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日前宣佈延

長工作假期計劃的

簽證期限，由目前最長兩年延長至

三年，條件須參與農業工作最少半

年，解決當地農業人手不足問題。

近年本港新一代喜歡四處遊歷，本

報邀請了4名曾到澳洲、韓國及英

國參加工作假期計劃的青年，分享

其所見所聞，當中苦樂參半，有的

指可增廣見聞，結識不同國籍朋

友；有的卻因人生路不熟，在農場

當黑工被壓榨工資，甚至被入屋爆

竊，或無法取回租屋按金。

■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圖：受訪者提供

工作假期須知
申請年齡：
18歲至30歲

地點：
新西蘭、澳洲、愛爾蘭、德國、日本、
加拿大、韓國、法國、英國、奧地利、
瑞典、荷蘭、匈牙利

保險注意事項：
1.購買專為工作假期而設的保險，確保
保障金額及範圍是否足夠。

2.在外地遇上突發情況，應和保險公司
聯絡查詢賠償事宜。

3.在外地當黑工，不屬保險賠償範圍。

4.如參與高危活動應額外購買意外保
險。

資料來源：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

會長 羅少雄

港青工作假期 遇Oppa又遇賊
赴澳韓英三熱點 過來人：苦樂參半旅程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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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是工作假期熱點，吸引不少港人前
往，Jones是其中一分子。

「等錢使」被壓價 日日倒油吃力
Jones於 2016年在布里斯班及墨爾本工
作，藉此行體驗有別於香港的工作方式，而
農場工作是她的首選，「去咗一個農場工
作，摘茄子時薪大概有22蚊澳幣（約港幣
122元），剪檸檬就日薪大約1,000港元，我
哋要孭個布袋喺頸，同埋爬一條兩三米長嘅
梯做嘢，雖然好辛苦，但有滿足感。」
她指每日清晨約5時起床，在中午12時前
完成工作。而她亦曾到車厘子農場打工，時
薪為澳幣23元（約港幣128元）。
Jones提醒到當地打工，要小心無良黑工

僱主，她試過到一間台灣餐廳打工，對方窺
準她「等錢使」，壓榨工資，只給予她時薪
澳幣8元（約港幣44元），「呢個價喺澳洲
係唔能夠接受。」
而她在任職壽司店期間，每日要將8公斤
至10公斤油倒入炸油器皿內，對於女性來
說，可謂頗為吃力。

小偷兩度光顧 偷埋屋主架車
同樣選擇到澳洲的Katrina，在珀斯搵工
期間，遇上小偷入屋爆竊，「俾佢偷咗手
袋，好彩入面冇貴重物品，我工都唔搵，就
離開珀斯去悉尼。」
然而，搬到悉尼的Katrina驚魂未定，又
遇上小偷光顧，「今次冇咁好彩，佢偷晒
所有有用嘅嘢，偷埋屋主車匙，揸走架
車。」
Katrina坦言，這一趟工作假期，苦比樂
多。她曾到農場當黑工包裝桃子，時薪僅澳
幣12元（約港幣66元），「黑工人工低，
冇冷氣，得8分鐘時間沖涼。」
她稱，在租屋時亦遇上阻滯，「屋主會訓
話，唔准做乜做乜，唔可以有朋友嚟探我，
晚上六七點彈結他都唔可以。」

異地墜入愛河 開花未能結果
「工作假期令我韓文進步神速。」不諳韓
文的Vans，於2015年初到韓國工作假期1
年，到埗後差不多1個月獲聘泡菜學校接待
一職，當有香港、台灣、內地團到訪，她會

帶領團友參觀和銷售產品，「工作比較辛
苦，每周返6天工，每月有4天假期，但有
時未必放足，約港幣1萬蚊人工。」
其後，她到民宿打工做接待，月薪約
9,000港元，「試過拖一兩個星期出糧，用
自己積蓄交住租先。」
她指與朋友合租一個劏房，以每人每月計

算，住宿加水電煤費約兩千港元，交通及膳

食費約兩千港元，娛樂費則約4,000港元，
月薪可算所剩無幾。可幸的是，Vans在打
工期間遇上韓男Oppa墜入愛河，男方十分
照顧她，但性格頗大男人。回港後，這段異
地戀未能開花結果。

