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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日前提出，由社企以成本價分租劏房予公屋輪候

人士。陳帆昨日表示，政府正與社福機構、物業持有人及發展商等商討合作，希望在今年內推出計劃，又

說「勿以善小而不為」，強調政府不是鼓勵「愈住愈細」，長遠仍要繼續覓地建屋，解決住屋問題。陳帆

又提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即將公佈，局方並無後備方案。

成本價租劏房 冀年內推出
陳帆強調非鼓勵愈住愈細 盼交社福機構安排入住

陳帆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社會對先
導計劃反應正面，他近日收到不少建

築師、工程師和社福界人士表示希望幫忙，
政府正與各機構、業主和發展商磋商，並與
發展局和勞工及福利局合作，希望最快在今
年內推出計劃。

或用強化玻璃代磚牆慳位
陳帆指出，由於未與有關機構達成協議，

暫時未能披露計劃詳情。他表示，先導計劃
下的劏房單位，必須符合屋宇條例、結構安
全和衛生，現時已經有專業人士向他提供不
同類型舊樓的劏房圖則。
他又提出，劏房單位可用強化玻璃取代磚

牆，增加單位的實用面積。
他續說，在先導計劃下，希望由社福機構

因應服務對象而安排居民入住，並有社工協
助有需要家庭融入社區，例如照料獨居長者
買餸和兒童上學。他期望租金是現時劏房租
金的一半，但認為入住時間不能太短，「如
果住兩三個月就要搬，搞到好似流浪漢咁，
對這些家庭無好處。」

長遠仍須覓地起樓解住屋
對於有意見質疑計劃「杯水車薪」，陳帆

形容「勿以善小而不為」，指計劃是推動
「社會運動」，政府希望牽頭感染社會人士
相助，共同紓緩有需要市民的居住情況。
他強調，政府並非鼓勵市民「愈住愈

細」，長遠仍要繼續覓地建屋解決住屋問
題。
陳帆補充，由於「劏房」一詞較負面，局

方正徵集合適名稱，又說之後會以「眾籌」
方式募集資金，爭取社會支持，但不會由政
府發動。對於是否重推租金管制，陳帆指外
國經驗發現推出租金管制，會減少市場租盤
供應，令基層人士更難租到住處，政府必須
通盤考慮，包括租管帶來的負面效果。

高鐵「一地兩檢」仍在草擬
對於有報道指政府與內地就高鐵「一地兩

檢」安排達成共識，陳帆表示，兩地仍在草
擬協議，暫未能透露執行細節，希望可盡快
落實，但強調會恪守「一國兩制」、高度自
治及香港基本法的原則，以港人福祉、便民
利民為依歸。他對現時的方案有信心，又指
局方並無後備方案。
陳帆指出，由於高鐵是跨境設施，「一地

兩檢」方案需要雙方同意，內地實施的大陸
法與香港的普通法不同，雙方在詮釋上需要
時間商討。
他又說，「一地兩檢」問題可能影響巿民

對特區政府的看法，但認為「瑕不掩瑜」，
希望社會以持平態度評價政府的作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香港樓價
及租金屢創新高，基層人士百上加斤。有團
體推出「甦屋計劃」，聯絡愛心業主，將單
位重新設計，以低於市值或與綜援金相若的
租金水平（約1,800元），租予更生人士，
讓他們有安居之所，易於融入社會，減輕重
犯機會。曾到內地居住及在港租住環境惡劣
劏房的甦屋租戶權叔說：「現在這裡（甦
屋）才是人住的地方。」
香港善導會昨日舉行「甦屋計劃」開幕禮

及開放日，慶祝首間甦屋入伙。善導會與熱
心業主合作，透過捐贈者的支持等，為單位
裝修，再租予有住屋困難的更生人士。租約
由業主與租客簽署，租住期一年，有需要人
士可獲續期。

8人共用廚廁 碌架床兩入口
首間甦屋位於油麻地，已移居外地的業主

之前聯絡善導會提供空置單位，並承擔裝修
費用。單位實用面積逾400呎，內有4張碌
架床，於本月初啟用，租予8名男性更生人
士，其中4人已遷入，他們需共用廚房及兩
個洗手間。單位由義務建築師負責設計，考
慮住客的私隱，上下格床的出入口設於不同
方位，每人配備一張獨立書桌及衣櫃。
現年66歲的更生人士權叔，因走私香煙

及出售侵權產品，曾五度入獄。他數月前出
獄後，曾在深水埗租住床位，月租2,100
元，逾10人擠在一個兩房一廳的單位內，
「有時閒雜人等太多，我受不了，寧願到樓
下（南昌街）坐！」權叔患有糖尿病，失業
多年，需靠借貸度日，一度因租金過高而遷
回內地居住，卻因此導致在港日數不符規
定，無法申領綜援，現時由社工協助輪候公
屋單位，希望在甦屋過渡。

