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婆婆幫手執盤 麥記員工「喪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本港24小時營業

的麥當勞內，不難發現「麥

難民」的蹤影，有人將「麥

難民」與「無殼蝸牛」畫上

等號。不過，有組織今年6

月展開全面的調查，發現超

過七成受訪者有居所，但因

在職貧窮、居住環境惡劣、

無法負擔冷氣費，甚至或家

庭因素而有家歸不得。組織

倡議政府應增加資源予福利

機構及服務團體，讓更多外

展社工協助「麥難民」。

太平山青年商會「守望者－香港快餐店
夜宿者調查研究」計劃在今年6月期

間，動員逾百名義工以小組方式，於全港
116間24小時麥當勞考察和訪問，昨日發表
調查報告。報告發現有334名「麥難民」，
並成功訪問當中53人。
報告指受訪「麥難民」平均年齡是53.4

歲，當中最年輕是19歲，最年長為79歲。

逾半有工做 有人避家人
調查發現，57%受訪麥當勞夜宿者表示自

己有全職、兼職或自僱工作，43%沒有就
業。
71.1%受訪的麥當勞夜宿者有其他居所，

包括公屋、私人租住單位或劏房等，並不是
無家者或露宿者，28.9%則表示麥當勞是其
唯一住所。
計劃顧問李浩然指，調查結果發現「麥

難民」夜宿麥當勞的原因可分為三個層
面，包括房屋問題、經濟問題及家庭關

係。房屋問題一向困擾本港，近兩成受訪
者因為租金高昂，劏房租金節節上升，被
迫搬到麥當勞居住，亦有受訪者正在輪候
公屋，只好在麥當勞「暫住」。
家庭方面，約一成受訪者表示與家人有

衝突或不合，下班後寧願到麥當勞消磨時
間。
經濟問題佔較多，調查發現逾兩成受訪

者雖然有居所，但無法負擔電費及冷氣
費，亦有受訪者因居住環境惡劣、節省上
班交通費及時間等種種因素，選擇到24小
時麥當勞過夜。

業主懶理漏水 中醫淪「難民」
調查訪問了一名夜宿麥當勞近一年的執

業中醫阿輝，他指租住的單位出現裂縫及
漏水的情況，惟業主不欲花錢維修，他亦
無法負擔同區相約大小的租金，只好在晚
上應診，以賺取更多金錢，應付租金。
他後來發現一來一回時間及金錢不划

算，把心一橫在麥當勞長期留宿，稍作休
息便直接上班。

黃銳華：政策忽略軟件支援
太平山青年商會會長黃銳華表示，是次

調查發現「麥難民」問題並非單一房屋議
題，或有可能因家庭問題所致，惟過往政
策只聚焦在硬件上，忽略了軟件支援。
他坦言，聆聽受訪者的遭遇及想法時，

希望自己是一名社工，因為社工的專業能
提供更適當的支援，並更有效地解決他們
的問題。
他建議政府推行更有「溫度」的政策，

包括增加資源及撥款予福利機構和前線的
服務團體，以進行更多外展工作，並定期
調查香港麥當勞夜宿者。
他又認為，商界、社福機構及市民亦可

肩負責任，例如積極推行「社區經濟發
展」、安排更多義工作定期的探訪多關心
身邊的人、提升鄰里之間聯繫等。

七成「麥難民」有家歸不得
最細僅19歲 成因眾多非只單一房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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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應檢討待客態度
就有婆婆收拾餐盤

被店員責罵，香港餐
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
和認為，從工業安全
角度來看，食客是不
宜替餐廳收拾餐盤及
處理廚餘，因涉及既
定工作程序，以及可

能要完成培訓才可進行；
若長者因此跌倒，會涉及
保險索償問題。不過他認

為，婆婆始終是餐廳顧客，員工不宜以過激語氣去
責罵對方，相關餐廳應就此檢討員工的待客態度。
事實上，最近本港快餐店掀起「自己收拾餐盤」

的風氣，若被發現沒有收拾餐盤隨時被網絡公審。
有網民亦就收拾餐盤問題發帖討論，反應熱烈。歐
美快餐店一向主張由食客自律收拾餐盤，店員很少
主動到桌上清潔。而不少港人外遊時都入鄉隨俗，
在用餐後自發把食物包裝紙等掉進垃圾桶，然後將
餐盤放回收集處。
不過，有網民指曾在本港快餐店收拾餐盤時被經

