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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學生：睹「佔」更堅從警心
女示威者眾需更多師姐 招聘會遞表從輔警做起

打造世旅休閒中心
澳門國旅局簽協議

巾幗維修飛機 細粒細心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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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青年住屋
問題備受社會關注，「買樓」儼然是青年
遙不可及的夢。一項調查發現， 只有
33.3%受訪青年租戶感到自己處於安居樂
業，另分別有15.6%及14.8%受訪青年因住
屋問題而影響婚姻及生育計劃。調查更發
現，61.1%受訪青年已表明放棄買樓。負責
調查的機構指出，樓價及租金若繼續遠超
年輕一代的負擔能力，令安居樂業成為不
可能的任務，將令社會矛盾加劇，建議政
府加大土地與房屋供應量，增建公屋及居
屋。

15.6%因住屋問題影響婚姻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委託理工大

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於
今年2月至3月期間透過電話隨機訪問了
1,022名18歲或以上香港市民，以了解港人
置業的行為及取態。調查發現，分別有
15.6%及14.8%受訪青年因住屋問題而影響
婚姻及生育計劃；34.1%受訪青年因住屋問
題而希望移民；40.9%受訪青年因住屋問題
而調低生活質素，例如節衣縮食、減少旅
行及消閒享樂等；24.3%受訪青年要轉工及
當兼職等工作計劃受到影響。
調查亦發現，愈年輕受訪者對未能置業
而感到徬徨的比率亦愈高，當中30歲至39
歲租戶因「買唔到樓很徬徨無助」的比率
為38.9%，20歲至29歲租戶組別的比率則
為45.5%。另一方面，20歲至29歲租戶當

中，61.1%受訪者認同「已經完全放棄買樓」，30歲
至39歲租戶的組別則更高達76.5%。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陳永浩指出，青少年

即使月入達入息中位數1.5萬元，亦不如坊間所說每
月儲3,000元就能等候時機上樓，「時下青少年的積
蓄根本買唔到樓，能買到智能手機已屬奢侈品。」他
建議居住環境狹窄的青年趁假期參加一些短線遊以擴
闊視野，同時可為生活減壓。

倡空置樓加稅免「有屋無人住」
中心建議當局特別關注25歲至34歲正受住屋問題

所影響的青年及他們生育後的住屋需求，並貫徹「港
人港地」優先政策，以免外來投資推高樓價，同時應
對囤積空置物業加重徵稅，以免「有屋無人住」。中
心亦促請當局增建公屋及居屋，並確立房屋以居住為
本，減少炒賣情況，例如嚴格限制新居屋不能於自由
市場流通等。

昨、今兩天Recruit於尖沙咀舉行青年就業及教育博覽，逾
40間機構合共提供約3,500個涵蓋零售、餐飲、保險金融

等行業的職位空缺，警務處亦設有攤位。是次職位空缺近80%
屬全職，月薪由1萬元至2.5萬元不等，暑期工或兼職的時薪則
介乎32.5元至約60元。

逾百人排隊 「警迷」排頭位
招聘會開始前已有逾百人於門外排隊。排頭位的大學二年級
生朱小姐，從中學起便立志加入警隊。她不諱言，「佔中」堅
定了她加入警隊的想法，因為「女示威者日漸增加，我覺得警
隊需要更多女警」。她又認為，現時社會對警隊的負面評價不
會打擊她維護社會治安的決心。仍在學的朱小姐即場遞交輔警
申請表，冀先從輔警做起，畢業後再正式加入警隊。
現場所見，求職者以年輕人為主，不少學生與應屆文憑試考
生到場尋找暑期工，打算趁假期賺取外快及增加工作經驗。剛
考完文憑試的陳小姐坦言，工作「零」經驗，欲藉暑期工賺錢
之餘，更可消磨等待放榜升學的時間。大學一年級的黃同學亦
不介意薪金高低，期望在學期間多嘗試不同工種或增加相關工
作經驗，為將來鋪路。

想「跳槽」者嘆心儀職位空缺少
除學生外，現場亦不乏有意「跳槽」者，希望了解不同工種
與公司資訊。中年女士陳小姐一直在內地從事珠寶採購，到場
主要想了解香港的就業市場，打算留港工作。惟她認為，現時
就業市場雖然興旺，找工作並不難，但主要為較低層或前線工
種，心儀的中高級職務則較少出現空缺。
主辦機構負責人陳凱欣指出，雖然現時網上求職十分方便，
但招聘會是很好的渠道讓僱主與求職者可以直接交流及即場面
試。她續稱，就業市場暢旺，僱主為留住前線兼職人手紛紛加
薪，今年兼職時薪普遍按年有5元至10元增長，全職薪金則與
去年同期相若。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鄒詠詩）暑期將至，不