社工跟進就業戒毒助重生
善導會總幹事吳宏增表示，機構擔任中介

角色，推薦合資格的租客給業主，更會派社
工定期跟進租客情況，包括提供就業及戒毒
服務等，協助他們渡過困境。他續說，第二
間甦屋位於新蒲崗，現正在裝修，預料9月
啟用，可為兩個單親家庭，即兩名女性更生
人士及其年幼子女提供住處；第三間甦屋亦
已在計劃中，惟仍欠缺約20萬元至30萬元
的裝修費。

甦屋助更生
減重犯機會

■甦屋各住客有獨立的書桌及衣櫃，擁有個
人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何玉瑩）自劍
橋護老院等多間社福機構傳出性騷擾案件
後，平機會於去年8月及11月舉辦反性騷擾
研討會並以機構為單位進行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只有一半社福機構有制定簡單的書面反
性騷擾政策，情況令人擔憂。
平機會於參與研討會的62間非政府機構

中，成功收回51份問卷，當中半數連基本
的書面反性騷擾政策也缺乏，逾30%受訪機
構「沒有為其員工提供加強性騷擾意識」的
相關培訓。
在已制定了反性騷擾政策聲明的受訪機構

中，只有20%已納入全部八項基本反性騷擾
政策的要素，顯示大部分機構在制定相關政
策時不全面。

投訴少或因缺乏認識
平機會政策、研究及培訓總監朱崇文昨日

表示，只有兩間機構在去年收到共4宗性
騷擾投訴，投訴數字偏低，惟相信社福界
人士受到性騷擾的情況可能遠較數字顯示
嚴重，受害人或因缺乏對性騷擾的認識，
或公司相關投訴機制缺乏透明度，故無法
作出投訴。
平機會建議非政府機構應加強對防止性騷

擾的培訓及宣傳，及在機構培養防止性騷擾
的朋輩文化。平機會並建議社署修訂「服務
質素標準及服務質素標準執行手冊」的指
引，清楚列明性騷擾亦是性侵犯的一種，提
高機構警覺，政府亦應考慮分配更多資源，
協助非政府機構制定更全面的防止性騷擾措
施。
社聯回應指出，是次參與調查的機構既然

出席研討會，顯示他們對性騷擾政策有一定
的關注度，故相信他們很快會制定指引。社
聯相信透過持續的訓練活動和研討會，機構
對性騷擾政策的認知必會提升，政策制定的
情況將有所改善。

書面反性騷擾政策
僅半數社福機構制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健文）為應對未
來機場三跑道系統落成及香港航空業急速
發展，香港機場管理局於去年成立的香港
國際航空學院，已於今年4月正式開課，
預計首年將有逾3,000名學員就讀。其中
一個適合今日放榜的文憑試考生報讀、將
提供「1+12」即1個月課堂加12個月實習
的證書課程，學員於實習期內每月可獲約
9,000元至1萬元市價薪酬。
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校長張李佳蕙昨日向
傳媒介紹學院發展時指出，現時在機場工
作僱員約7.3萬人，隨着三跑落成，於
2030年僱員將增加至12.3萬人。
她續說，航空及相關行業的蓬勃發展，
需吸納不少人才，因此學院將與本地及海
外教育機構、職業訓練學院及機管局業務
夥伴等合作，為有意投身航空業人士及航
空界專才，舉辦基礎入門及專業進修兩大
類課程。
張李佳蕙透露，由航空學院與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合辦、以中
學畢業生為主要對象的「機場服務及營運
證書課程」將於下月開課。

課程最大特點，是以「1+12」形式進
行，學員先參與1個月理論及實地學習課
程，之後會根據其意願等因素作配對，展
開為期12個月在職實習，學員可獲取初入
行人員的市價薪酬每月約9,000元至1萬
元。目前已有15間公司提供實習職位，涵
蓋地勤服務、飛機維修、航空貨運、機場
保安等工種。
她指，學員完成理論課後可獲HKU
Space頒發證書，相等於資歷架構第三級

資歷水平，之後可銜接高級文憑甚至學位
課程。完成一年工作實習後，可獲航空學
院頒發證書。她透露，課程費用為6,500
元，今年將提供80個學額，現已有約30
人報名，相信文憑試放榜後很快將額滿，
如反應熱烈，未來或會增加學額。
現年18歲的應屆文憑試考生張浚浩說，

年少時與家人到外地旅行乘搭飛機，已深
受此行業吸引，希望可加入成為空中服務
員或地勤。當他知道入讀課程後將可實習

並取得工作經驗，且獲家人支持，因此無
論放榜後成績如何，仍會報讀課程。
另外，為加強青少年對加入航空業的興

趣，航空學院今年共舉辦4班航空夏令
營，每班為期5日，亦吸引不少青少年參
加，其中3班已滿額。參加夏令營的17歲
的王凱嵐及16歲的齊楚澤均表示，自小對
航空業有興趣，發現原來夏令營所學到的
東西比他們預期更多。他們亦已立志希望
將來成為機師。

