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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能擁有自己的小天地，說難不難，說易
也不容易。以往學生時代，同學間就有夢想說人生階
段是，車仔→屋仔→老婆仔→細路仔，可見還是
要先安居才可以成家立業，擁有自己的小天地還是大
家期待的。

但是，土地不足的問題，市區重建或興建居屋
也沒有帶來較低樓價，加上樓宇租金也高企，樓價看
來只有升沒有降，種種因素和問題，讓年青一代能擁
有自己窩心居所的心願，每每落空。有時候，父母有
能力幫上一把，或是大家經一輪打拼儲備足夠首期，
能上車還算是幸運的一群。但更多是我們見到居住空
間狹小而衍生的家庭問題，家庭事務中的兩代婆媳問
題等，都帶來社會上很多怨氣，令家庭步向生活和諧
帶來壓力。

這一期的專題，我們家委會想讓青年人用自身
的經驗說話，縱使上車的願望還是有一點距離，但是
只要有信心、做事積極認真，加上房屋政策在政府
積極有為的調整及修訂下，制訂更切合現時香港需要
的房屋政策，讓我們可以做到先安居後樂業的生活方
向，我們還是有信心為擁有自己的窩居而努力。加
上，家庭事務都需要大家將心敞開，人與人的相處
都需要多傾多講，多關心身邊的人，讓愛一點一滴
累積，有很多問題也會迎
刃而解。我們也可以更有
愛地去克服困難，戰勝疫
情，迎來美好的生活。

鍾嘉敏
民建聯家庭事務

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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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寸金尺土，要在狹小空間找到自己的小天地，的確不易。尤其現今新樓多

是龍床盤、納米樓，有些人花費半生積蓄在磚頭上、有些人寧願租住也不做樓

奴、有些人則因為家庭因素而希望尋找自己的安樂窩……居住問題一向是香港人

要面對的難題之一，政府與港人同樣絞盡腦汁，但現行的政策配套是否足夠，又

有甚麼可改進的地方？這次找來三位過來人分享他們的故事，他們都相信，只要

訂下目標，慢慢向前走，總會找到自己夢想中的安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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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寸金尺土，畢業後投身職場的打工仔，有不少人也會努力儲錢買樓，可是看
著不斷上升的樓價，究竟要儲多少年，才能成功上車？儲夠首期，又要捱世界，
值得嗎？面對漫長的等待，以及衍生出來的煩惱與掙扎，現已建立小家庭的民建
聯家庭事務委員會委員郭詠健坦言自己也不例外，每天默默耕耘儲錢，看樓盤看
足兩年，期望早日上車，為家人建立舒適的安樂窩。

每對準備結婚的情侶，一定會討論過，究竟應該買樓才結婚，還是租
樓慢慢儲錢再上車？郭詠健笑言自己很幸運，太太沒有要求先買樓才結婚，
「我們在2016年結婚，婚後租住西灣河一個尺寸較小的單位，盡量節省租
金，以儲錢為目標，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盡量享受新婚蜜月期。」他還笑
言自己很幸福，身邊有朋友因為還未置業，所以不敢向女友求婚，還有一些
朋友，因為雙方因買樓問題而分開，自己算是幸運的一群。

快樂儲錢，的確能夠提升生活質素，紓緩壓力。「我們有一個儲首期的
目標，生活上會提醒自己要節儉，但沒有迫自己要死慳死抵，始終人要開心
生活！」郭詠健笑言，要不是女兒出世，可能會和太太「豪租」有會所的私人
屋苑享受一、兩年，「人一世物一世，蜜月時間那麼珍貴，都想感受下。」

慾望歸慾望，婚後一年女兒出世，看著女兒成長，為了給她一個更溫馨
的家，郭詠健就把慾望拋到一邊。「有女兒的生活的確有很大轉變，要考慮
校網、成長環境、屋苑有沒有相應配套設施等多方面考慮，所以我們更加節
儉，積極儲錢上車。」

租住一房一廳單位，郭
詠健坦言私人空間沒太
多，但為了達成置業目
標也甘願。

一樓之隔，公屋、居屋與私樓並排而建，盡現香港房屋
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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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郭詠健租住一廳一房的單位，沒有太多私人空間，「女
兒還年小，只有四歲，暫時不是問題。但是小朋友年紀漸大，始終
會需要更多私人空間，所以希望未來能購入兩房單位，讓女兒能擁
有自己的小天地。」

