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青年發展與向上

流動備受社會關注，新論

壇和新青年論壇分析政府

統計處的數據後，於昨日

發佈最新一期香港各世代

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研

究發現，近代年輕人的初

入職及25歲至29歲薪金

和增幅均有顯著改善，亦

反映出勞動力市場暢旺

下，令大學學歷勞工受

惠。但研究同時指出，高

技能勞工職位的增長追不

上大學學歷勞工的增長，

學歷與職位錯配的問題持

續惡化。新論壇指出，近

世代增薪幅度遠遠追不上

樓價上升幅度，欲透過置

業來改善生活質素，非一

般大學學歷勞工的承擔範

圍之內。

「高學低技」勞工人數新高
20年間3萬變17萬 學歷職位錯配持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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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中護送受困香港同胞安全回家
中國駐韓國大使館領事部 佟海平

外 交 公 署 領 保 專 欄

2017年6月6日，這天是韓國法定假日，中
國駐韓大使館也照例不對外辦公。上午10時
許，使館領保值班電話突然響起，來電方是
韓國首爾鐘路警察署。通過電話詢問簡單了
解情況後，領保組李領事、證件組張領事等
幾名工作人員立即趕往使館領事部，接待了
鐘路警察署一行人以及他們帶來的一名香港
居民袁女士。據辦案警察稱，發現袁女士
時，她正躺在首爾東大門歷史文化公園的草
地上，又哭又笑，情緒十分不穩定，由於她
自稱是中國香港居民，便將她帶到使館尋求
幫助。

領事們將袁女士安頓下後，隨即與香港特

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同事取得了聯繫。經多次
向袁女士本人及入境處同事詢問確認，才得
知事情的來龍去脈。原來，袁女士是來韓國
旅遊的，本是件高高興興的事情，卻不巧遺
失了所帶證件及錢物，也無法描述酒店的具
體位置。更不幸的是她尚未婚嫁，父母已
故，舉目無親，在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的
異國他鄉深感孤獨無助。

了解這一情況後，領事們立即行動，在入
境處同事的全力配合下迅速為袁女士辦理了
回港證件；緊急與航空公司聯繫，為袁女士
預定了當晚的返港機票。考慮到袁女士的精
神狀態不太穩定，李領事和張領事決定親自
驅車將她送到近百公里外的仁川國際機場。
天公不作美，前往機場的途中驟降大雨，氣
溫急劇下降。看着衣着單薄的袁女士，張領

事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外套脫下披在了她身
上。路上一直沉默的袁女士此時也很受感
動，連連向張領事道謝。

趕到機場後，兩位領事跑前跑後幫着袁女
士辦好了手續。在離登機還有一個多小時
時，袁女士突然開始不斷用腳踢踹機場大廳
的座椅，並拒絕接受安檢，情緒極其不穩。
兩位領事不斷安撫她、疏導她，極力穩定她
的情緒，並向韓航空公司作出解釋，最後徵
得航空公司同意，允許袁女士正常登機。在
一切準備就緒後，距離飛機起飛僅剩半小
時。為避免意外再次發生，兩位領事又委託
航空公司工作人員將袁女士護送至登機口，
直到她順利登機。

袁女士的航班起飛後，大使館領事部再次
聯繫了香港入境處，請他們做好對接；香港

入境處同事表示已在機場做好安排。北京時
間晚10時30分許，飛機平穩降落在香港國際
機場。在各方通力配合下，袁女士終於平安
回港，回到自己的家。

像這樣看似不尋常的案例，對中國駐韓國
大使館來說卻並不鮮見。近兩年來，中國駐
韓使館為來韓香港居民提供領事保護與協助
共450餘起，在中國駐外使領館中位居前
列。其中，處理死亡類5起，傷病類31起，
涉嫌刑事犯罪類33起，丟失證件財物類380
餘起。特別是處理的5起類似香港居民來韓
後精神狀況異常案例，均協助當事人平安返
港。

