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樂居社屋資料
地點：西環長庚里

業主：市區重建局

單位數目：39個

單位面積：約79呎至357呎

每個單位適合居住人數：1人至5人

租約期：兩年

租金水平：綜援租戶的租金水平將按該單位使用人
數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最高租金津貼水平收取、
在職租戶的租金水平將按該住戶入息的25%收取

註：所有單位均設獨立浴室洗手間

資料來源：社區組織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友樂居入伙 與劏房「分手」
租客：生活大有改善 盼陳帆助約滿後仍能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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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馬洲位於香港元朗區東北面，鄰近深
圳河，1989年，落馬洲口岸建成通關，成
為香港與內地的公路通道之一。據傳，南
宋末年宋帝曾駐驊於此，行人路過必下馬
以示敬意，故名「落馬洲」。這片與祖國
內地緊緊相連的土地，曾在歷史的風雨中
漂泊經年，多年來成為了遊子和外國遊客
駐足遠望內地的旅遊景點。

1979年3月，余光中陪同「詩魔」洛夫來
到香港落馬洲邊界，在望遠鏡裡遙望內
地，洛夫寫下一首和《鄉愁》媲美的《邊
界望鄉》，在詩的末尾，詩人這樣寫到：
「故國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來的
仍是一掌冷霧。」很多年前讀到這首詩，
還不能理解我的這位同鄉詩人字裡行間的
難言之隱，與余光中並稱為詩壇雙星的洛

夫，第一次領略到了咫尺天涯的落寞和無
奈，落馬洲畔，來自故土的風吹散詩人的
長髮，在望向故鄉的望遠鏡裡，一座座遠
山迎面飛來，把他撞成內傷，鄉愁如此濃
烈，像一杯老酒，醉得詩人雙目盡赤，血
脈賁張。

1997年6月30日，我在家鄉的電視機裡
看到駐港部隊的先頭部隊經落馬洲抵港，
準備翌日凌晨接收英軍軍營。軍車冒雨魚
貫而入，車上的解放軍戰士面色剛毅，身
形挺拔，像一株株雨中的木棉，裹挾着故
土的風呼嘯而來，彼時坐在電視機前年近
弱冠的我，心裡面哢的一聲，彷彿什麼被
開啟了。第二年即應徵入伍，來到解放軍
南粵某部，這是駐港部隊的前身部隊，我
的班長大付就是當年從落馬洲開進部隊的
一員，第二年因訓練受傷調回老部隊，他
退伍的前夜，我倆坐在連隊的露台，談起
當年從落馬洲進港的點滴往事，那些雨中

歡送和歡迎的深港兩地群眾，他說和所有
的戰友一樣，那是他們淋過最幸福的雨，
吹過最溫暖的風。這個經過九八抗洪生死
考驗的漢子在那樣的長夜裡娓娓道來，卻
不時轉過頭悄悄抹去眼角的熱淚。「此道
簡且安，古來家國同」，我是多麼理解，
那些屬於他的為國出征，為國守疆的日
子，這是每一位軍人的最大榮光。

軍旅十八年之後，我轉業到中聯辦廣東
聯絡部工作。同年6月被派駐香港，第一次
乘廣九直通車經深圳達紅磡站，到站後，
我看到地鐵裡紅磡到落馬洲的線路圖，關
於落馬洲的記憶一下子鮮活起來。在港的
日子裡，我行過很多山，看過許多海，也
和一些多年未見的戰友相聚。有一次我經
過駐港部隊中環大樓，隨手拍了張照片發
給我退伍多年的大付班長，他隨即回信：
二十年了，幫我看看營區的木棉開了沒？
我告訴他，木棉開得像火一樣，就像你當

年的青春一樣美好。
洛夫在寫完《邊界望鄉》後的幾十年間

多次回到祖國的土地，寫下了130行的《湖
南大雪》，終於一解鄉愁。詩人寫到：你
我在此雪夜相聚，天涯千里驟然縮成促膝
的一寸。而當我真正走在香港的土地上，
和我的同事們一道見證着香港的繁榮穩
定，感受着香港街頭巷尾的親切溫暖，我
才知道當年落馬洲的風是我平凡生活裡心
生的隱隱風雷，在每一個維港之晨，它穿
山越海而來，在歲月寂靜處嗡嗡作響。20
年回歸紀念日那天，心中未免汪洋恣肆，
情溢於筆端，寫下這首《破陣子·香港回歸
二十載》：

昨夜秋風入夢，胸懷壯闊情同。

憶往昔崢嶸歲月，二十載無渝始終。

香江號角濃。

紫荊花開奮進，「一國兩制」篤從。

最是回歸馳念日，同慶昌榮思鄧公。

此情堪與中！

歲月如梭，香港這本「一國兩制」的
大書，已經書寫了 21 年，國之泱泱，其
氣湯湯，東方之珠，已經走在新時代行
穩致遠的大路上，而無論走多遠，吾輩
都當勿忘初心，這初心，既是來路，也
是歸途。