過去兩、三年，郭詠健一直也有留意二手買賣市場，也曾抽
過三次居屋，物色理想安樂窩，「抽居屋是買六合彩心態吧！即使
知道抽中機會渺茫，但點都要試下。」近兩年他積極睇樓，基本上
西灣河一帶有任何二手樓宇放售，合適的也會上去看一次，「曾經
也有些單位令我心動，但最後也是價錢不合適，比預期中貴，業主
也不肯退讓，所以還未能置業。」

婚後五年一路走來，節儉過活的郭詠健，與太太總算儲夠首
期，已經達到他們的理想儲蓄目標，計劃女兒升讀小一前購入理想
安樂窩。「時間過得好快，轉眼間剩下一年時間，過去為了儲錢置
業的確有不少壓力，但回過頭來總算捱過，達到我們的目標。」樂
觀面對壓力，抱持著「辦法總比困難多」的態度向目標進發是郭詠
健和太太一直以來秉持的心態，「不一定要讓社會規範帶著走，一
家人生活最緊要開心，未有能力不要緊，最緊要懂得調節心態，正
面面對一定能捱過難關。」

採訪當日，郭詠健帶我們到愛秩序灣公園，看看臨海地皮的房屋分
佈，由右邊的公屋愛東邨、有居屋樓王之稱的東旭苑，再看到左邊的私
人屋苑嘉亨灣，一邊看一邊訴說著他看到民生議題。「愛秩序灣區臨海位
置，有不少也是北角重建時搬來的居民，可是看到現在北角海皮重建後的
私人屋苑比例，比起居屋公屋高得多，到頭來能惠及多少普通家庭？是否
真的能幫助我們上車？」他認為，收地重建必須增加公屋、居屋的樓宇比
例，不能大多數撥給私營屋苑，才能解決年輕人的上車問題。

郭詠健也坦言，認真進入地區工作後，了解到要解決房屋土地問
題，不能只靠重建及發展新界土地，認為要配合多方面發展，如填海工程
就能增加香港土地供應量。「就以觀塘的重建項目舉例，由收購裕民坊一
帶至今，重建工程涉及至少十數年時間才能完成，單靠重建難以解決迫切
的房屋需求，如我們現在訪談的位置，也是多年前的填海工程，才能有地
方興建屋苑，解決住屋問題。」

郭詠健笑言自己已是幸運的一群，在置業
目標上，太太沒有給予太大壓力，反而與
他一起慳住等上車。

郭詠健冀望政府可以調整好私樓、居屋及公屋比例，著手解決房屋問題，以助年輕
人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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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空間，除了可讓Joseph
專心工作，同時也可讓他假日
時與朋友相聚。

從家騎單車，穿過馬路工廈，15分鐘路程，是陳凱榮（Joseph）
另一個「家」。「我和父母關係很好，每天都有回家吃飯的！」他笑
著澄清，並非出走，只是從讀書時已渴望一個私人空間，可以專心
工作、大聲放音樂、與好友 
聚會……直至去年重遇大學時
的師兄，正好也打算找一個能
夠享受個人時光的地方，便四
出搜尋，年初合租了工廈單
位。三個月下來，小小空間己
經成為他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好想每朝先過來沖一杯咖啡
才上班！」

Joseph大學畢業不過四、五年，擔任社區主任，收入不算很
多，朋友最初都覺得這「私人空間」不符合經濟原則，「有錢不如
供樓供車」，但到訪過後無不羨慕。讀經濟出身的他也認為絕對值
得，除了每月分擔數千元租金，還額外合資近五萬元搜購型格家
具家電、把牆身髹黑、鋪設地板，「家裡一定不可能裝修成這個樣
子，父母會嫌太陰暗。」從零開始設計，一手一腳創造自己的dream 
home，雖然礙於工廈條例不能入住，但對香港眾多買不起也租不起
住處的年輕人，就跟實現夢想一樣。

每星期，Joseph都會到這裡三、四次，有時為了靜靜地寫評論
文章，有時只是下班後聽歌喝酒放鬆一下，假日約三五知己一聚。
最近則被合租的師兄影響，學起了手沖咖啡，在特大坡璃窗旁，聽
著搜購回來的喇叭放著流行曲，呷著剛沖好的咖啡，不是為「打卡」
買來的片刻，而是每天都可經歷的時光，「寫文章也特別有靈感。」
所以他正打算利用這裡搞一些小生意，補貼租金，讓這個私人空間
能延續下去。