航空學院推證書課吸DSE生

羅致光將會勞資再商撤對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經過兩個月的川金
絲猴寶寶命名活動，海洋公園昨日正式宣佈首隻
在香港誕生的川金絲猴寶寶獲公眾命名為「樂
奇」。由6月23日至29日期間，公眾於海洋公園
facebook為川金絲猴寶寶名字進行投票，四個候
選名字為「樂奇」、「森森」、「洋洋」及「珍
寶」或「Jumbo」，當中「樂奇」獲得54%票數
當選。
「樂奇」代表樂天好奇，亦包含了寶寶的父
母—媽媽「樂樂」以及爸爸「其其」的名字。
「奇」與「其」字同音，而「奇」字所包含的意
思更能突顯寶寶好奇活潑的個性。護理員為寶寶
取英文名為「Lokie」，發音與中文名相近。
樂奇於2017年4月17日出生，為首隻在香港誕
生的川金絲猴，現時由母親樂樂餵哺。一如其
名，樂奇於過去兩個月越見好動活躍，好奇心旺
盛，亦比較調皮，並喜歡在樹叢及石頭間到處跳
躍攀爬，探索家園，亦會淘氣地作弄父母。川金
絲猴於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上被
列為瀕危物種，現時野外僅存約15,000隻。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浩
賢）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電動車普
及，包括提出豁免電動車輛繳付首
次登記稅及開設更多電動車公共充
電站，惟截至2016年，香港只有近
6,800輛非油電混合電動車。有市
民指電動車充電配套嚴重不足，常
要為充電設施煩惱。香港生產力促
進局與與電動車充電服務供應商
Smart Charge合作，推出新一代電
動車充電技術方案，如安裝天花式
充電器、小型薄身充電器及智能派
電的負載管理系統，解決電動車充
電難題。
半年前購入電動車的賴先生居於

荃灣千色匯，他指該屋苑因無電動
車充電設施，需常到附近有充電設
施的商場停車場「充電」，「初時
聽說電動車不用入油，既慳油費又
環保，結果原來充電好艱難。」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副總裁張梓昌

認為，有必要增設電動車
充電設施，以紓緩現有電
動車車主的充電需求，並
吸引電動車新買家。他
指，部分屋苑因基建限
制，電力未必足以應付充
電需求，故Smart Charge
的新方案會實施智能派
電，負載管理系統將根據
泊車順序分配充電量，其
公司亦會提供天花式充電
器及小型薄身充電器，協助鄰近沒
有牆身或空間不足的泊車位供電，
以提升充電效率。
Smart Charge產品開發及業務拓

展主管黃一川表示，興建充電配套
成本動輒數百萬元，其公司會主動
聯絡現有樓宇的業主立案法團與新
樓盤發展商，獲同意後會先在停車
場鋪設充電網絡，若有車主想啟用
泊車位的充電器，可向 Smart

Charge 付費申請，分別為每月
1,280元充電30小時及1,800元無上
限，但需最少簽約三年，當中已包
括意外保險費及季度維修費。
在Smart Charge成立前，鹿茵山
莊管理處已在停車場鋪設電動車充
電網絡，有需要使用設施的用戶需
一次性繳付約9,500元安裝費及按
金，其後每月付費，便可使用獨立
電動車充電服務。

天花式充電器方便電動車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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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現屆特區政府強調要與社會各界加
強溝通，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令施
政更暢順。勞工及福利局表示，該
局局長羅致光未來兩三星期將馬不
停蹄，拜訪各大工會及主要商會，
相信主要話題離不開取消強積金對
沖。有工會表示，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表明要再就上屆特區政府提出的
方案再作諮詢，工會希望能更深入
了解羅致光的想法。
羅致光將於未來兩三星期禮節性

拜訪各主要工會及商會，包括本周
五及下周一先後到訪工聯會與勞
聯，並會於下周約見勞顧會勞資雙

方委員飯局。

工聯：盼深入了解想法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新一屆特區政府
班子願意多與社會各界溝通是好
事，工聯會將把握周五的機會，屆
時主要負責人會向羅致光表達幾大
勞工議題的意見，首要當然是取消
對沖議題，「（特區）政府不太願
意聽工會意見，早前提出的方案也
不是很完善，林鄭月娥也說過要再
諮詢，我很想知道羅致光在這議題
上的想法，究竟要點做？」他續
說，如要硬推現行方案，勞資雙方

難以達成共識。
吳秋北並指出，政府就標準工時

問題研究多時，最終卻得出「合約
工時」的結論，「這根本不是標準
工時，是行不通的。」他續說，預
計屆時會向羅致光表達統一假期及
退休保障的意見。

勞聯：把握機會表意見
勞聯秘書長周小松指出，雖然羅

致光下周只是禮節性拜訪工會，見
面時間不會太長，但會把握機會，
向他表達意見。他續說，希望羅致
光能想出方法，在不損害工人利益
下解決取消對沖問題。

■陳帆提出以成本價分租劏房予公屋
輪候人士。圖為他日前探訪劏房戶。

資料圖片

■學員參加
航空學院夏
令營，了解
飛行模擬器
運作。
機管局供圖

■張李佳蕙
表示，會繼
續與其他學
院合作舉辦
課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馮健文 攝

■海洋公
園宣佈川
金絲猴寶
寶命名為
「樂奇」。

■黃一川及張梓昌介紹新研發的電動車充電
器。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林浩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