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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八成貧童顧家難顧學業
12.9%每周做家務 16 句鐘 最大心願是「有時間溫書」

●五歲的 Katie（左三）除要照顧兩歲的妹妹，有時還會
幫助媽媽煮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Leon（右）說有時煮飯被油濺到會沖下冷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5 歲的 Katie 在三姊妹中排行第
現年僅
二，兩年前妹妹出世後，乖巧的她便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不少基層兒童每天均
要花費不少時間照顧家庭，影響做功課及學習

開始幫家人分擔家務，倒垃圾、照顧細妹、
幫妹妹沖涼等，井井有條。

發現，逾八成受訪基層兒童日常需要做家務或

5 歲童如萬能主婦湊細妹

協助照顧家庭，當中 36.7%每周要做至少 8 小

媽媽忙碌時，她還會幫忙切菜、炒菜，曾
經煮過「番茄炒蛋」不小心被熱油濺到，懂
事的她笑言「呼呼」幾聲便無事。
現年 9 歲、就讀小三的 Leon 亦有相似經
歷，洗碗、洗衣、煮菜一手包辦，還要照顧
6 歲的妹妹並教她做功課，以往煮菜時不時
被油濺到，小小年紀的他頗有生活經驗，
「大約十分鐘才沒事，會搵水沖一沖。」
除了煮飯做家務，也有小朋友需要照顧患
病家人。今年 10 歲的樂樂來自單親家庭，
媽媽自她兩三歲時便患有坐骨神經痛，病發
時躺在床上無法動彈。樂樂 6 歲起便要開始
分擔家務，買菜、洗碗、洗衣服，每日要花
兩三小時，一旦媽媽發病，還需要開爐做
飯。為了幫媽媽減輕病痛，樂樂幾乎每日都
會花兩小時幫她按摩，完成家務後才有時間
溫書或參加課外活動。

時家務、12.9%每周家務時間更高達至少 16
小時。有兒童因家人患病，每日要花兩三小時
在照顧家庭上，其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有更多
時間溫書，將來成為一名醫生幫助病人。
社協指過重的家務負擔直接影響兒童
的身心及社交發展，建議特區政府
設立需要照顧家庭兒童及家庭
支援中心，適時作出服務
轉介和資源配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邵昕

主動幫父打針 盼長大做醫生

主要負責的家務/
工作（可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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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亦發現，過度參與家務影響兒童的身
心及社交發展，分別有近兩成兒童出現休息
不足、精神不能集中、沒有機會外出交朋

 

 

 








 
  












友、參與社交活動等問題，另有近兩成兒童
沒有足夠時間溫書做功課。
社區組織協會認為，未成年家庭照顧者在本
港佔有一定人口，他們有獨特的服務需求，政
府應訂立相關支援政策，設立需要照顧家庭兒
童及家庭支援中心，適時作出服務轉介和資
源配對，並建議增加校本課後學習及支
援計劃資助額至每年6,000元，加強
學童課後學習支援。

13歲的Sherry亦有家人患病，爸爸十幾年
前患糖尿病，因哥哥在內地讀大學，媽媽作
為唯一勞動力每天要上班 12 小時，因此照
顧父親、料理家務的擔子便落在了
Sherry

H 4H
身上。Sherry 爸爸如今每日要打針 3
次，但隨着病情加重，他的視力

7小時或以下

58.5%

8小時至15小時

23.8%





 






 







  



人均居住面積如乒乓球枱
劏房租金跌

8%

近兩成現身心社交發展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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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下降，行動亦不便，Sherry 主動承擔了
幫爸爸打針的重任。她昨日於記者會上說：
「開頭會手抖，但我想幫爸爸，於是逐漸克
服。」她表示，現時每日要花兩三小時在照
顧家庭上，最大的心願是有更多時間溫書，
未來希望成為一名醫生，幫助像爸爸一樣的
病人。
社區組織協會於去年 6 月至今年 9 月透過
問卷成功訪問 201 名基層家庭兒童，年齡平
均數為 10 歲，家庭收入中位數則為 1.2 萬，
逾 60%受訪者居住在劏房等不適切住所中，
近半數來自單親家庭。
調查結果顯示，81.6%受訪兒童指日常需
要做家務或照顧家庭，每周用於照顧家庭的
時間平均為10小時。在有照顧需要的受訪兒
童中，不少兒童除需要負擔買菜、洗碗、倒
垃圾、照顧年幼弟妹等工作外，還需要負責
切菜、煮飯、抹窗等有一定危險性的家務，
更有8.5%受訪兒童要幫忙賣廢紙和紙皮。

