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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年齡：

30歲以下 （9.03%） 31至40歲 （31.18%）

41至50歲 （30.32%） 50歲以上 （29.47%）

和孩子一齊時做什麼：

看電視 （25.03%） 陪玩 （23.84%）

輔導功課 （21.06%） 談心事 （11.52%）

較少時間陪子女的原因：

工作太忙 （55.7%） 太多應酬 （9.53%）

想多點私人時間 （9.53%）

子女對爸爸的主要投訴：

太少時間陪玩（33.57%） 零用錢太少（9.03%）

家庭背景不夠好 （6.86%）

爸爸如何排解煩惱：

找朋友傾訴 （18.91%） 找太太傾訴（16.85%）

睡覺 （15.17%） 做運動 （14.79%）

打機 （13.67%）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心疼爸爸常加班
陳小朋友
(7歲)：我
以往都會
和爸爸吃
個飯和吃
蛋糕來慶
祝父親節。他的工作經常要
加班，我也很心疼爸爸，因
為他是一名技工，平時很忙
沒時間多陪我玩，但是我能
體諒他，而且他起碼會在星
期六或日抽一天來陪我，我
就已經很開心了。我希望每
當爸爸覺得有壓力或不開心
時，都可以和我聊天，讓我
去逗他開心。

理解賺錢養家難
林同學(13
歲)：我覺
得父親節
不需要送
太 大 的
禮，因為
心意比較重要。我小時候會
埋怨父親不陪我玩，為什麼
會忽略我，但當我長大後，
我能理解爸爸是為了賺錢養
家，心中也沒了不滿。我們
一家人經常一起去逛街，但
去主題樂園還是會和朋友
去，畢竟怕和爸爸有代溝。

抽時間多陪孩子
顏先生：
父親節一
般都是以
食餐飯為
主，有時
小朋友在
學校也會做些勞作來送給
我。我平時陪孩子的時間也
不多，一般都是在周末。我
很享受成為父親所承擔的責
任，只要平衡好生活與工
作，我會選擇放更多的心神
在親子時間內。

望侍產假多幾天
黃先生：
我孩子目
前差不多
3 歲 ， 妻
子也正在
懷 第 二
胎，我覺得為人父親壓力也
沒有想像中的大，最重要是
平衡生活與工作。政府雖然
多了兩日的侍產假，但我認
為一些大公司可以更人性化
一點，私下再加幾天就最好
不過。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實習記者 嚴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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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主要調查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今日父親
節，又是一眾為人子女盡孝的日子，不少孝
順仔女都會邀請父親大人出外用膳慶祝，又
或送贈實用禮物。有中式飲食業界人士表
示，今日中式酒樓訂位情況未算理想，因部
分市民或選擇規模較小或供應其他國家菜式
的食肆，加上受世界盃影響，估計營業額或
較去年少數個百分點。零售界議員亦指父親
節未必能帶動商品銷情，惟因近期旅客量增
加，預計零售額會比去年同期上升10%。

晚間開波 酒樓尾輪難滿座
本身經營酒樓的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

會會長胡珠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上
星期已有市民訂枱用膳慶祝父親節，今日的
訂位情況則未算理想，尚未訂滿，但相信加
上walk in （未有預約）的客人，頭輪仍會爆
滿，只是尾輪或只有60%上座率，整體營業
額或較去年父親節少幾個百分點。
胡珠解釋，由於近年愈來愈多市民在大時

節選擇規模較小、或供應其他國家菜式的食
肆嘗新，故中式酒樓的生意受到影響，加上
今年正值世界盃舉行，市民較晚時間會觀賞
足球節目，故尾輪或只有60%上座率。

零售續升 男士家電用品旺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父親節一向未及母親節受歡迎，
故未必能帶動商品銷情，惟較多男士使用的
家電及電子產品等銷路應會較佳。
邵家輝又指，由於近期本港經濟良好、股市樓

市暢旺，帶動本地消費，加上今年訪港旅客量持
續上升，預計零售額會比去年同期上升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工
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社委)昨日趁
父親節前夕到政府總部外請願，
並向政府代表遞信，要求政府盡
快增加男士侍產假，同時盡快落
實全薪產假及延長產假至14周，
以紓緩父母壓力，促進家庭和諧
及完善家庭友善政策。社委調查
顯示，許多「良心企業」自行延
長產假和侍產假，且發放全薪，
顯示本港法例已落後於本地勞動

市場，故政府不應原地踏步，應
盡快修訂有關條例。

多良心企業自行延長
工聯會社委以電話及網上向54

間本港的大型企業及機構作出查
詢，以了解這些企業在男士侍產假
和婦女產假方面的實施情況。結果
收到23間企業的回覆，發現大部
分企業已將侍產假及產假延長。
該23間企業員工人數共約20萬

人，分別有78%和52%的企業及
機構提供的侍產假及產假，比法定
的3日及10周為多，侍產假由3日
至6周(42日)不等，產假則由10周
至26周不等。調查亦顯示銀行業
的情況最理想，普遍都提供至少
14周全薪產假及5日侍產假。

看齊內地實行全薪產假
社委指出，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的調查報告，中國內地、印度、

