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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記為「家」「難民」兩年升4倍
全港逾1600露宿者增14% 學者：租貴迫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首富李
嘉誠擔任主席的長江實業地產有限公司，
近日在多個求職網站刊登招聘廣告，開價
百萬年薪招聘「中文主任」，負責撰寫管
理層之日常信函、演辭及文書工作。求職
者需有20年或以上中文文書工作經驗、精
通中國語文（包括古文）歷史及文化，並
需要「具創意及優秀的書寫技巧」。
本報記者瀏覽多個求職網頁，該則「中

文主任」招聘廣告自本月2日刊登，標明
「年薪逾港幣一百萬元」，需要全職工
作，但沒有列出學歷要求。對比另一間公
司同樣招聘「中文主任」，但月薪僅8,262
元至9,140元。不過，超級「筍工」主要工
作負責撰寫管理層之日常信函、演辭及文
書工作，即李嘉誠的演辭都有可能出自其
手筆，怪不得要求甚高。

前「文膽」楊興安文學博士
李嘉誠對「中文主任」要求之高，從他

的前中文秘書楊興安可略知一二。楊興安
是辛亥革命烈士楊衢雲的堂姪，本身是文
學博士，本為編劇、作家及老師，他曾在
訪問中透露上世紀90年代初為李嘉誠工作6
年來的點滴。不論公司年報、樓書，甚至
樓盤命名都是他工作範圍內，李嘉誠要求
「快而準」。身為李嘉誠「文膽」，日常
要早上6時半上班，將有關長實的報道撮
要，9時半前交到老闆面前，周日休息都不
敢鬆懈，也繼續工作，以免堆積至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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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電動方程式大
獎賽（Formula E）將於今年10月8日及9日，於中
環維港海濱區上演。香港汽車會會長余錦基昨日表
示，目前籌備工作大致順利，但票價仍未落實，估
計屆時半數以上的門票以成本價發售，料不會有收
益。他又預計，兩天合共約一萬人入場觀賽，當中
20%至30%為旅客。
余錦基表示，今年電動方程式大獎賽開支逾一億

元，大部分票以成本價出售，相信票價收益與賽事
支出，一定不成比例。他指出，賽場有助吸引遊客
來港觀賽，預計20%至30%觀賽者為遊客。他又
說，是次比賽會另設輔助賽事，在同類賽事中較少
有。
余錦基強調，兩日賽事適逢假日，相信對市民沒

有太大影響，早前亦曾進行交通評估，中環附近有
不少替代道路，現時正進行道路擴闊工程，料比賽
前一個月會開始架設賽道防撞欄及設置維修站及看
台等。他坦言，改建工程並不容易，但相信賽道能
如期準備好。

余錦基：擬聘500多名工作人員
余錦基估計賽事需要500名至600名工作人員，有

興趣人士可向汽車會報名。汽車會又計劃下月就賽
事舉辦賽道命名比賽，冠亞季可獲贈賽事門票。他
又指出，電動車對香港是新的商機，香港可發展電
動車軟件、電池、設計等業務，不似傳統車受貴
租、高人工限制。

Formula E過半門票料賣成本價

無家者數目不跌反升的其中
一個原因是廉價住所環境惡
劣，如蝨患問題嚴重。有無家
者表示，曾租用床位一晚有二

三十隻蝨，「寧願瞓街，起碼唔會被咬
醒。」有社工更指，有個案睡覺時要把耳塞
着，防止蝨跳進耳孔，「試到怕」而寧願露
宿，希望公眾諒解無家者。

「街友」強哥約兩年前曾以月租1,100元租
住位於深水埗北河街的一個床位，但該處蝨患
問題嚴重，在床上一晚會有20隻至30隻蝨，
只能入睡約兩小時，「起身打完之後又有第二
批」，令他情緒暴躁，影響日常工作的精神。

他表示，蝨患問題不限於個別床位，曾向
業主反映但不獲理會；他又曾聽取朋友意
見，將臭丸打碎後鋪在床上，希望可杜絕蝨
患，但治標不治本，用效只得約一星期，最
後只租用該處床位約一個月。

現職清潔工、日薪300元的強哥指木蝨除
了咬手腳外，更會咬鼻及口，「寧願瞓街，
起碼得蚊，唔會被咬醒。」他表示，在公園
反而能睡約4小時，但康文署職員每天早上
約7時便會拍醒街友，有人員更會以傘敲打
鐵欄，態度惡劣，而強哥曾在公園被盜去數
百元及電話，令他現時睡覺時要將財物放在
纏身的腰包。