誤租拆家居所 終需報警求助
選擇到英國的Tammy，在這兩年間，令

她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可暢遊不同歐洲國家
外，更從工作中認識很多新朋友，學習從另
一個角度生活。
Tammy到埗後於牛津郡Bicester village
（比斯特）居住，其間在3間著名品牌店當
售貨員，扣除稅項，月薪由15,000港元至
22,000港元不等。
她的搵工過程相對順利，直接到店內交表

及由朋友介紹入行，「喺呢兩年好開心，去
咗好多地方旅行，歐洲國家去了三分之
一。」
然而，工作順利的她亦因人生路不熟，誤

租住一個毒品拆家的居所，除了曾被偷竊
外，更有人在單位內打架，令她要報警求
助。她在退租時亦未能取回按金，惟Tam-
my仍很滿意這兩年的難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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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巴
士在香港公共交通系統擔當重要角
色，若服務欠妥，定為市民帶來很
大不便。新社聯多名代表昨日就九
巴近期嚴重脫班、到站時間預報不
準確、車長編更不合理等情況，到
九巴請願，促其盡快作出改善。
新社聯總監、葵青區議員郭芙蓉、
北區區議員姚銘，以及葵青區區議員
盧婉婷，社區幹事梁崗銘、駱小鶯、
梅少峰、鍾健鋒等20多位社區人士，
昨日到九巴請願，批評九巴班次嚴重
脫班和延誤。
來自葵青、屯門、北區和大埔等
地區的請願代表指出，他們接到很
多當區市民投訴，也曾親自到九巴
車站點算，發現九巴班次經常出現
延誤，影響市民上班及上學，乘客

均怨聲載道。

App預報不準 曾呆等近句鐘
請願代表又指，九巴設立的巴士到

站時間預報手機應用程式，經常出現
預報巴士到站時間不準確情況，有時
程式更未能顯示訊息。有乘客投訴，
最嚴重時需候車逾50分鐘。
他們認為，造成九巴脫班的另一

些因素，還包括道路交通嚴重擠
塞，九巴編更不合理，導致車長疲
勞而影響巴士服務等。
請願代表向九巴代表遞交請願

信，促請九巴盡快加密班次，合理
改善車長的更數。代表也要求運輸
署密切監察和設法改善各區交通擠
塞問題，以及加強監察巴士運作情
況，提高懲罰機制。

新社聯促九巴加班次免脫班

■Tammy曾在英國3間國際知名品牌店舖
當售貨員。

■Katrina（右一）在澳洲曾遇上小偷入屋爆
竊。

■Vans抵達韓國後約1個月獲聘泡菜學校
接待一職。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工程調查委員會昨日繼續聆
訊，禮頓項目總監Anthony Zervaas 作供時表示，
禮頓在2017年兩次增加中科興業最終的工程費
用，合共增加660萬元，他否認「兩次加碼」是想
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收聲」。
禮頓項目總監Anthony Zervaas 昨日下午出庭作

供，他指，2017年初收過潘焯鴻的電郵，聲稱禮
頓地盤總監Khyle Rodgers明顯知道及指示剪鋼
筋，又提到有3萬支鋼筋頭被剪，他感覺不可思

議，但當時未有向Rodgers提及這封電郵。
Zervaas指有向上司報告，認為需要由禮頓工程部總
監Stephen Lumb負責調查，因此不想與人提及電郵以
免影響獨立調查。Zervaas續指，經內部調查後，發現
沒有這麼大規模，只有5支鋼筋有問題，但他沒告知潘
焯鴻，因為覺得他是藉不實指控獲取商業利益。
調查委員會大律師Ian Pennicott 提到，2016月12月
禮頓同意給中科興業2,800萬元；1個月後，當潘焯鴻投
訴後加到3,300萬；到2017年9月禮頓與中科興業簽保
密協議，再多給中科興業160萬，問兩次加碼是否想對
方「收聲」。
Zervaas 否認，指中科興業2017年1月初告知負責落