落馬洲的風
辦公廳 寧鋒

■落馬洲遠眺。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培養內地與
港澳地區青少年學生對STEAM學科知識與技能
綜合運用能力，嶺南大學與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
共同主辦「內地與港澳青少年STEAM創客挑戰
賽」，頒獎禮前日（28日）在嶺大陳德泰大會堂
舉行，同日並為嶺大與中國教科院共同成立「內
地─香港STEM教育研究中心」的啟動儀式，全
方位推動有關發展。
典禮主禮嘉賓包括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

魯、中國教科院黨委書記殷長春、香港教育
局副局長蔡若蓮、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
強、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部長劉建豐、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兼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洪為
民、中國教科院STEM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

素、香港STEM教育聯盟主席張澤松、香港教
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錦良等。

「智能錢箱」獲小學組一等獎
競賽組委會主席、嶺大社會科學院院長魏向東

表示，比賽得到中國教科院及內地多個城市的教
育部門積極支持，選拔了內地與港澳共75間學
校、共104支中小學生隊伍來港參加決賽，進入
決賽的人數超過540人。
本屆比賽香港學生代表表現出色，來自香港優

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學生隊伍，以作品
「智能錢箱」獲小學組一等獎；香港迦密唐賓南
紀念中學學生隊伍，以「智能嬰兒車」獲初中組
一等獎。

嶺大STEAM教研中心揭牌
嶺大為加強支援STEAM教育，特地成立「嶺

南大學STEAM教育及研究中心」，於頒獎禮當
日舉行揭牌儀式。嶺大並跟中國教科院共同成立
「內地─香港STEM教育研究中心」，由殷長
春及王素將銘牌授予嶺大。
嶺大STEAM教育及研究中心總監周文港表
示，中心致力製作教材及教育政策研究，亦會從
事教師培訓、支援中小學教育等活動，發揮大學
知識轉移功能。至於「內地─香港STEM教育
研究中心」則是向本地、內地及境外包括學者、
專業界別、商界、教育當局、教育團體開放的平
台，目標促進STEM教育的深入交流和合作。

初中生製智嬰車 STEAM賽奪獎
■■主禮嘉賓與各參賽隊主禮嘉賓與各參賽隊
伍大合照伍大合照。。 主辦方供圖主辦方供圖

有已輪候公屋長達9年的住戶向
出席慶祝會的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陳帆表示，希望對方在慶祝之餘
亦能想方設法，讓租戶於兩年租約
期滿後仍能安居樂業。
市建局早前撥出西環長庚里順成大
廈的39個單位，用作友樂居社會房屋
計劃之用，接受1人至5人家庭申請。
自3月下旬接受申請以來，共接獲
逾180份合資格申請，當中以1人家
庭最多，佔 45%，至今已全數出
租，其中36戶已於今年4月至7月入
伙。
39個單位當中，包括20個一人單
位、14個二人單位及5個家庭單位，
面積約79呎至357呎，單位由市建
局以特惠租金提供，所有單位均設
獨立浴室洗手間。
社協指出，入住住戶平均輪候公屋

達4年或以上，輪候逾5年者亦佔
22.2%，最長個案達9年。住戶主要
從事清潔、地盤、飲食及運輸等行
業，1人家庭平均月入為8,000元，2
人至5人住戶的平均月入為1.4萬元。
租金方面，綜援租戶將按該單位
使用人數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最
高租金津貼水平收取、在職租戶的
租金水平將按該住戶入息的25%收
取。

社協主任：質疑者可來看看
社協聯同社聯昨日於「友樂居」
舉行入伙慶祝會，邀請陳帆、市建
局行政總監韋志成及一眾提供協助
的機構與住戶一同分享喜悅。
社協主任何喜華指出，社會上許
多人質疑共享住屋計劃的成效，更
有人認為是機構與政府合作「做場
戲」，「我希望那些人打開心靈及
眼睛來這裡感受一下，問一問街坊

遷入前後的生活對比。」
何喜華表示，現已入伙的 36戶

中，半數過往居於劏房、25%居於床
位及板間房，更有些居於天台屋、
工廈、地舖劏房等違法建築物；他
們入住前後的平均人均居住面積由
50平方呎增至75平方呎，租金佔入
息的平均比例則由40%降至20%。

水電費不會被濫收
他續說，住戶現時不用再因為居
於品流複雜的環境而受其他人騷
擾；不用因居於工廈天台而面對可
能出現火災或遭屋宇署清拆而擔驚
受怕；小孩子也有了玩耍的空間，
「他們於入住期內亦毋須擔心單位
存在安全隱患及需自資維修結構問
題，水電煤電器費亦不會被濫收，
充分展現了社會房屋的精神。」
他促請政府於住屋需求問題上加