少學生或準畢業生四出尋找工作。有機構於昨、今

兩天舉辦青年招聘會，提供近3,500個職位空缺，

月薪由1萬元至2.5萬元不等，昨日共吸引約1,300

人次入場。有自少已立志加入警隊的女大學生表

示，希望為維持社會治安出一分力。她又指出，不

會因為「佔中」期間警隊的負面新聞而放棄志願，

反而「佔中」堅定了她加入警隊的想法，她覺得現

今女示威者愈來愈多，警隊需要更多女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靖澳門報道）澳門特區政府昨在
政府總部與國家旅遊局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促進澳門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聯合工作委員會的協議》（協議），
積極推進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進程。
協議由澳門旅遊局文綺華與國家旅遊局代表劉克智共同簽

署。《協議》主要內容包括：組成旅遊聯合工作委員會、訂
立工作規則、聯合宣傳推廣、內地與澳門交流合作、行業管
理、政策調研、區域合作等重點工作。
文綺華表示，通過成立聯合工作委員會，國家旅遊局可

更具體更好地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也將
與內地聯合構建「一程多站」的旅遊路線，吸引更多的國
際旅客。
劉克智表示，內地與澳門的旅遊交流長期保持着比較緊

密的關係。現時澳門成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節
點，自身也處於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關鍵階段，今天
國家旅遊局同澳門特區政府簽署《協議》，希望以此為契
機，從根本上推動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進入新階
段，也希望澳門把中心建設和「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
點緊密結合，更充分發揮澳門節點作用。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國家旅遊局局長李金早、澳

門中聯辦副主任姚堅、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澳門
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柯嵐、亞洲旅遊交流中心主任李
建平、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主任黎英傑、國家旅遊
局港澳台旅遊事務司副司長任佳燕、澳門中聯辦經濟部副
部長寇明見證了簽署儀式。

■有調查發現，61.1%受訪青年已表明放棄買樓。

■澳門特區代表文綺華與國家旅遊局代表劉克智簽署《協
議》。 吳靖 攝

▲朱小姐自小立志成為警察，即場遞交輔
警申請表。 聶曉輝攝

■招聘會涵蓋行業包括零售、餐飲、保險金融等，警務處
亦設有攤位。 聶曉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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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姐於內地從事採
購，希望了解本港就業
市場情況，長遠留港工
作。 聶曉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飛機維修員往往予
人硬漢子感覺，但原來巾幗亦能獨當一面，安全將飛
機高送雲霄。港機工程前線飛機維修員中，男女比例
約20:1，近年女性有增加趨勢，約百名女維修員每日
穿梭機庫及停機坪，爭分奪秒為飛機拆件、檢查、清
潔、重裝，因身形嬌小反而適合在狹窄環境工作，細
心程度有時更勝師父。港機工程今年目標招聘450名
前線維修員，坦言今年加薪高達7%，在市場上有足
夠吸引力。
青年在公開試後離開校園，總會在升學及就業路前
徘徊，當年中五畢業的陳瑩蔚面對同樣難題，雖然報
讀毅進計劃的社會工作副學士，卻感到不適合未來發
展。其間曾在招聘活動中認識飛機維修員工作，亦有
向家人提及，但家母希望她能「讀多啲書」才決定，
故只好暫時打消念頭。不過畢業後有感與社會工作價
值觀不同，早已投身飛機維修界的弟弟，性格亦明顯
開朗起來，轉變之大令她下定決心成為飛機維修員，
家人亦不再反對。

嘆最辛苦是「天氣不似預期」
陳瑩蔚直言，飛機維修工作中最辛苦莫過於天氣不

似預期，經常要在酷熱天氣下困在沒有空調的機艙中
工作，加上當初入行如同白紙由零開始，要同時進修
英語，過程甚為辛苦。然而辛苦中亦見樂趣，飛機維
修採師徒制，愛之深責之切，最惡的師父往往是最愛
錫她的師父，過程中學曉與人溝通、團體合作、加上
近年不少部門有女性同事共事，令她倍感安心。
外界普遍對行業認識不深，已加入2年的陳瑩蔚指

工作事事新鮮，每天總能學到最新的飛機知識，大開
眼界，雖然文科出身對飛機一竅不通，但在師父用心
教導下，透過分工合作定能成事。

港機今年招450新血月薪1.4萬
港機工程人力資源經理陳韻鈴表示，現時港機共有
約5,800名員工，其中2,000人為飛機維修員，當中女
性維修員有約100人，比例為20:1。她又指，女性飛
機維修員有增加趨勢，今年港機計劃招聘450名新入
職維修員，參與1年期的見習飛機維修員計劃，首半
年月薪9,360元，其後半年出班實習，連同加班及其
他津貼，月薪可有1.4萬元。
陳韻鈴又指，完成計劃後可成為維修員，再參與見
習飛機機械學員計劃累積3年至4年經驗，將可成為技

