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港 新 聞A14 ●責任編輯：陳啟恒

20212021年年44月月22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1年4月2日（星期五）

2021年4月2日（星期五）

紀隊五校「國安教育日」開放參觀

網辦外傭簽證 智傭易避疫
申請年增兩成達30萬宗 續聘佔63%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全港

37萬名外傭即使約滿，或會因為

原居地禁飛或隔離檢疫期長而回

鄉難，惟有留港繼續工作，香港

僱主也因為聘請新來港外傭需要

負擔他們在檢疫酒店的食宿費，

續聘原有外傭更划算，令去年入

境處收到30萬宗外傭工作簽證申

請 ， 按 年 增 兩 成 ， 續 聘 更 佔

63%。為方便僱主為原有外傭辦

理工作簽證續期手續，入境處最

近推出「智傭

易 」 網 絡 服

務，便利之餘

也減低外出染

疫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截至今年2月底，香港約有37萬名外傭
在港工作，主要來自菲律賓（佔

55.7%），其次是印尼（佔42%），其餘則
是印度、泰國等地。
入境處總入境事務主任（外籍家庭傭工）
陳嘉兒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
全球疫情籠罩下，航空業備受打擊，不少航
班取消，部分外傭的原居地更是嚴重疫區，
在港約滿的外傭回鄉計劃受阻，是外傭簽證
申請總數及續聘外傭簽證數字上升的原因之
一。
去年，入境處共接獲約30萬宗外傭工作
簽證申請，較2018年及2019年均增加約兩
成，其中續聘外傭工作簽證的比例過去一般
約佔一半，但去年佔總宗數的63%。非續聘
簽證的部分，則包括轉換僱主、新入境外傭
等其他情況。
本地疫情也令僱主及外傭的外出意慾減
低，不過，傳統的外傭簽證申請形式，為外
傭必須親身前往入境處的辦事處提交申請表
格及相關文件，而當需要繳費及領取簽證
時，外傭需親自前往辦事處。陳嘉兒直言：
「辦事處外經常聚集大量外傭，疫情之下傳
播風險劇增。」

日均申請升三成
為此，入境處外籍家庭傭工組及部門同事
遂迅速推出「智傭易」網絡服務，令外傭及
僱主即使安坐家中，都能夠完成所有續簽手
續。「智傭易」推出後立見成效，截至上月
31日，入境處共收到6,138宗經網上遞交的
續聘外傭工作簽證申請，每日平均申請數目
較新服務推出前上升近三成。
使用「智傭易」服務，外傭及僱主只需在
外籍家庭傭工網上服務專頁上，或通過手機
應用程式遞交資料，再通過電子郵箱或郵寄
的方式收取通知書及一般繳款單，經網上繳
交費用後，簽證便郵寄上門。

香港因應疫情收緊
入境檢疫制度後，到
港的外傭變得「搶
手」，部分在港外傭
為求高薪跳槽故意
「hea做」、或工作表

現欠佳而希望「博炒」。為打擊外傭「博
炒」行為，入境處外籍家庭傭工組成立特
別職務隊加強審批、個案跟進及情報搜集
全方位調查，一經發現有「博炒」之嫌，
會拒絕外傭的簽證申請。截至上月31
日，今年多達523宗涉嫌「跳槽」的外傭

簽證申請被拒，平均每日近6宗，不單超
越去年全年拒絕的簽證申請宗數，甚至較
2018年全年拒絕簽證申請總數多出兩
倍。
目前僱主聘請外傭須負擔高昂費用，

包括外傭抵港後在酒店強制檢疫21天的
食宿費，一旦外傭提早終止僱傭合約或故
意表現惡劣迫僱主將其解僱，僱主便會蒙
受重大經濟損失。
入境處外籍家庭傭工組遂成立特別職

務隊，專門負責調查及打擊外傭「跳槽」
問題，會綜合外傭「跳槽」次數、合約期

長度，以及外傭和僱主雙方填寫的解約原
因，以衡量是否「跳槽」，一經發現會拒
絕其簽證申請。
特別職務隊同時會積極調查是否有中

介或個別人等教唆外傭跳槽，但目前並未
發現有相關情況，而隊員會持續搜集有關
跳槽的情報，以進一步加強打擊。
根據入境處數據顯示，截至上月31

日，今年涉嫌「跳槽」申請簽證被拒個
案為523宗，2018年、2019年及2020年
的被拒宗數則分別為165宗、267宗及
319宗，可見上升趨勢劇烈。入境處會

跟進外傭「跳槽」個案，截至今年3月
31日，跟進個案達1,152宗，超過去年
全年總數的七成，更超過2018年全年總
宗數。
入境處總入境事務主任（外籍家庭傭

工）陳嘉兒解釋，今年被拒數目急增的原
因，一方面來自「跳槽潮」，另一方面也
是因為入境處加強打擊外傭「跳槽」問
題。
她續說，入境處是次加強打擊外傭
「跳槽」的力度前所未有，「特別職務隊
並無固定人數，亦沒有每日處理個案數目
的上限，一旦出現更多的個案或者有關情
報，我們便會不斷加派人手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博炒」不獲簽證 申請被拒激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劏房租務管制研究
工作小組報告建議為劏房立法制定標準租約，列明
租期固定兩年及租客有權續租一次，即「2+2」的
4年優先租住權，其間業主不得加租，不過，雙方
經協商後可減租，第三年、第四年租約的加租上限
為15%。工作小組主席梁永祥昨日表示，報告是
「撥亂反正」、「拗返正錯誤的行為」。香港業主
會促設租約「磨合期」，給予業主觀察租客情況及
可解除租約。
梁永祥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過去劏房的租

