地人的習慣和思想强加
於他們身上！事實上，我們發覺少數族裔
有很多才能、文化值得學習，如尊敬長輩；	
有許多參加完文化團的團友亦表示，很欣
賞他們的文化。」

沃太最後和我們分享，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已故主席鄔維庸醫生令她銘記於心的一
番話：「共融不是掛在咀邊，或舉行一、兩
次嘉年華會就能達至，而是必須在日常生
活中體現。不同族群之間，做到互相了解，

在生活上接納、尊重彼此的差異，那才是
真正的共融！」阿文和很多少數族裔都在
身體力行，若有更多人積極和應，共融不
是一個遙遠的境界。

計劃 BOX

家庭PowerUp·跨種族「家、鄰、社」社會資本計劃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麥理浩）善用不同種族的差異，承傳了之前所推行
的兩個以少數族裔人士為對象的計劃 2 所累積的經驗，並在此基礎下繼往開來，
獲基金資助推行「家庭 PowerUp ─跨種族『家、鄰、社』社會資本計劃」，連結
「民、商、官」的跨界別力量，建立跨種族的社會資本平台，讓本地及南亞裔家庭
透過互相學習和關懷，編織家庭及鄰舍互助網絡，為社區和家庭充能，一如計劃
名稱家庭 PowerUp。此計劃自2010 年12月開展至今已累積了58 位核心義工，
當中包括 22 位南亞裔人士負責推動及籌劃區內多元文化活動，積極促進社區	
融和。

2	兩個計劃分別為「互助共享創明天—多種族弱勢社群自強互助計劃」（推行日期 :2004 年1月至 2007年 5月）和「色彩之城—多種族
色彩社區及南亞裔就業師徒計劃」（推行日期：2007年 6月至 2010 年10月）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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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	嚴紅玉

我讀完了阿文的故事之後，心中充滿鼓舞。我相信阿文親身
的體驗，可以成為很多在港少數族裔人士的借鏡，讓他們更
積極發揮自我潛能，衝破隔膜，融入和貢獻社區，為社會資
本注入新力量。

我從故事主人翁身上，明白到不同族裔也可以發揮凹凸互補
的效應。我相信只要他們敞開心懷，與本地人多交流及了解
彼此的文化，參與更多的生活體驗活動，打破種族差異隔	

膜，有助建構一個和諧共融的社會。他
們更可透過主動分享自己族群的文化，
與本地人伸出友誼之手，擴展互助支
援網絡，成為社區一股關懷力量。互諒
互讓、互相學習，正是社區發展的願景。

嚴紅玉是烏都鄰舍中心的總幹事，
2011年獲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
督導委員會選為傑出義工，致力於	
幫助南亞裔人士融入香港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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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奶茶雖然和港式的口味不同， 
比較甜，滲著淡淡的小茴香的味道，初喝 
可能有點不慣，但若放開胸懷，多喝兩口，
你將欣賞到它的獨特茶香，和港式奶茶各
擅勝場。接受差異，對自己也是一種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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