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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行多

項支援青年就業與創業的措施，

但由青協青年研究中心成立的

「青年創研庫」昨日發表的「為

香港年輕人才流失作準備」研究

報告卻發現，僅得23.9%和16%

受訪港青認為香港的就業和創業

環境理想。研究並顯示，24.2%

受訪者打算於未來5年到香港以

外地方就業；當中從事四大支柱

或五大具潛力產業受訪者打算外

闖 的 比 例 更 高 （29.5% ） 。

83.9%受訪者預期香港未來5年

會出現人才流失問題，當中

60.6%更擔心會影響經濟發展。

青年創研庫建議特區政府加強與

離港年輕人才保持聯繫，並選定

人才短缺的行業，為在職的二線

人才提供兼讀銜接學士學位課程

的資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費小燁

24%青年未來5年擬離港就業
「四柱」五潛力產業重災 逾八成人料港現人才流失問題

「青年創研庫」於今年1月16日至2月
2 日期間，透過互聯網訪問了

1,135名34歲或以下具學士學位或以上程
度的青年，當中從事四大支柱或五大具潛
力產業的受訪者佔45.9%。結果發現，
24.2%受訪者打算未來5年到香港以外地方
就業，主要原因是希望工作與生活能取得
平衡，但亦有不少人是基於社會及政治穩
定作考量，甚至計劃移民。
調查發現，只有43.9%受訪者認為他從

事的行業在香港的發展前景理想；而認為
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前景和創業環境理想者
分別僅得21.8%及16%，受訪者亦普遍不
認同年輕人才在香港有理想的事業發展前
景、就業機會及職場發揮空間。

會否回港就業 人工成關鍵
不過，調查指在打算到外地就業的受訪者

中，只有15.8%明確表示「往後一直都在外
地就業」；逾半受訪者認為如香港有更佳事

業發展機會或社會與政治較穩定後等因素，
會考慮回港就業，「薪酬吸引」（41.6%）
成為他們選擇回港的最主要因素。
研究並訪問多名專家以及20名34歲或以

下曾經、現正或有意前往外地就業的年輕人
才。有受訪的訊息系統審計師認為，金融科
技在美國的發展前景理想，加上晉升機會按
表現而非年資，促使她在美國就業。有資訊
科技高級經理則表示，英國的企業給予員工
較大自由度和彈性，且工時短有利自我增

值。青年創研庫認為，這反映事業發展機會
欠理想和企業管理文化傳統，是促使他們選
擇留在外地就業的原因之一。

倡政府與離港青年加強聯繫
青年創研庫認為，香港可吸引人才回流

與流轉，以及善用散居世界各地人才的方
式，紓緩人才流失帶來的影響。青年創研
庫建議特區政府透過經濟貿易辦事處加強
與離港年輕人才保持聯繫，讓商界可透過

該平台招攬所需人才，聯繫他們回港或以
遠程方式就業；並應同時推出「海外畢業
生企業實習計劃」，鼓勵大學畢業生回港
開展事業。
青年創研庫亦建議本地企業應積極利用

科技改善工作流程的管理，令更多工種可
遙距運作，讓各行各業靈活善用人力資
源；以及改善現有管理文化，增加僱員在
工作安排上的自主和靈活度，提升創意發
揮的空間以助挽留年輕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特區政府早前
成立租務管制研究小組，有團體的調查發現近
20%受訪者在疫情之下仍被加租，進一步加重負
擔，認為因市場上有足夠的租客，業主沒有減租
動力。
明愛荃灣社區中心基層住屋權益工作團隊成員
曾冠榮認為，政府成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小組是
一個起步，建議租務管制範圍應包括所有出租單
位，並可透過制定標準租約等，防止業主濫收水
電費等，為租戶提供保障。
荃灣舊區租客行動成員余女士一家四口居於一個
120呎的劏房，最初月租5,700元，其後被加至
6,200元，連同水電費每月開支近8,000元。另外，
她租住了逾6年，卻只得一份首兩年「一生一死」
的租約，其餘租期均沒有租約，有隨時被加租之
虞，業主只着她放心，「不用租約，不會亂加
租。」惟受到疫情的影響，她現時沒有收入，僅以
積蓄來繳交租金，更坦言「哪有可能不加租？」

近九成指租金水平不合理
明愛荃灣社區中心和荃灣舊區租客行動於去年
9月至今年2月間進行荃灣租客對租務管制的意
見調查。明愛荃灣社區中心基層住屋權益工作團
隊成員黃家俊昨日指出，調查共收到209份有效
問卷，逾55%受訪者指租金佔收入約 30%至
40%。調查發現，疫情期間竟多達約18%受訪者

被加租，當中近90%受訪者均認為現時的租金水
平不合理，逾60%受訪者認為租務管制範圍應包
括所有出租單位。
明愛荃灣社區中心基層住屋權益工作團隊成員

陳偉雄建議，租務管制應包括管制起始租金，由
政府釐定劏房市值租金指數，租戶應繳付不多於
家庭總入息的25%為基準，餘額由政府補貼；租
金調整應按通脹或通縮設可加可減機制，並以上

限5%封頂，每兩年調整一次。同時，租務管制
範圍應涵蓋所有出租住宅單位，以及恢復2004
年優先續租權的概念或採取「2+2+2」模式，即
首年死約，其餘為生約，租約年期6年約為獲配
公屋的時間。
團隊建議政府立法制定標準租約並嚴格執行釐