中國駐韓國大使館始終踐行「以人為
本，外交為民」的理念，以保護好在韓中
國公民合法權益為宗旨。同胞利益大於

天，同胞走到哪裡，我們的領保工作就要
跟隨到哪裡，我們要為大家撐起一把越來
越牢固的保護傘、安全傘，為出行在外的
中國公民保駕護航。

■韓國首爾是港人的熱門旅遊勝地。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人力資源顧問機構ECA In-
ternational昨日發表最新的「生
活費用研究」結果指出，香港已
成外派僱員生活費用最高亞洲城
市的第二位，僅次於土庫曼斯坦
首都阿什哈巴德，並在全球城市
中排行第六。ECA研究所包括
的14個中國內地城市，今年全
部仍位於全球50大之內，當中
以上海最高，並於全球排行第十
四。
ECA 每年均作兩次主要調

查，以協助企業計算生活費用津
貼，從而使員工派駐海外時的消
費力得到保障。調查針對全球超
過450個地點，比較外派僱員普
遍會購買的一籃子同類消費品及
服務。最新調查顯示，香港的排
名由去年的全球第九升至今年第
六位，更於亞洲排第二。

強港幣肇因 排名超星滬
ECA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指

出，近年本港在生活費用排行
榜的名次持續上升，加上港元
於2018年的走勢繼續強勁，推
動本港排名從去年的第九位上
升到今年的第六位，超越了貨
幣走勢較弱的東京和奧斯陸等
城市。香港的區內競爭對手新
加坡於去年曾短暫跌出全球外

派僱員生活費用最高城市頭20名，今年
卻重登20大以內並排第十八位。
關禮廉說：「新加坡元今年升勢強勁，

提高了旅客和海外員工的生活費用。該國
一向被視為外派員工生活費用較高的城
市，目前這個情況亦將會持續。話雖如
此，當地的生活費用仍然低於其他擁有大
量外派員工人口的主要亞洲城市，例如香
港、上海和東京。」

大連成都等列全球50內
內地方面，關禮廉指大連、成都及南京

等發展中的內地城市，與北京和上海一樣
穩佔全球頭50位以內，未來該些城市很
可能會繼續成為外派僱員生活費用高昂的
城市。台北是台灣生活費用最高的城市，
在ECA排行榜內佔第三十一位，澳門則
排第二十五位。
ECA的研究發現，亞洲中部國家土庫
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是全球外派員工
生活費用最高的城市。當地經濟危機日益
嚴峻，因此阿什哈巴德在榜內的位置由
2017年的第一百四十六位飇升至今年的
榜首。
關禮廉說：「黑市匯率暴跌和外匯短

缺，令土庫曼斯坦的通脹水平居高不下，
導致過去12個月以來物價大幅上漲。貨
物短缺加上強勢貨幣政策，意味着派駐阿
什哈巴德的海外僱員要付出比平常更高的
價錢來購買日用品和服務。」

世代劃分

第一代 55歲至59歲

第二代 50歲至54歲

第三代 45歲至49歲

第四代 40歲至44歲

第五代 35歲至39歲

第六代 30歲至34歲

第七代 25歲至29歲

第八代 20歲至24歲

是次研究將1987年至2017年的大學畢業生
以每 5年一個世代作比較，收入是以

2015年為基準年按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調整。
研究發現，年輕世代擁有大學學歷比例再創
高峰，其中第七代於25歲至29歲時，已有
53.5%擁有大學學歷，比起第六代的45.4%進
一步增加了8.1個百分點。

高技職位追不上畢業生增幅
研究亦發現，香港高技術職位勞工數量由
1987年的24.7萬人增至2017年的144.1萬人，
佔整體技術職位勞工比例亦由9.8%大幅升至
45.5%。同期間，持有大學學歷的勞工數量由
13.1萬人增至107.8萬人，雖然高技能勞工職
位數目仍比大學學歷勞工多，但高技能勞工的
增長於1987年至1997年有顯著增長後慢慢回
落，大學學歷勞工增長則相反，於近20年的增
速加快，反映職位增長追不上大學學歷勞工的

增長。
數據同時發現，從事低技能職位的大學學
歷勞工進一步上升，由1997年的30,400人增
至2017年的17.7萬人；同期間從事低技能職
位的大學學歷勞工比例亦由8.4%升至16.4%
新高，反映學歷和職位錯配的問題持續惡
化。