社工：有得住冇人想露宿
有份參與統計的聖雅各福群會社工楊雅真

表示，有個案所住的板間房床板曾發現有逾
百隻木蝨，睡覺時要把耳塞着，防止蝨跳進
耳孔，更因頸部有被蝨咬的痕跡而被僱主拒
絕聘用。她指低廉住戶居住環境惡劣，有個
案直言「試到怕」而寧願露宿，楊雅真希望
公眾諒解無家者，「有得住冇人想露宿。」

■記者莊禮傑

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聯同4間大學及4間社福機構，於去年
10月29日晚上統計本港無家者人口。逾300名義工學生走遍全

港240個地點，包括120間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進行統計，結果發
現共有1,614名無家者，較2013年首次統計時的1,414人增加了
14%。調查又成功訪問及分析當中372人的問卷，發現他們露宿時間
平均為5.1年，亦較2013年的3.9年長；49.9%受訪者的露宿原因及
52.4%受訪者未能脫離露宿生活的原因，均與租金高昂有關。

黃洪：露宿短期化趨長期化
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形容無家者數字多得「驚人」，指
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本港露宿者的特點由2000年的短期化趨向長
期化，加上香港現時並無租金管制，令業主「唔憂租」，租金的上
升速度比加薪幅度高，令低收入人士要以約一半收入租住床位或板
間房，且由於該些住戶環境惡劣，如蝨患問題嚴重，令人覺得「唔
值租」而寧願露宿。
調查指1,614名無家者中有256人是「麥難民」，數字比2013年的

57人大幅增加逾4倍。黃洪表示，餐廳較光猛，令人感覺安全，而
且在室內可避開路人目光，令「麥難民」選擇在該處暫宿。他強調
「麥難民」只是無家者的其中一個選擇，是整個露宿者社群的一分
子。

黃伯：坐「釣魚」躺下遭勸阻
65歲的黃伯伯約4個月前因為失業，不能負擔約2,300元的板間房
租金而成為「麥難民」。他表示，每晚約12時就會到24小時營業的
麥當勞休息，約早上6時便會離開，因不想阻礙餐廳做生意及別人用
餐。他指留宿期間只可以坐着「釣魚」，因為躺下會被職員勸阻，
加上受餐廳播放的音樂及燈光影響，令睡眠質素惡劣，他希望能早
日找到工作，脫離「麥難民」行列。

社福機構倡增中長期宿位
參與統計的社福機構建議政府加強對無家者支援，如增加為期約3
年的中期宿位，令使用的市民有足夠時間儲錢。機構又指，可考慮
將露宿5年以上納入社署體恤安置計劃的條件，向長期露宿者提供房
屋援助；同時建議增強廉價住所供應，如改建部分廢置校舍。
上月中，旺角便發生一宗露宿者猝死街頭事件，一名59歲死者倒
斃於旺角花園街與水渠道之間的行人路上，他身上有被褥包裹。有
在附近擺賣的花園街排檔檔主表示認識死者，指他曾經住附近的老
人院，但有人寧願露宿街頭，也不願在院舍居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5間大學及4間社福機

構早前合作統計本港無家者人口，發現2015年全港共

有逾1,600名無家者，較2013年增加了14%。調查亦發

現，無家者當中逾250人為「麥難民」，即在24小時營

業的麥當勞借宿，數字比2013年大幅增加逾4倍。有學

者認為租金持續高企，加上低廉住所環境惡劣如蝨患問

題嚴重，令更多人被迫成為無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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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租床位蝨患難頂「街友」瞓街無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施虹羽）香港城市
大學昨日公佈去年第四季的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
數，內地、香港及澳門均錄得按季上升，其中香港由
去年第三季的81.7分升至83分（最高200分），回
復至接近2015年初水平；但台灣則按季微跌0.2分。
香港消費者信心指數涵蓋的六大範疇中，生活狀況信
心指數錄得最高的 106 分，但較上一季度下跌
2.5%，調查機構指反映市民的信心僅屬中性。緊隨
其後的為就業狀況信心指數（99.7分），按季升
3%。