石屎的工人將罷工，但當時工程正進展至關鍵時刻，工
人罷工將影響禮頓與港鐵的合約，禮頓可能需要賠償，
因此雙方談判後將工程費由2,800萬元增至3,300萬元，
之後再加碼160萬元，並強調工程費加碼是基於應付工
程所需，並非要對方「封口」。Zervaas又解釋，是不
想潘焯鴻再作出不實指控，所以簽保密協議。

雜工：只在禮頓指示下剪鋼筋
另外，偉基工程地盤雜工羅志強及何曉冬昨晨出席聆

訊。羅志強在盤問下指，禮頓地盤監工陳智業曾經指示他
用切割機剪鋼筋，但只是剪垂直的鋼筋，是當鋼筋高過石
屎面層時剪走突出的部分，不會剪螺絲頭，強調只會在禮
頓指示下才剪鋼筋。
另一名偉基工程工人何曉冬指，一張相片中戴黃色帽正

在剪鋼筋的工人不是他，他承認上月曾致電另一名證人中
科興業助理管工畢浩彥，跟他說：「我都認不到（相片
中）自己，為何要說是我。」
中科興業大律師蘇信恩指，何曉冬致電畢浩彥是想說

服對方不要認出自己，何曉東否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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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抗菌
素耐藥性令治療和預防細菌感染的
可行方案愈趨減少，威脅全球人類
醫學、獸醫學和食品安全的可持續
發展。
衛生署聯同漁農自然護理署及食
物環境衛生署，昨日起一連兩日舉
辦「抗菌素耐藥性區域研討會」，
呼籲醫護人員和市民攜手協力，善
用抗生素以應對抗菌素耐藥性問
題。
研討會以「同心協力應對細菌耐
藥問題」為主題，匯集逾300位來自
公共衛生、人類醫學、獸醫學、農

業、食品、環境和藥劑業的專家和
合作夥伴，探討最新科學情況，了
解共同應對抗菌素耐藥性問題的良
策。
研討會亦為與會者提供交流專業

知識和經驗的平台，以提高西太平
洋地區社群對抗菌素耐藥性問題的
認知。
食衛局局長陳肇始昨日主持開幕

典禮時表示，「一體化健康」已被
視為抗菌素耐藥性防控策略的主要
元素。政府一直關注抗菌素耐藥性
日趨嚴重的問題，不同界別已推行
相應防控措施。

她指出，除已成立抗菌素耐藥性
高層督導委員會外，政府亦已推出
《香港抗菌素耐藥性策略及行動計
劃（2017-2022）》，臚列香港為應
對抗菌素耐藥性問題而採取的主要
策略、目標和行動。

研App推介用藥指引
為進一步改善本地處方抗生素的

習慣和教導病人正確使用抗生素，
陳肇始表示，去年推出「基層醫療
抗生素導向計劃」，家庭醫生反應
十分正面。
另外，衛生署及其合作夥伴研發

的醫院間跨專業抗生素用藥指引之
流動應用程式，今年亦在一個國際

性互動媒體獎項的醫護和教育範疇
中取得優異獎殊榮。
出席同一典禮的衛生署署長陳漢

儀強調，抗菌素耐藥性問題必須透
過全球緊密協作和跨界別的「一體
化健康」方法應對。研發新藥並非
應對抗菌素耐藥性問題的唯一方
法，而監測行動、致力改善在人類
和動物上應用抗生素的情況、感染
控制措施及提升大眾認知活動的效
用，亦不能忽視。
她補充說，香港一直致力加強監

測抗生素的使用，並密切留意醫護
和農業界的抗菌素耐藥性情況，以
作出針對性工作和推出有效措施對
付抗菌素耐藥性問題。

衛生署籲善用抗生素勿「養惡菌」

■Jones（右一）曾在布里斯班及墨爾本工
作，農場工作是其首選。

■英國是工
作假期計劃
熱點之一，
參加者可順
道遊覽各大
名勝。

資料圖片

■近年韓星
吸引不少港
女熱捧，韓
國更成為工
作假期的選
擇熱點。

■澳洲延長工作假期計劃的簽證期限，條件須參與農業工作最少半年。 資料圖片

■新社聯發起請願，批評九巴頻脫班，促改善巴士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