印規定、安裝獨立水電錶和防止水電費被濫收，
以及設立獨立部門以處理租務糾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隨着香港人口老齡化，
居家安老更形重要，升級居家安老設施將成為社福機構
其中一個重點服務。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之前獲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撥款1.6億元推行「賽馬會『a家』樂齡科技
教育及租賃服務」計劃，為長者提供包括評估、安裝及
定期探訪在內的一站式器材租用服務，並於去年9月以
沙田區作首個試點正式運營，至今已為約60名區內長
者提供服務。社聯表示，租金收費一般介乎每月150元
至250元的長者可負擔範圍（綜援受助人可獲資助及豁
免按金），當中以特別功能輪椅及醫療床為較受歡迎的
產品；更指如持續獲得資助，不排除相關服務將進軍大
灣區。

樂齡租賃研進軍灣區
「賽馬會『a家』樂齡科技教育及租賃服務」計劃為
期4年半，由2019年11月開始籌劃，去年9月正式運
營，並以沙田區為首個試點。該項目在小瀝源愉翠商場
設有服務中心，主要提供產品展示及客戶諮詢服務；火
炭協興工業中心的服務中心則主要用作為器材進行清潔
及維修保養。
社聯項目總監李錦雄日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基於疫情關係，項目進展較預期緩慢，如今已逐漸上軌
道，目前倉存有逾300件樂齡科技器材供租賃之用，未
來計劃增至2,500件以滿足更多長者需求。他說，雖然
目前只有沙田一個試點，如反應良好，會擴展至其他
區；如持續獲得資助，更不排除進軍大灣區。

20%受助人可申豁免按金
他表示，計劃設計之初已考慮到長者的經濟能力，
故會按照客戶的家庭收入釐定不同付款級別，但上限不
算太高，一般每件器材每月租金介乎150元至250元；
在目前60名服務使用者中，約20%為綜援受助人，他
們可申請資助及豁免按金。
客源方面，社聯業務總監陳文宜指大部分是經醫院

及非牟利組織轉介的出院病人和長期有護理需要的長
者，「病人離院至回家需要一個適應過程，他們身體經
歷病痛，原本的家居設施可能不再適用，故最好於出院
前在家中安裝好有關器材。」服務使用者會獲專人到戶
做評估、安裝及指導，亦會定期家訪及跟進，免去貿然
購買不適合器材的煩惱。

現年83歲、與女兒同住的楊婆婆，不久前才完成髖關節置換
手術，出院後需要輪椅代步，出入企缸亦要人幫手。女兒早前曾
購買一張淋浴椅，但因不能摺疊，搬出搬入很不方便，後經「a
家」團隊評估後，楊婆婆獲建議租用一張步行車和輪椅兩用的特
別功能輪椅，及一張摺疊式淋浴椅，兩個器材合計月租僅327
元。楊婆婆表示，如今女兒照顧她的任務減輕不少，「不用這麼
辛苦照顧我。」

兩成劏房戶疫境遭加租百上加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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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荃灣社區中心基層住屋權益工作團隊和荃灣舊區租客行動建議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小組要管制租
金和制定標準租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楊婆婆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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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源）
港鳥區今年2月至
3月連續發生9宗
涉及食肆、遊戲機
舖及髮型屋等的爆
竊案，合共損失約
10萬元。警方調
查後確信由同一爆
竊集團所為，遂成
立聯合調查組、翻
查大量閉路電視蒐
證，終鎖定該集團
多名骨幹成員，並
於前日（13 日）
凌晨約1時，分在
香港仔及屯門合共拘捕4人，並在他
們家中搜獲犯案時所穿衣服和鞋子等
證物。警方指盜竊屬嚴重罪行，最高
可判處14年監禁。
被捕的4名疑犯，3男1女，年齡介

乎20歲至27歲，分別報稱無業及物流
公司員工，分為集團主腦及骨幹，其
中一對男女更為情侶關係，4人現涉
「爆竊」及「企圖爆竊」罪被扣留作
進一步調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西區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
冼國明警司昨向傳媒表示，該集團成員
分工嚴密且有組織性，包括會喬裝成客
人「踩線」、「睇水」和專人負責撬門
搜掠，盜去財物包括現金、手袋、手提
電話等，作案後迅速搭乘的士逃離。他
提醒店舖東主和市民，切勿將大量貴重
財物存放於店舖或家中，同時應加強門
閘的防盜裝置並啟動保安系統，以免不
法之徒有機可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西貢東龍洲昨日發生潛水失
蹤溺斃事故。一名59歲男子昨與友人下潛途中，疑突然呼吸
困難拚命掙扎，一度扯脫同伴的潛水鏡，及至友人戴回潛水鏡
後，發現事主已失去蹤影，懷疑被急流捲走，慌忙上岸報警求
助。水警、消防及政府飛行服務隊一架直升機加入搜救，約1
個半小時後終在附近水底尋回事主，惜已陷於昏迷，急送醫院
搶救無效證實不治。這是3天內發生的第二宗潛溺斃意外。
潛水溺斃男子姓李，據悉已退休，領有潛水牌，落水時有足

夠裝備。警方經初步調查，認為無可疑，列作在香港水域搜救
及送院時死亡意外跟進，由於事主出事前曾激烈掙扎，稍後將
剖屍檢驗以確定死因。
上周五（12日）一名60歲姓嚴女子，偕友人在將軍澳龍蝦
灣對開約100米海面浮潛期間亦告遇溺，昏迷急送將軍澳醫院
搶救，惜最終證實不治。

潛水漢失蹤個半鐘尋回不治

警拘4人涉9宗商舖爆竊案

●東龍洲潛水遇溺男子送院時已陷入昏迷。

●警方展示檢獲的證物，包括手提電話及被捕疑犯作案時穿
的衣服及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為香港年輕人才流失作準備」研究報告發現，僅得23.9%和16%受
訪港青認為香港的就業和創業環境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