「以前經常泡咖啡店，但每次
都要花錢買咖啡，又不能坐得
太久。」Joseph認為租一個私
人空間十分划算。

香港最奢侈的，大概是空間。近年不少工廈改建出
租，雖然未能取代住所功能，但租金卻平得多。對於
要創造自我天地的年輕人，這也算是向遙不可及的置
業夢邁進了半途。



曾女士於1993年申請居屋，當時面對97回歸的樓價隱憂，加上社
會掀起移民潮，人人自危，對於一直租樓自住的曾女士來說，面對租還
是買，的確有不少掙扎。「我一人打工照顧兩個女，儲蓄有限沒有足夠
首期，但看著租金升幅，知道不是辦法，便逐步思考置業計劃。」曾女
士父親當時居於香港仔的公屋單位，獲得父親同意下，決定以公屋換居
屋形式上樓，「最初母親不贊成我買樓，因為供款吃力，幸好最後只需
付樓價一成便能購入單位，家人也願意借錢給我買樓、裝修，大大減輕

了我的上樓負擔。」
曾女士覺得上樓困難
在幾十年來也沒有太
大改變，所以深明年
輕人對置業未來感到 
悲觀。

曾女士二女剛購入居屋，正努力供樓。然而大女卻是中產夾心階
層，入息超出居屋申請上限，變相只能望向私樓市場。「要借九成按揭
大女才能付得起首期，但供樓壓力變
相大增，加上律師費等雜費，人工的
確難以負擔。」曾女士坦言自己沒有
能力支持女兒，但認為年輕人還是要
靠自己努力，「父母晚年沒有收入，
從棺材本拿錢出來也很吃力，有很多
家長也是勉強幫子女上車，若然能靠 
自己就靠自己吧，作為母親一定從旁
支持。」

曾女士認為政府要加大力度，推出更多措施協助年青人上樓。「像
新加坡的組屋政策就不錯，較容易負擔買樓價格，同時要增加房屋供
應，降低樓價，或以租金津貼形式支援等待上樓的市民。樓價壓力這麼
大，年青人真的很難組織家庭，又點會敢生仔 ?」

同時，曾女士也認同政府推動大灣區退休生活圈，支援香港長者
到大灣區居住，「人人都期望有安樂窩，若然政府能資助我們，到大灣
區興建生活圈，讓我們一班長者到大灣區居住，每天看看自然風景、談
天說地過退休生活，把單位釋出給予年輕人置業，豈不能解決問題？」

曾女士亦鼓勵女兒和現時年青人，「有
些事急不來，買不到樓便先租樓，慢慢
儲錢等待時機，不用一直悲觀下去。」

「作為過來人，我明白上樓很困難，但總會捱過，頭幾年最
辛苦，只要努力拼搏賺錢一定能上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
就覺值得。」

上樓艱辛不止困擾著現今年青人，回想三十年前的上樓辛
酸，曾女士也捱過不少艱難日子。深明現今年青人的處
境。作為兩女之母，看著兩名女兒急起直追實踐置業夢，
曾女士著實明白箇中辛酸。作為女兒最強的後盾，曾女士
在背後鼓勵她們辛苦過後，終會建立自己的安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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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相當重要，未必關乎置
業問題，而是一個獨立環境，讓年青人去挑
戰、學習自理能力、摸索理想生活的模樣。

作為兩個小朋友之父的姚銘，回想起初出茅廬時，也曾渴望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能學習自理能力，摸索理想生活的模樣。可惜香港地少人多，不論公、私營市場，樓宇
面積愈加收窄，「現時人均居住面積收窄，生活質素不理想，只是有限金錢下無奈接受。
房屋供應數字達標，但質素又如何？這是政府需要考慮、改善的要點。」

劉國勳回想以往父母那一代人，置業未必是人生目標，因為租住公屋也可安穩過
日。「現時社會狀況不同，租住公屋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像資產限額方面，符合公屋申請
要求已經困難，即使抽到公屋也要擔心入息上限。為了能住得安心，是否代表要停止發
展自己的事業呢？」劉國勳建議政府開放先例，提升公屋用戶資產限額，創立「中產公
屋」資格，讓一班夾心階層仍能安居樂業。「即使中產收入較高，人工也很難追上樓價，
未必能承擔私樓市場，政府應提供更穩定的置業階梯，讓不同能力的市民也有選擇，即
使租樓也不致於擔心隨時被踢走。」