●Sherry（右二）需照顧患病爸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每星期照顧家庭時數

時間。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

●樂樂（左三）兩三歲時母親患病，乖巧的她承擔起照
顧母親和料理家務的重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租金
一直是劏房住戶的大開支，特區政
府雖然在「劏房租務管制」中對續
租設有 10%增幅的規定，但至今還
沒規定劏房的起始租金，劏房租金
不受規管情況仍會持續。一項調查
發現，受訪劏房戶今年繳付的租金
雖 較 2019 年 下 跌 8% ， 但 跌 幅 有
限，較同期的私人住宅租金跌幅
（10%）更少，反映租金仍是劏房
家庭最沉重的負擔。研究更顯示，
劏房人均居住面積只有 48 平方呎，
即約一張乒乓球枱的大小，是近幾
年調查中歷史最低。負責調查的團
體建議政府訂立「起始租金」，租
金不能高於單位應課差餉值的
150%。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於今年6月
至 10 月於葵青、荃灣、深水埗、觀
塘、油尖旺及港島共 30 個單位，合
共訪問了 60 個劏房戶，並於昨日公
布 調 查 結 果。 結 果 顯 示， 2021 年
「香港劏房租金（綜合）指數」為
407，比 2019 年的 443 下跌了 8%，
但同期私人住宅租金（綜合）指數
跌幅為 10%，反映現時劏房租金跌
幅比私樓跌幅還少。研究並指，受
訪者的劏房人均居住面積只有 48 平
方呎，即只有一張乒乓球枱的尺寸
大小，是近幾年調查中最低，調查
中亦有逾 65%受訪者表示居住空間
不足。

收租比單位差餉高 128%
研究亦發現，單位分為多間劏房

  
 

不肯定

4.9%

32小時或以上

4.3%

24小時至31小時

3.7%

16小時至32小時

4.9%

●註：由於四捨五入關係，總數未必是100%。
資料來源：社區組織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後業主收到的實質租金，比該單位
本身的應課差餉值平均高出 128%，
反映業主透過經營劏房，賺取豐厚
利潤，但單位質素差劣，租金與質
素不成正比，而劏房平均呎租高達
47 元，與市區新落成私樓的租金水
平不相上下。
朱女士一家居於港島一個約140呎
的劏房內，她昨日表示，受疫情影
響，自己兼職收入減少，但租金等開
支卻沒有減低，水電費更因在家時間
增加而上升不少。
她續說，地方小對兩個小朋友學習
有很大影響，「在家中上網課只能夠
一人分配一個角落學習，因地方太小
都聽到另一個的上課內容，搞到哥哥
要戴耳機上課戴到耳仔痛。」
黃女士之前一人居於葵涌一間約
50 呎的劏房內，每月租金四千五
元，平均呎價高達 90 元，她形容是
「貴過豪宅」。
黃女士輪候單身公屋已經8年，若
以單身非長者計分制排隊，她至少
還需兩年以上才可「上樓」。現時
特區政府推行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但由於黃女士屬單身非長者人士，
擔心沒法拿到現金津貼。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建議政府
訂立「起始租金」，租金不能高於
單位應課差餉值的 150%，並應清楚
解釋「劏房租務管制」實施後對現
有租約的限制，清楚訂明屋內的維
修責任；而要改善劏房居民生活，
長遠而言必須訂立人均居住面積標
準。

逾 1400 商戶參與長者日消費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月 21 日
為「長者日」，為向長者表達關懷和敬
意，社會福利署籌辦「長者日消費優
惠」活動，邀請全港逾1,400間食肆和零
售店舖於當日為長者咭持有人提供特別
折扣和優惠，包括連鎖快餐店大家樂
等，長者憑咭於當天早上惠顧滿 30 元即
可享 8 元優惠等，有關優惠詳情及參與
食肆、商舖等更多資料，可於「長者咭
計劃」手機應用程式下載或瀏覽社署網
頁www.swd.gov.hk。
社署發言人昨日表示，得到業界的踴
躍支持，至今已有逾 1,400 間來自全港
18 區的食肆和零售店舖參與活動，在當

日向長者咭持有人提供九折以上或其他
形式的優惠。參與的商戶會於當眼處張
貼相關宣傳海報（見圖），方便長者識
別。
社 署 自 1994 年 起 推 行 「 長 者 咭 計
劃」，旨在推廣尊敬和關懷長者的信
息，並透過印發長者咭予 65 歲或以上合
資格的香港居民，方便他們享用政府部
門、公共機構及商號提供的優惠或折
扣。計劃自推行以來，深受社會各界人
士歡迎，社署至今已發出逾 224 萬張長
者咭，現時參與計劃的商號及機構亦已
超過 2,600 間，包括 9,700 個零售點或分
店，為長者提供多項優惠。

●長者日優惠海報。

馬會義工隊偕運動員向長者送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基層市民的生活在疫情下變得
更加艱難，香港賽馬會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等機構的義工
隊昨日與劉知名及楊文蔚等精英運動員到北區探訪基層長
者，並送上禮物包，希望可以令他們在冬日加添暖意。
愛心送暖行動是由精英運動員發起，馬會已經連續9年支
持該活動，馬會今年除了資助活動經費外，更動員130名義
工隊成員協助預備禮物包及參與探訪活動。馬會公司事務執
行總監譚志源昨日更親身參與活動，與劉知名及楊文蔚等精
英運動員到北區探訪基層長者，向他們送上包括白米、快熟
燕麥片、提子乾、年曆等食物及日常用品的禮物包。
譚志源表示，運動員除了在賽場上發光發熱外，回到社
區亦不忘向基層家庭送上溫馨暖意的精神與馬會「致力建
設更美好社會」的宗旨亦一脈相承，期望活動可以令港人
同心互助，將善心凝聚到社區每一角落，而香港精英運動

員協會副會長倪文玲則希望活動能夠鼓勵市民加入義工行
列，關懷長者及其他有需要幫助人士。

●譚志源(左)與劉知名(右一)及楊文蔚(右二)向胡婆婆贈送
禮物包及介紹禮物包內容。
馬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