務情況被扭曲，對租客非常不公平，例如有極端的
個案，業主不願與租客簽租約，要求他們在三四天
內搬走、每次與租戶見面都加租，或者胡亂收取電
費等。
他表示，留意到有業主反映，擔心4年的租住
權，可能無法應付租霸問題，強調報告表明租客如
有不良行為造成滋擾、從事非法活動或欠租等，業
主有權終止租約；報告亦已要求政府增撥資源予差
餉物業估價署等，處理有關租務糾紛。
就報告沒有建議訂立「起始租金」，梁永祥解

釋，是因為沒有可能為每個單位逐一定價，除了牽
涉太多的人力資源及複雜的行政，且有機會侵犯私
人物業產權條例，或會受到法律挑戰。

業主會促設租約「磨合期」
本身是工作小組成員、有經營劏房的香港業主會

會長佘慶雲在節目上表示，相信業主對續租時租金
加幅上限無大意見，亦認為無定立「起始租金」是
合理，因為單位情況各有不同難以定立。
但他表示，業主最關心的是標準租約規定兩年租

期加兩年續租權，即俗稱「2+2」的死約安排。
他認為此舉是在「罰業主」，若期間租客與業主

出現問題，卻不能要求終止租約，認為應讓業主與
租客之間有「磨合期」，以觀察租客情況及可解除
租約。
立法會跟進本地不適切住屋問題及相關房屋政策

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鄭泳舜表示，明白業主的擔
心，但相信只要合約列明條款，就可基於合約精神
處理。
他又預期未來會有租務糾紛，建議土地審裁處成

立專責小組負責，而在立法前可設立平台，為業主
及租戶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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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昨日宣布，為支持香港特區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於4月15日舉
辦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
區政府紀律部隊5間訓練學校將於當
日舉辦開放日活動，加深市民對各
紀律部隊的設施及培訓工作的認
識，並了解各部隊在維護國家安全
領域的工作。市民即日起可網上登
記領取免費入場門票，明日截止。
舉行開放日的訓練學校有5間，包

括懲教署職員訓練院、香港海關學
院、消防及救護學院、香港警察學
院和入境事務學院。而開放日設上
午及下午兩個場次，市民可到「全
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頁www.nsed.

gov.hk查看各學院的詳細活動內容和
網上登記領取入場門票。
網上登記由即日起至明日（周

六）止，及後電腦隨機抽籤將在4月
4日中午12時進行，成功申請者會收
到主辦單位的短訊通知。

冀市民了解護國安工作
是次活動費用全免，市民可把握

機會了解政府各紀律部隊的工作，
體驗部隊防範和抵禦安全風險能
力，從多角度了解他們在維護國家
安全的工作。
懲教署職員訓練院當日將展示懲

教人員專業的工作及智慧訓練的模
式，節目包括區域應變隊表演、儀

仗隊步操表演、警衛犬隊表演等，
場內亦設有國家安全教育相關展覽
及拍照專區。
香港海關學院不同展覽內容將展

示香港海關在維護總體國家安全的
工作範疇和成效，其他節目包括專
業步操表演、學院導覽、海關搜查
犬示範、專業裝備展示、參觀專業
發展訓練大樓和室外靶場和虛擬實
境體驗。
在消防及救護學院方面，市民可參

觀院內訓練設施、消防及救護教育中
心暨博物館。學院亦安排「應急三識」
示範，包括滅火筒使用方法、心肺復
甦法示範及緊急逃生體驗等。
政府飛行服務隊亦會在學院內展

示新型多用途H175直升機，救援設
備及撲滅山火時使用的外掛水桶，
並介紹緊急支援服務和相關裝備。
香港警察學院除有專業步操表

演、警察樂隊演奏及反恐演練示範
外，還有國家安全教育展覽、網絡
安全展、特別用途車輛及裝甲車輛
展示、爆炸品處理組及鐵路應變部
隊與水警前線人員裝備展示及分
享、衝鋒隊路障及裝備展示、虛擬
實境體驗、警犬互動等。
入境事務學院方面，教學資訊廊

和不同訓練設施會開放讓市民參
觀，又設置多個攤位遊戲，入境事
務處儀仗隊更會演示專業步操，處
方樂隊亦會同場表演。

��

●懲教署職員訓練院將於本月15日舉行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放日上，安排該署區域應變隊作戰術示
範。圖為2018年9月，區域應變隊於訓練院開放日上作戰術示範。 資料圖片

●入境事務處樂隊將於今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開放日上表演。 資料圖片

●政府飛行服務隊將於「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放
日，展示多架新型多用途H175直升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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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處人員
積極巡查外傭
職業介紹所。

▲陳嘉兒表
示，為應對疫
情帶來的外傭
「續簽難」問
題，入境處迅
速推出「智傭
易」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