理喝止；另有網民批評此風氣，因食客不清楚如何
收拾，不應盲目跟從外國做法。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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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意義遠超
於一個住所。「守望
者」計劃的義工與一些

「麥難民」交談期間，發現有年輕人因與父
母關係惡劣，寧可到快餐店消遣；有婦女受
家暴問題所困擾，視快餐店為「避難所」；
也有年邁的婆婆老伴已去，盼在快餐店慰藉
獨自生活的空虛。
「守望者－香港快餐店夜宿者調查研究」

計劃籌委會主席洪倩茹昨日在記者會上憶
述，義工在新界區一間麥當勞發現60歲的何
婆婆坐在一角，她身上沒有「麥難民」的影
子，手上戴着一顆鑽石戒指。她向調查員坦
言，自己無兒無女，丈夫過身後剩下自己孤
苦伶仃，回家變得沒有意義，只能對着四面
牆及吃不完的餸菜，總是悶悶不樂。
洪倩茹指，麥當勞熱鬧的氛圍、激昂的音

樂及人來人往的客人，讓何婆婆找回存在
感，完成訪問後，何婆婆仍然依依不捨，問
調查員可否再多談一會兒，又問「我們什麼
時候可以再見？」她認為，何婆婆需要
「家」的感覺及他人的關懷。

另一名「麥難民」阿兒今年55歲，任職麥當勞的清
潔工，但放工後仍不願回家，不時以加班為藉口留在麥
當勞。洪倩茹指，了解過後得知阿兒的丈夫經常酗酒，
並在酒後對她施暴、拳打腳踢，故阿兒選擇在麥當勞過
夜，只會在梳洗時回家。
是次調查中最年輕的「麥難民」是僅得19歲的阿

龍，他在中學畢業後間中到地盤工作，下班後絕大多
數時間他都不會回家，而是到麥當勞用餐、玩手機遊
戲消遣。義工了解後得悉，阿龍與父母關係惡劣，是
他不想回家的主要原因。他認為，現時的收入已令他
「有能力」離開家人，解決生活基本需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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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夜宿麥當勞原因（部分）
原因 百分比

節省電費、冷氣費 22.08%

舒適度及安全感 22.08%

租金高 19.48%

與家人有衝突或不合 10.39%

社交聯誼 9.09%

居所環境差 7.79%

節省交通費 3.9%

節省交通時間 2.6%

資料來源：太平山青年商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驕陽似火，
不少長者都愛
流連快餐店歎

冷氣，惟本報接獲有大埔網民爆
料，指大埔有麥當勞女職員大罵幫
忙收拾其他食客餐盤的好心婆婆逾
10分鐘，從片段顯示，該名職員態
度欠佳，來回提醒婆婆多次不要收
拾其他食客的餐盤，更拋下一句：
「你一執盤，我就唔吃得飯啦，明
白未呀！」令婆婆十分難堪。記者
成功追訪該名婆婆，對方直言不想
白坐才幫手執盤，希望店方見諒。
香港麥當勞發言人表示，食客應將
托盤交予員工清理，才可確保衛生
水平。
本港約有110萬名長者，長者退

休後除了在商場及公園消磨時間
外，部分會將快餐店當作另一個
家。不過，一名大埔網民於上月某
日下午時分於安慈路的麥當勞用膳
時，就直擊一名不想白坐的好心婆
婆，因幫忙收拾其他食客的餐盤而
招來店員「溫馨提示」，感到很委
屈，當時場內更有其他長者看不過
眼說：「呢間餐廳員工都幾惡
喎！」

店員：你執盤我唔吃得飯
直擊事件的網民劉小姐（化名）

表示，當日大約下午兩時半，一名
女店員趨前訓示該名婆婆，由於聲
浪頗大，幾乎大半食客均聽見，當
時婆婆一聲不吭。原來該名婆婆因
不想白坐歎冷氣，每當見到有食客
用膳完畢即上前說：「你哋仲要唔
要？」獲得對方答允後，她才收拾
餐盤，將廚餘倒入垃圾桶內，並把
餐盤放在一旁，儼如店員般。
然而，該女店員見狀走向婆婆身