大力度，令更多家庭能居於舒適的
環境並過正常人的生活。

社聯冀3年內供500伙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指出，「社

會房屋共享計劃」至今已接獲合共
455個單位，當中已完成初步勘察的
有353個，可使用的合適單位有235
個，營運團體已提供152個可住單
位，113戶已入住。
他表示，計劃的目標是於3年內提

供500個單位，社聯會繼續為基層盡
力搜羅合適單位。
慶祝會完結後，陳帆隨即家訪住

戶，了解他們的居住環境及生活所
面對的問題。
據指市建局將於今年12月把順成

大廈其餘8個單位交予社聯作「社會
房屋共享計劃」，料社協續成營運
機構，以方便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住屋問題一直困擾港人，現

時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已增至5.1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去年

底推行「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為苦候公屋、現正居於不適切

住房者提供過渡性住房與支援服務。共享計劃下，由香港社區

組織協會營運的西環友樂居項目合共提供39個單位讓申請者

租住兩年，當中36戶已入伙，社聯與社協昨日舉行入伙慶祝

會，一眾住戶均指現時生活大有改善，鄰里之間亦守望相助，

生活融洽。

■嘉賓與住戶一同慶祝入伙。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友樂居社會房屋計
劃令數十個家庭暫時
有個安樂之居，令包
括楊小姐一家三口在
內的家庭有如「浴火
重生」。楊小姐表
示，從前以月租4,000元租住青衣一間丁屋內一個
約80呎的劏房單位，4個家庭合共11人共用廚
廁，生活環境極為惡劣，如今僅每月多付300元租
金便能入住一個比從前大3倍的單位，之前常因劏
房通風不足而經常生病的12歲兒子，如今健康改
善不少，也免卻共用廁所的尷尬。
楊小姐一家三口靠從事地盤散工、月入約兩萬元

的丈夫維生，他們於3個月前獲計劃分配一房一廳
獨立廚廁的320呎單位。她表示，過去4年與另外
3個家庭共同租住青衣一間丁屋，需與其他人共用
廚廁，「有時大朋友正在洗澡，小朋友便急也要暫
停洗澡讓他們先去廁所。」
她續說，舊居附近食肆林立，不時有曱甴入屋；
亦因為單位破舊，試過洗澡時浴室天花有白灰掉下
來，最大問題是兒子因患有鼻敏感，由於舊居環境
惡劣令他更容易生病，常要看醫生「有時一個月也
要睇兩次，入住這裡只是3個月，他生病及睇醫生
次數明顯減少。」楊小姐並指，從前住處由於空間
有限，她本人也有抑鬱之感，如今更有空間讓她可
佈置家居，「開心好多」，兒子也可到大廈的公共
空間樓層與其他小孩玩耍，人開朗了不少。
她表示，申請公屋至今4年仍未獲編配，希望能

於友樂居兩年租約期內獲分配公屋作長遠居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住戶周先生已輪候
公屋長達9年，他指在
現行公屋計分制下，

他這些一人單身住戶「相信要等多20
年」，表明對兩年租約期內能成功入住公
屋「打定輸數」。不過，他亦指出，過去
10年居於環境惡劣、幾近毫無鄰里關係
的劏房單位，如今於友樂居短短日子已感
受到鄰里情。
現年31歲的周先生從事文員工作，他

指十多年前與家人發生衝突，18歲已遷
離家中，與家人少有聯絡。
他表示，已輪候公屋長達9年，過去10

年一直居於不同劏房單位，之前是一個約
65呎的深水埗劏房單位，環境惡劣，
「上落樓梯都滿地針筒」，單位同時出現
石屎剝落、滲水、冷氣機無法運作等問
題，且幾近毫無鄰里關係，「出門口時有
喊『早晨』囉。」
經社工介紹下，周先生申請「友樂

居」計劃，並於今年5月搬入一個面積達
94平方呎的單位，與另一名租客共用廚
房。他表示，現時房間有足夠的窗戶，確

保空氣流通，與左鄰
右里的關係十分融
洽，「我們之間有一
個WhatsApp群組，大
家會分享附近的生活
資訊，落街買嘢時又
會問其他人有無嘢需
要幫手買。」

贈花生啤酒 一齊「食得開心」
入伙慶祝會上，他向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陳帆送上花生及無酒精啤酒，希望政府
與計劃受惠者都能「食得開心」，但希望
兩年租約期滿後有許多租戶已成功輪候到
公屋，「希望陳帆到時記得兩年前送過的
這包花生。」
周先生表明，對兩年後能成功「上

樓」打定輸數。被問及是否已有心理準備
屆時需重返劏房生活時，他笑言：「我打
開這隻窗跳下去（周先生現居於 24
樓）！」不論他是否說笑，已能反映正常
的居住環境只是不少基層市民一個卑微的
願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貴
300
蚊
屋
大
3
倍

母
喜
見
兒
「
病
少
咗
」

�&

■楊小姐終可佈置家居。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若重返劏房 租客笑言「跳樓」
�&

■周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住戶有空間煮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廁所乾淨整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臥室空間足夠，可放置不少物
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