工，一般10年經驗可成為持牌飛機維修工程師，月薪
高達4.5萬元。她又指，公司每年按市場通脹變動調
整薪酬，今年加薪幅度達6%至7%，在航空界中可謂
數一數二，相信對新血而言相當有吸引力。

■陳瑩蔚(右)受弟弟陳德鍵(左)啟發，決志投身飛機維
修員行業。 港機供圖

前
路
署
一
哥
：
當
年
高
鐵
通
車
目
標
合
理

元創方「一歲」吸400萬客超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立法

會調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延誤委
員會昨日進行第五次研訊，傳召前路
政署署長韋志成（見圖，梁祖彝
攝），有議員批評他監督高鐵工程進
度不力，韋志成則認為自己沒有過
失，又指工程首半年滯後0.4個百分
點，是可以理解，因為需時磨合調
整，而且通車目標是合理可行。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質疑高鐵工程進度，工

程在開展初期已經滯後，韋志成有否監督港鐵盡力追回進度，
而且是否認為港鐵已經盡最大努力。亦有議員批評負責監督工
程的韋志成未有做好工作。
在2008年4月至2010年6月期間任職路政署署長的韋志成在
研訊作證時表示，任內有份參與高鐵工程拓展計劃、勘測及與港
鐵簽訂委託協議的工作，他指，雖然工程初期即出現工程滯
後，首半年完成1.3%，較計劃滯後0.4個百分點，但是可以理
解，因為項目初期剛「埋班」需時磨合調整，情況常見；港鐵亦
有提出追回進度的措施，盡最大努力推展項目。
韋志成亦不認為工程未能如期完工是因為當初目標定得過
早，他指，根據當年工程招標時的程序，沒有承建商提出延期
或提高標價，足以證明當年將通車目標訂於2015年8月是合理
可行，而且自己在任期間一直有效監管工程。
韋志成承認，政府和港鐵早於工程開展初期，已知西九總站

地盤有地質問題，已衡量對工程及費用的影響，並否認監管不
力，強調已設4層監察制度，從政府內部及港鐵系統內，掌握
工程資料。
至於工程現時出現嚴重滯後，韋志成稱，他在任時工程只批
出11項合約，自己無足夠資料判斷是甚麼原因導致工程進一步
延誤。但他認為，「一地兩檢」和大樓設計之間的關係，未必
是導致工程延誤的原因。

香港交匯報訊 (記者 鮑旻珊、實習記者
林嘉敏) 由傳統建築活化成創意地標的元創
方(PMQ)，由去年開業至今，共有400萬人
次到訪，反應熱烈，人數超出主辦單位預
期，而且平日與周末人流的差異收窄；主辦
單位亦提供多項新設施，包括以同區市價6
折租借工作空間，及為海外設計師提供可過
夜的特色房間，以促進本港創意產業的發展
及交流。
元創方總幹事曾昭學表示，營運元創方的
工作是好不容易，一切由零開始，去年開業
至今共有400萬人次到訪，平均一個月有30
萬人次，「是非常超出預期。」而且平日與
周末人流的差異收窄。他亦指，由於有旅遊

書介紹元創方，令愈來愈多海外人士留意到
這個空間及香港的設計，在過去3個月，平
均海外旅客佔總人數28%，較早期平均10%
多。

添新設施吸設計師入駐
曾昭學指，為支援設計師的業務發展，會

提供多項新設施，包括有6間具特色的1人
房間可供過夜，一晚只需1,000元，對象是
元創方租戶的夥伴、元創方合作夥伴、元創
方邀請的人士，及海外設計師，必需要與創
意有關，方便他們與本港設計師互相交流。
他又稱，元創方提供具彈性的共同工作空
間，有別於以往用戶需租用300呎至400呎
的單位，現在用戶可以工作枱作為租用
單位，租用一張工作枱一個月只需3,000
元，較同區租用該類共同工作空間的一
個月5,000元便宜，大約是市價六折。亦
有助用戶與其他設計師交流，產生協同
效應。
於元創方租用已1年的設計師楊卓勳，

與拍檔張雅婷合作創立品牌Obellery，主
打手飾。楊卓勳表示，香港較少集中的
創意平台，幸好有元創方作創意地標，
吸引更多人了解他們的作品。他認為，
在多個新設施中，可作專業攝影的工作
坊最有幫助，有助他們為手飾拍攝宣傳
照片。

■有份創立品牌Obellery的張雅婷展示自己所製
作的手飾。 林嘉敏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