每逢與友人談及置業話題，總會瀰漫著一絲愁緒。每人各有上樓難處，
基層市民輪候公屋時間愈拖愈長，居屋供不應求，市民常笑指「抽居屋
難過中六合彩」。對中產來說，入息水平高於居屋申請限額，只能望向
私人樓宇市場，然而負擔能力有限，究竟普通市民是否只能發置業夢？
對於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和民建聯北區支部主席姚銘而言，上樓也是他們
的人生目標之一，過去二人在議會上，曾發表過不少解決房屋問題的建
議。今次難得坐下來一起討論香港樓市未來發展，對談間沒有愁雲慘
霧，卻愈談愈踏實，說出不少讓港人能實現夢想的治本方案。

兩人表示未來也會繼續推動政府進行房屋
改革，為市民鋪出一條理想的置業階梯。

談及置業，二人也曾感受過上樓的喜悅。「小時候曾住板間房，試過三個小朋友睡一
張帆布床，所以後來抽到公屋好開心！」姚銘笑言，能搬屋已經好滿足，不過後來家人再
抽到居屋擁有自己的家，才有一種安定下來的感覺。

劉國勳回憶童年時，想起以往的公屋生活相對滿足，「住公屋不怕會被政府趕走，
而且周邊配套、交通網絡完善，只是後來父母擔心未來會負擔不起租金升幅才決定以租
者置其屋計劃購入公屋單位。」他
說幸好當年父母決定購入單位，
今天才可以安居樂業。至於談到
置業計劃，他表示現時以順其自
然的心態觀望樓市，「始終樓價太
貴，有機會再考慮入市。」

姚銘
民建聯
北區支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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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每年平均售出六萬伙單
位，對比輪候公屋、抽居屋人士的比
率仍有很大距離，未來只有增加土地
供應才能切實解決問題，供應增加才
能穩定樓市，市民才能盡快上車。

房屋署剛於五月公布的最新公屋輪候數據，截至三月底，每名申
請者平均等候時間為5.8年，創22年新高，離政府的「三年上樓目標」更
為遙遠。劉國勳走到社區與市民傾談時，每每提到房屋議題，總會聽
到「貴、細、迫」三字。

翻查數據顯示，今年三月立法會秘書處發表的「自置居所對香港
社會經濟的影響」的《研究簡報》，提及港人自置物業比率創二十年新
低，其中35歲以下年青業主比例，由1997年的22.1%下降至2019年的
不足8%，首次置業年齡亦推遲至44歲，反映市民愈來愈難上樓的事
實。「即使排公屋，我跟進的個案有不少要等上七至九年，令年青人瀰
漫著一股愁緒。」

劉國勳指，過去數年政府推出不少短期措施協助市民上車，如放
寬按揭貸款的樓價上限、增建過渡性房屋等，「是有好過無，但都是治
標不治本的做法，未能長遠解決港人住屋需要。」

他建議，政府可發展荒廢棕地，加快增加房屋供應，「新界有大
量荒廢農地、魚塘，還有綠化地帶、郊野公園邊陲等可收地發展。」劉
國勳建議政府應拆牆鬆綁，盡快批出土地，檢視能否加高地積比，供
應增多，樓價自然調整，「我覺得政府和市民，也可以一起付出努力提
供更多置業階梯。」

覓地、土地轉營始終需要長時間處理，未能短期解決房屋問題，
姚銘指政府應大膽改革，「每項政策均需投放大量資源、時間去試驗，
像政府2011年推出的青年宿舍計劃，最後也用了十年才真正落成，若
然有計劃就應該大膽推行，才能真正試驗計劃是否切合市民需求。」

二人指出，政府早年也聆聽了民建聯的建議，將向輪候公屋逾 
三年、沒有領取綜緩的基層發放租金津貼，減輕等上樓時的租金負
擔。「未來我們會繼續陪伴市民，努力討論可行的長、中、短期方案，
去推動政府進行改革，讓市民擁有更健康的置業階梯。」

劉國勳  立法會議員

即嘟QR Code
瀏覽訪問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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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往往是最困難的部分，只要定下具體

的目標，即有助增加整理效率，如丟棄30%最不
常穿的衣服、把過期的食品、生活用品丟棄等。
把所有東西攤放出來，重新審視及整理，而清理
出來的衣服可選擇捐贈以減少製造垃圾。