買屋指數升20.5% 投資股票跌1.8%
六大範疇中，香港以購買房屋的單項指數最低，

僅得58.2分，但已較上一季度大幅上升20.5%。調
查亦發現，物價狀況信心指數錄得73.2分，較上一
季度下跌1.5%，在各單項指數居於第二低；投資股
票方面的指數為76.8分，較上一季稍為下跌1.8%，
該項絕對數值顯示港人對投資股票的信心不足。經
濟發展方面的指數為 84.4 分，較上一季度微升
0.5%。
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數於2009年第一季首次公

佈，此後每季度公佈一次，以便市場人士和專家分
析、比較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四地消費者的意
見。
調查由位於四地的5所大學聯合進行，香港城市
大學負責研究香港地區的消費者信心。香港地區
2015年第四季的消費者信心調查從去年12月19日
至今年1月2日進行，共1,001名年滿18歲且常住本
地的香港居民受訪。
將兩岸四地的2015年第四季度消費者信心指數由
高至低排列，分別是內地（101.6分）、台灣（83.8
分）、香港（83分）及澳門（82.6分）。內地、香
港及澳門分別按季上升4.4分、1.3分及1分；台灣
則跌0.2分。

澳門消費者悲觀情緒緩解
澳門方面，消費者對本地經濟、就業狀況、生活

水準和購買住宅的信心上升，而對物價水平和投資
股票的信心有所下降。
負責調查的澳門科學大學副教授劉成昆表示，

「本地經濟」分指數結束了前期連續四季下跌的趨
勢，表明消費者對整體經濟的悲觀情緒有所緩解；
而「就業狀況」亦終止了連續三季下滑的趨勢，表
明消費者對就業的擔憂略有緩和。
但他指出，世界經濟依然處於國際金融危機之後

的深度調整期，從政策層面上應調整經濟機構，加
強促進產業多元化，深化區域合作、減低外來經濟
不確定因素的影響。

去年第四季消費者信心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
府正就退休保障進行公眾諮詢，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特別會議時重申，諮詢中的「不論貧
富」方案的財政開支，是「有經濟需
要」方案的10倍，政府要加稅維持並非
「靠嚇」。會議上有反對派議員批評林
鄭月娥在退保問題上霸道及挑撥長者與
年輕人對立，要求她道歉。林鄭月娥回
應說，她習慣了人身攻擊，現已百毒不
侵，拒絕道歉。
林鄭月娥昨日在會議上指出，近日有
不少團體指諮詢文件就「不論貧富」方
案的財政評估，會以加稅或開徵新稅種
的方式融資是「靠嚇」，她強調政府完
全沒有此意圖，指文件內數據之目的，
是協助社會客觀、理性地討論此極為重
要議題，有很好的教育作用。
但她直指，「不論貧富」方案的財政

開支是「有經濟需要」方案的10倍，如

果不加稅，包括坊間所指的「三方供
款」，其中兩方的僱主、僱員負擔的薪
俸老年稅或者不徵收新稅種，根本無辦
法可以實行任何「不論貧富」的方案。
她指出，如果政府只是所有事情，數字
上有多少人贊成，幾多人反對就推行，
可能並不符合最大的公眾利益。

「百毒不侵」駁反對派攻擊
不過，工黨主席李卓人稱林鄭月娥

「態度霸道」，認為其態度是：「民意
如何說也不關我事，我也不會聽。我就
是公眾利益，唯我獨尊，我林鄭月娥、
特區政府就是公眾利益。」他又質疑林
鄭月娥在此事上是挑撥長者與年輕人對
立，要求她道歉。不過林鄭月娥一口回
絕，她反駁說︰「自從政改一役後，我
已習慣了這些人身攻擊，所以我現在百
毒不侵，我不會為所講的說話道歉。」
商界議員廖長江則質疑政府在處理強

積金對沖問題時，並沒有考慮對商界的
影響，因為一旦改動對沖機制，有32萬
間中小企的承受能力將受影響。

多方面研強積金對沖機會
林鄭月娥回應指出，政府會兼顧對僱

主及僱員的影響，亦要考慮一些特別紓
緩中小企的措施，所以今次是一個好機
會，從多方面研究及討論強積金對沖的
議題。她又重申，當年強積金立法時，
官員已表明，長遠會檢討強積金與遣散
費和長期服務金的關係。