邊大聲說：「你整親我哋負責唔到
㗎，啲（餐）盤有員工會收，唔需
要你收。」婆婆無奈回應：「無嘢
做，幫吓手。」該店員聞言後情緒
更見高漲，直指因經理吩咐她看管
婆婆，故未能午膳，更質問婆婆
說：「你一執盤，我就唔吃得飯
啦，明白未呀！」

乖乖「齋坐」免再責罵
記者日前成功追訪這名好心婆

婆，年近80歲，不願透露姓名的她
表示，因退休多年，生活乏味，經
常與其他長者到該快餐店「打
躉」。她平日會與丈夫歎早茶，然
後自己到快餐店閒坐大半天。婆婆
承認，近月起不時幫忙收拾其他食
客的餐盤，雖然店方曾阻止，但她
不想白坐無貢獻，故仍會偶爾幫忙
收拾餐盤，盡一分力。
有關被店員大聲責罵，婆婆稱不

欲多談，以後會乖乖「齋坐」。

麥當勞：托盤應交員工清理
就長者執餐盤被店員責罵，香港
麥當勞發言人表示，公司沒有收過
相關記錄，並強調公司對食物處理
及餐廳清潔衛生要求嚴格，有既定
程序處理使用過的托盤，包括清理
托盤上的食物和使用毛巾清潔消
毒。發言人建議顧客將托盤交予員
工清理，確保衛生水平合乎標準。
惟記者在麥當勞快餐店的垃圾桶

外，卻見到貼上「感謝你協助收拾
托盤」的標語，令人疑惑餐廳是支
持還是不支持食客收拾餐盤。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長者保障少
窮弱缺照料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
省統計顯示，2017年
香港男女性平均壽命再
蟬聯全球第一，男性平
均壽命 81.7 歲，女性
則是87.66歲。隨人均
壽命增長，政府近年鼓
勵長者就業，社區中心

又舉辦長者義工活動，讓長
者老有所依，但仍有不少長
者退休生活苦悶，甚至受貧

窮問題所困。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指，本港全
民退休保障相比外國落後，除健康問題外，他們的
經濟狀況亦限制了其日常活動。
「很多老人家退休後都想郵輪旅行，或上唔同課

程，但他們又怕成為家庭負累，當中金錢是一大考
量。但政府面對長者問題，態度仍然過於隨意。」
吳指，自1999年起長者與家人同住無法領取綜
援，近年醫療津貼需逐次申領，生活津貼又只給予
75歲以上長者，可見政府對長者支援不足，即使
近年推出不同計劃，亦難改善基層長者的生活水
平。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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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場殺「櫈」老友快餐店「打躉」
炎炎夏日，在家歎冷氣確是樂事，惟

對於長者來說，他們不想負擔昂貴電費
開支，都會流連快餐店歎冷氣，有的為
了消暑更會到屋邨商場「打躉」。
不過，屋邨商場自被領展（前稱領

匯）接管後，減少了公眾休息座位，部
分長者要依着圍欄旁休息，其中黃大仙
中心南館（前稱黃大仙中心）、石蔭商

場及太和商場等，過去曾因減少公眾座位引
起爭議。

深水埗區議員陳國偉表示，其選區石硤尾
較多長者聚居，幸好在屋邨附近設有長者中
心，故此長者在夏天除了到公園涼亭乘涼
外，亦會到長者中心歎冷氣。他認為，除了
屋邨商場外，其他大型商場也少了公眾座
位，希望可作出改善。
大埔區區議員黃碧嬌亦承認區內長者愛流

連快餐店歎冷氣休息，而該區私營商場近年
減少公眾座位，她曾為此向相關公司查詢，
但未獲回覆。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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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和認為餐廳須注
重待客態度。

■吳衛東指當局對退
休長者的支援不足。

■不少長者於傍晚到公園消磨時間。

■店員（右）來回「溫馨提示」婆
婆（左）多次不要執餐盤，否則會
阻礙她用膳。 ■高溫似火，不少長者會到快餐店歎冷氣。

▲義工走遍全港116間麥當勞進行「守望者－香港快餐店夜宿者調查研究」。
組織提供

▶「守望者－香港快餐店夜宿者調查研究」昨日發佈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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