印尼、韓國、巴基斯坦，新加坡
及越南等鄰近地區均實行全薪產
假，本地女性僱員的產假薪酬卻
只有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反映
香港的有關條例已十分落後，亦
剝削了女性僱員的權益。
社委認為政府亦有需要檢討並增

加男士侍產假。不少研究都顯示產
前或產後婦女都容易患上抑鬱症，
男士在側不單可協助照顧生活，亦
可以作為女士心靈上的依靠。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陳恒鑌，觀
塘區議員張培剛、張琪騰昨日出席記

者會。柯創盛表示，民建聯於今年6月4日
至6月11日進行問卷調查，包括130份網上
問卷和407份當面問卷。調查顯示為人父親
大都承受家庭支柱的沉重負擔，沒時間陪伴
家人。男士有壓力也欠缺求助途徑，大部分
選擇自己啞忍。

最多相處時間僅一同看電視
張培剛介紹，近五成(48.4%)男士每天陪

伴子女時間少於1小時，而與孩子一齊時做
最多的事也只是一齊看電視，欠缺互動和交
流，情況十分不理想。香港人工時長舉世聞
名，逾五成男士沒時間陪子女的原因是工作
太忙。他表示，改善勞工政策、增加父親陪
伴子女的時間已是勢在必行。
陳恒鑌說，要定立標準工時需勞資共

識，爭議頗大。現在最可行的，是政府盡快
全面推廣5天工作周，及推廣彈性上班時
間。目前本港大多數人仍是每周6天或5天
半工作，如果全面實施5天工作周，將大大
增加男士陪伴子女時間。
他續說，上下班高峰期全港交通擠迫，
打工仔們耗費大量時間在路上。推廣彈性上
班時間既能增加男士陪伴子女時間，亦有助
紓緩交通擠迫。
陳恒鑌強調，增進男士與家人的相互了
解很重要，能讓子女明白爸爸的辛苦，及沒
時間陪伴自己的原因。民建聯建議學校、社
區、政府均應增加男士親子活動。如學校多
舉辦爸爸工作體驗活動，社區和政府多舉辦

有男士參加的親子活動等。

男士啞忍壓力 少與太太溝通
調查顯示男士有壓力缺乏抒發途徑，因不願

家人擔心而甚少與太太溝通，寧願以睡覺、打
機等方式啞忍，在家時往往不說話及易發火，
影響家庭關係。建議政府設立男士支援專線，
由專業社工支援受情緒困擾男士。
受訪者之一、任職化妝品零售的鄧先生帶

同11歲兒子分享經歷。鄧先生表示自己名義
上是5天工作，每天工作八、九小時，但因
工作需要，經常需與客戶應酬，因此常常晚
上八、九點才能回家，周末也經常沒空陪伴
兒子。每天下班回來看下兒子功課兒子就要
睡了，實在沒什麼機會多陪兒子。遇到工作
壓力也通常不會和太太說，大都先找朋友幫
助，實在沒辦法了才會告訴太太。

疏遠家人主因工時長應酬多
鄧先生的兒子亦說，父親回家也就一齊
吃下飯，看下電視，很少相互談心事。自己
有啥心事也是和朋友說，不會和父母說。
他最開心的是周末父親有時間陪自己踩

單車和游泳。他對父親節的願望，就是父親
能陪自己游泳5小時。
準爸爸張琪騰表示，做社會服務工作，是很

難有時間陪伴家人，尤其周末假期，往往要組
織很多社區工作，陪家人的時間大為減少。
現在他最開心是政府宣佈將男士侍產假由3

天延長至5天，有更多時間照顧妻子生產，及
陪伴初生小寶寶。他對未來沒時間陪伴即將出
世的子女，感到壓力沉重。

調查：近半爸爸工作忙 每日陪孩不足一小時

子女最盼

今日是父親節今日是父親節，，民建聯近期特意民建聯近期特意

以問卷調查了以問卷調查了587587名已為人父者名已為人父者，，

結果發現結果發現，，近五成受訪者每天陪伴子女的時間少於一小時近五成受訪者每天陪伴子女的時間少於一小時，，而且為父者很少跟而且為父者很少跟

太太和子女談心事分享工作壓力太太和子女談心事分享工作壓力。。沒時間陪子女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太忙和太多沒時間陪子女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太忙和太多

應酬應酬。。子女對父親最主要的投訴是父親太少時間陪自己子女對父親最主要的投訴是父親太少時間陪自己。。民建聯認為香港男士民建聯認為香港男士

工時太長導致沒時間陪伴子女工時太長導致沒時間陪伴子女，，嚴重影響親子關係嚴重影響親子關係，，對兒童成長亦會產生負面對兒童成長亦會產生負面

影響影響，，呼籲推廣呼籲推廣55天工作周及彈性上班時間天工作周及彈性上班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殷翔

父父常常伴伴

工聯促政府延長產假侍產假

父親節撞世界盃 食肆訂枱遜去年

■■ 父親節適逢足球熱潮父親節適逢足球熱潮，，大埔一商大埔一商
場舉辦父子父女足球奪獎活動場舉辦父子父女足球奪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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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近日所作「親子調查」顯示，近半數
爸爸每日陪伴子女不足一小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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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強調結果民建聯強調結果 雲報紙 Android

早安香港

文匯報微信

文匯網

Apple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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