土地問題，未必人人家中都有多餘可擺放東
西的地方，但你可趁斷捨離的時候，騰出及預留
空間和地方來放置物品，而最有效就是把物品分
類、分區，以便日後收放自如。

收納擺放的方向絕對有大影響，同樣的摺
法，只要將衣服改成直立並排擺放，就能明確地
將衣服分類，衣服的圖案顏色一目了然，除了可
快速找到衣服，取出衣服時也不會把整排衣服弄
亂，有效長久維持衣櫃的整齊。

現時不少人會在裝修時新增地台設計以增加
收納空間，遇上換季時節，衣服可直接收放在地
台或櫃頂，盡量利用每一寸空間。另外亦可準備
真空袋收納衣物，透過真空袋抽走袋內空氣，以
減小體積，進一步增加收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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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居雜物愈積愈多，又不捨得丟棄無用之

物，即使家居環境寬敞也不足夠收納，更何況

是蝸居一族？如果不想家居變廢墟或再浪費一

筆金錢租地方存倉，就要學懂各種不同的收納

小技巧，令你的蝸居即時提升空間感，變成小

小安樂「窩」！

廚房狹小，對煮食家庭來說是一大煩惱。
在局限的空間，要增加廚具及食品收納的地方，
最好就是利用層架及吊架，或掛起收納等，可大
大提升靈活度，自由組合分隔空間，收納更多小
物品。

廚櫃及雪櫃中的垂直空間，可用盒裝或可
堆疊的器皿來盛載食品，也可透過入盒來做分
類，除了可放置更多食品，也可防止食品變壞，
入廚更輕鬆。

家中物品多而雜亂，必須分門別類，尤其
大廳是雜物收納處，可先將所有物品拿出來分
類，並分類好不同的放置區域，如玩具位、零食
位、藥箱位等，盡量令自己能夠一眼看清物件，

愈常用的要放在愈容易拿取的地方，例如
最常用的手袋應放在最方便自己的地方、常穿的
外套掛在門後等。而一些較少用、或特定場合才
會用到的，就可以放置於櫃裡較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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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長三公里的將軍澳海濱長廊路線，每逢
周末都吸引一家大小去踩單車或跑步，也是將
軍澳區跑友熱愛的練跑地點。由調景嶺港鐵站附
近的起點出發，沿著單車路一路走，很快就能到達
海邊位置，沿路跑往將軍澳海濱及日出康城一帶也能
吹吹海風，欣賞海邊景色。喜歡踩單車的，也可以先
到將軍澳單車館租單車，一家大小開心過周末。

施彬彬平常喜歡於將軍澳海濱公園附近慢跑，
跑畢全程後，她推介大家走回將軍澳海邊欣賞風景，
也可到海邊餐廳看海，相當適合一家大小周末前往，
享受運動的樂趣。

相信尖沙咀海濱路段，是不少跑步愛好者最愛的
跑步路線之一。自從星光大道在數年前翻新後，沿路
更為寬敞，即使有不少遊人漫步，亦有很多空間讓人
輕鬆跑過。鄭泳舜閒時喜歡走到尖沙咀，由碼頭開始
一直跑，沿路經過星光大道及梳士巴利道，可以遙望
中環至銅鑼灣的維港景色。他說若然在接近黃昏時段
起跑，沿路折返跑回天星碼頭，還可順道走到海港城
位置欣賞黃昏景色，悠閒地度過健康的一天。

炎炎夏日，每逢周末遇上好天氣，都是
出外運動的好時機。今次由灣仔鵝頸 
區社區幹事鍾嘉敏、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以及將軍澳社區幹事施彬彬，一齊

路線：尖沙咀天星碼頭 → 文化中心 → 星光大道 → 梳士巴利道
路長：約1.5公里

路線： 調景嶺站 → 唐賢街 → 將軍澳海邊公園 → 將軍澳海濱 
長廊 → 康城路

路長：約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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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大家跑勻灣仔、尖沙咀及將軍澳的海
邊路線，一邊跑步做運動一邊欣賞風
景，呼吸新鮮空氣，在疫情下一齊強身
健體！

最近開放的灣仔海濱路段，屬於全長73公里的
維港海濱翻新工程的路段之一。今次鍾嘉敏帶大家由
灣仔碼頭出發，沿路走過約粉紅花海隧道及玫瑰園
後，就會到達海邊路段。這段寬敞長廊位置的地下圍
欄牆身，都畫上Chocolate Rain的巨型畫作，整段路
線也充滿特色。由碼頭起行走到長廊終點約一公里
長，沿路還有不少休憩座椅，休息時可以遙望維港景
色，輕鬆又愜意。