新論壇促制策增創業就業
新論壇指出，高技術職位增長落後於大學學

歷勞工增長的情況屬持續的趨勢，特區政府必
須在經濟政策上有所突破，增加香港的經濟發
展引擎，為青年人提供不同的創業和優質就業
機會，讓他們能一展所長，才能扭轉職位錯配
的問題。
研究比較第二代至第八代於20歲至24歲時

的收入（可理解為初入職收入），當中以第三
代和第四代最高，可達1.5萬元，最低是第七

代，只有13,100元；第八代初入職收入有顯著
回升，達14,395元。
綜合而言，各世代的收入增長幅度於上世紀

80年代至90年代初處於高位 ，其後估計由於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所帶來的經濟蕭條以致增
速下降，之後再慢慢好轉。
新論壇指出，其實第一、二代大學學歷勞工

在職業生涯初期的收入亦不算高，但他們於上
世紀90年代經濟繁榮期間的收入上升速度非常
快，導致能在30歲至34歲及35歲至39歲時擁
有非常高的收入（相對於其他世代同年齡
時），職業生涯更踏入高峰。
新論壇指另一影響不同世代收入和向上流動

的關鍵原因，是不同世代的置業能力。在之前
的研究發現，近世代的增薪幅度遠遠追不上樓
價上升的幅度，如果將樓價指數計算在內，收
入增長被樓價侵蝕，透過置業來改善生活質
素，非一般大學學歷勞工的承擔範圍之內。

社協倡政府壓童貧率至個位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社協昨日

組織貧窮家庭、兒童及邊緣社群代表會
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反映他們
的各項訴求。社協批評本港貧窮人口見
新高、扶貧政策未到位，並指本港經濟
增長強勁，貧窮人口卻見近9年新高；基
層市民生活未見顯著改善，非綜援在職
家庭人口更多達60.6萬人，人數及貧窮
率均有所上升，加上租金、食物、教
育、水電等費用節節上升，通脹嚴重，
政府扶貧政策進展緩慢，趕不上社會需
要步伐。
社協指出，政府原估算2017年約有15

萬個非綜援在職貧窮住戶符合申請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資格，但實際不足兩成
（26,200戶、佔17.0%）家庭申請，扶貧
成效不彰，當中以從事基層工種的低收

入勞工及長者情況尤其嚴峻。
此外，近23萬兒童活在貧窮線下，貧
窮兒童人口及兒童貧窮率均見上升。相
關調查發現，九成貧窮人口陷於匱乏，
政府並未正視貧窮戶的需要，以致弱勢
家庭節衣縮食，貧童不得溫飽，更要蝸
居籠屋板房劏房，捱貴租及惡劣環境。
與此同時，近年露宿者人口不斷上
升，再露宿情況有惡化跡象，然而，當
局對露宿者的服務支援極為不足，更欠
缺露宿者友善政策。
社協表示，扶貧委員會公佈貧窮報
告，指出去年本港貧窮人口多達137.7萬
（政策介入前），貧窮率高達20.1%，貧
窮人口及貧窮率均見近9年新高；縱使政
策介入後，2017年貧窮人口仍超過100萬
人，貧窮率仍高達14.7%。

除整體貧窮狀況外，扶貧報告較讓公
眾關注的是2017年貧窮兒童人口及貧窮
率增加的現象。2017年貧窮兒童人口上
升至23.4萬人（政策介入前），政策介
入後為17.7萬人，貧窮兒童人口較前一
年增加5,000人。

冀本屆政府任內達標
社協建議，政府應訂出扶助貧窮兒
童的滅貧指標，訂立扶貧綱領及階段
性的扶貧時間表，以量度和檢視扶貧
成效。社協建議政府爭取在本屆政府
任期屆滿前，將兒童貧窮率降至少於
10%，即由 2017 年的 17.5%，下調至
2022年的10%或以下。
由於貧窮人口中包括各社群，例如失

業、在職貧窮人士、兒童及青少年、長
者，以至各個地區，扶委會應深入探討
各社群的困境及特別需要，從而有系統
及具針對性地因應不同貧窮人口組群，
制定和推行扶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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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據顯示，本港去年從事低技能職位的大學學歷勞工增至17.7萬人，反映學歷和職位錯配的問題持續惡化。 資料圖片

■社協組織貧窮家庭、兒童及邊緣社群會見羅致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