8萬資產上限只是參考
此外，林鄭月娥重申，諮詢文件中

「有經濟需要」方案建議的8萬元資產
上限，只是參考，如認為要提高資產上
限，讓更多長者受惠，她歡迎大家提出
意見，當局可即時再計數。她又提出可
如何幫助有若干資產的長者，認為一些

扣除自住物業後擁有百萬至數百萬元資
產的長者，是否仍需要現金援助，是值
得商榷。她呼籲大家細讀諮詢文件中有
關「公共年金」的建議。
她解釋，只有100萬元儲蓄，是否可

有金融產品讓長者換取每個月3,000元
至4,000元收入，這已相當於3,000多元
養老金。而政府在這方面可以有角色，
因現時市場相關產品年期最多10年，當
局願意探討是否可設更長年期，令長者
的資產有回報。

退保「兩方案」差10倍 林鄭：加稅非「靠嚇」

■■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
別會議討論退保別會議討論退保。。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社工的工作，如把
陽光帶進被社會忽略的角落，讓弱勢社群得到溫暖。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昨日公佈「第二十五屆優秀社
工選舉」結果，由4名社工分別奪得「優秀社工」及
「新秀社工」。其中奪得「優秀社工」的梁梓敦任職
社工逾8年，為近700個有需要家庭提供臨終關懷及
哀傷輔導，過去一年更將生死教育在社會推廣，讓大
家能「從死看生」。社協會長郁德芬表示，選舉旨在
表揚默默耕耘的社會工作者，並鼓勵新晉社工繼續薪
火相傳。另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晚上出席了選舉
頒獎禮。
梁梓敦大學畢業後便加入聖公會聖匠堂安寧服務部
任職社工，提供臨終關懷及哀傷輔導，日常工作場所
總是圍繞殮房、臨終病房及殯儀館。他坦言，見盡生
離死別，感慨人在死亡面前，是否可以準備得更加
好。他於2013年起與獨立記者陳曉蕾合作出書講
「死」，並到不同機構主講逾150場生死教育講座及
工作坊，希望向大眾推廣「及早預備死亡，積極活好
當下」的訊息。
梁梓敦說，很多人以為中國老一輩的人忌諱談論身
後事，但事實上「反而是中年人不願提及」。他指，
很多人以為其工作性質「好灰」，其實往往看到別人
如何跨過悲傷，令自己較易釋懷母親的離世。他期望
生死教育有朝一日可以納入正規課程，讓香港人更能
「從死看生」。

陳頌皓助少族 傳譯出色受「借重」
奪得「優秀社工」的陳頌皓，任職社工逾
20年，自2004年起專職少數族裔工作，多年
以來不間斷地向政府爭取資源，構思支援幼
兒學、青少年生涯規劃、傳譯及翻譯服務
等。由於傳譯及翻譯服務出色，連政府亦需
要向其「借人用」。
她表示，一般港人以為少數族裔「比較特
別」，但彼此的差別只在於膚色與文化，希
望長遠消除社會大眾去少數族裔的標籤，政
府則應將幫助少數族裔的服務常規化。

許曼瑩「曾輟學」得人幫識幫人
「新秀社工」得主許曼瑩早於中二已經輟
學，曾夜夜流連娛樂場所，但得到很多有心
社工循循善誘，決定重拾書本，23歲由毅
進課程讀起，之後再修讀其他課程，終在
2013年完成社工課程。專責青少年濫藥的
許曼瑩表示，自己也曾迷失過，明白很多吸
毒青年的內心需要，希望盡自己能力關心每一個吸
毒青年，讓他們離開毒品，找到人生的新路向。

「新秀」吳堃廉 棄教鞭為房發聲
另一名「新秀社工」得主吳堃廉於科技大學修讀

機械工程系，期間因為參加校內爭取改善大學宿位
不足問題，啟迪他對「住屋」的民生議題，即使畢
業後擔任中學物理科教師，亦一邊進修社工兼讀課
程，最後毅然轉行擔任社工，鼓勵大眾為房屋問題
發聲。

梁梓敦「從死看生」膺「優秀社工」

■社協昨日公佈「第二十五屆優秀社工選舉」結果，由左依次
為得獎者陳頌皓、梁梓敦、吳堃廉及許曼瑩。 翁麗娜攝

■■強哥。
莊禮傑攝

■■床單蝨跡，蝨咬痕
跡。 主辦單位供圖

■■黃伯。
莊禮傑攝

■■借宿麥當勞快餐店的無家者急升借宿麥當勞快餐店的無家者急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