鍾嘉敏以往喜歡到山上跑步，然而近來海濱路
段逐漸開放後，也抽時間發掘全新跑步路線。她表示
期望未來維港海濱工程竣工後，可以由上環一路跑到
北角，欣賞不同角度的維港景色。

路線：灣仔碼頭 → 灣仔海濱長廊
路長：約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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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議員 林德成

民建聯深水埗支部主席 陳偉明

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房屋供應不足、居住環境狹小、樓價和租金高昂對市民
生活造成很大困擾。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只有約161平方尺，樓價中位數相當於香港家
庭每年收入中位數的19.4倍，接近25萬的香港人居於「劏房」內，生活環境
擠迫，活動空間不足。 

以筆者為例，小時候與父母居住一個不足100尺的天台屋，後來遷入
臨時房屋區，再遷入公共屋邨居住，環境擁擠，但一家人生活融洽，關係
親密，磨練我對不同生活環境的適應力，也學懂與人相處之道。其實蝸居
可以是「窩」居，窩心的居所。「窩」居拉近家人的距離，增加相處機會和時
間，令彼此關係更緊密。人類需要適應不同的生存和居住環境，只要我們
抱持正面和樂觀的態度，必定可以刻服困境，改善生活。

愈住愈貴，愈住愈細，的確是許許多多香港人的生活寫照，特別是深水埗這個以基層為主的
社區，很多活生生例子，一家數口，居住在約100尺舊樓劏房，租金大約四千多元，生活逼人，雖
然面對種種壓力，依然非常堅強，為了子女未來，為了一家人齊齊整整，哪怕咬緊牙關，節衣縮

食，深信希望在明天，就能互相扶持走下去，靜候公屋上樓的機會。
筆者居住在深水埗一個不足300尺的單位，亦時會遇到生活上種

種不便，但一想起擁有屬於自己的小天地，就已經很滿足，其他已經
不重要。

知足常樂！記緊懂得珍惜和欣賞，日子就一定會開心。

大部分港人家庭同樣居住在不足300尺的單位，但是有
自己的空間已是感恩，與家人圍爐小火鍋也夠窩心。

即使舊時家庭環境狹窄，但與家庭成員的關係更親密，
也比現在更融洽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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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本地僱主對聘請外傭關注的情況，我們年
初訪問逾千名已聘請外傭及正打算聘請外傭的僱主，
調查發現，超過五成半僱主最擔心外傭感染新冠肺炎
病毒，而接近三成憂慮外傭博炒轉工，超過兩成因疫
情需要每月為家中外傭增加二千元以上的額外開支。

我們建議增設「聘請外傭開支扣稅」、加強審批
「斷約」外傭、研究規管外傭宿舍、加強執法力度、防
疫宣傳教育、設外傭試用期、實施強制檢測、關注外
傭新增假期，以及與印尼政府商討擱置新徵費的措施
等，以有效保障僱主。

疫情下加速網購的需求，我們早前訪問了千多名有網
購習慣的市民，了解他們在疫情期間網購的情況，及遇到的
不愉快經驗。調查顯示，逾六成受訪者在疫情期間增加網
購，其中超過一成網購開支較平常增加三千元以上，而超過
四成半受訪者曾發生不愉快的網購經驗，大部分涉及貨不對
辦及貨品有瑕疵等問題。

我們建議政府研究監管電子商貿，包括制定保障消費
者法例，設立冷靜期等。相關部門亦應加強執法和網上巡
查，並與內地部門加強跟進跨境消費投訴及公眾教育，以進
一步保障消費者權益。

委員會一直關注電子產品對兒童及青少年的影響，近年
來手機遊戲大行其道，未成年玩家成癮的情況愈趨嚴重。為了
解學生在疫情期間玩手機遊戲的情況，我們月前訪問了超過
700名中小學家長，發現在疫情停課期間超過九成半的中小學
生多了時間玩手遊，其中四分一的學生每天花五小時以上玩手
遊，而逾兩成透過課金購買虛擬商品，其中花費最高達五千元
以上，情況令人憂慮和關注。

我們建議政府研究設立手機遊戲營商守則、研究防沉迷
網絡遊戲法規、安裝監護功能應用程式、加強宣傳教育及親子
溝通等，希望有助兒童及青少年避免沉迷手機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