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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地少人多，居住空
間狹窄，部分公屋住戶會將大型衣物放在公眾地方曬
晾，但同時亦要面對被扣分的風險。公屋聯會早前訪
問約800名公屋住戶，有達80%支持設置公眾曬晾區
方便居民。聯會期望房署可在屋邨人流較少的地方設
置公眾曬晾區，而民政署可擔當統籌角色，改善違規
曬晾衣物問題。
公屋聯會於今年3月至4月期間，在房委會轄下五條

公共屋邨以問卷訪問804人，了解公屋居民對設置公
眾曬晾區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有80%公屋居民贊
成設置公眾曬晾區，當中86%認為應設固定曬晾區，
47%期望曬晾區可全年開放。
在贊成設置公眾曬晾區的受訪者中，有33%指是因

希望方便曬晾大型衣物，25%坦言家裡不夠曬晾地
方，16%稱戶外曬晾可以殺菌，14%則擔心樓上滴
水，還有10%認為戶外曬晾衣物較容易乾透。而不贊
成設置曬晾區的受訪者當中，有37%則認為公眾曬晾

區有礙觀瞻。

人流較少處置曬晾區
公屋聯會表示，自2003年實施屋邨管理扣分制起，

居民在非指定地點晾曬衣物會先警告後扣分，但違例
晾曬問題仍一直存在，更有的在馬路旁欄杆、公園休
憩設施等進行曬晾，影響居民，亦導致行人、駕駛者
不便。
公屋聯會認為，房署可多考慮在屋邨人流較少的地

方設置公眾曬晾區，或可適當善用商場平台等設立曬
晾區，讓居民不限時地使用；而在日照較強的季節可
利用兒童遊樂設施等作為臨時曬晾區，以回應居民的
需要。
至於違規曬晾衣物的問題，聯會指違規曬晾涉及多

個部門，建議可由民政署作為統籌，如收到相關投訴
或違規個案，可與相應單位作溝通及跟進，避免部門
間各自為政。

八成公屋戶倡建固定曬晾區

西九公園設計文化大道串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繼盛）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連同今年2月獲聘的劉榮廣伍振民建築師事務所
團隊，昨日公布西九文化區公園的設計概念，以確
定園內多個文化藝術場地的位置，包括小型藝術
展館、自由空間和草坪，供不同類型創意節目演出。
各場館由一條文化大道串連起來，與貫穿文化區心
臟地帶的林蔭大道連接。設計團隊表示，公園將為
市民提供一隅寧謐的空間，在市中心開創全新的綠
化地帶。西九管理局行政總裁連納智則期望，公園
可為香港締造一個以文化藝術為核心、充滿活力及
富啟發性的公共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消委會
「第十五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昨舉行
頒獎禮，大會從來自110間中學共1,241支
隊伍中，選出各組別共67個獎項的得獎
者。其中有初中生從自身消費經驗出發，
以「進擊之子女」為題，從親子關係角度
探討為人父母者如何「代替」子女消費的
模式，歸納出年輕學生亦有「消費選擇
權」，從而希望父母能夠給予子女足夠的
尊重空間，獲得賽事的初級組冠軍以及優
異選題獎。
今年的「報告獎」共舉辦了超過150項的

培訓活動，包括工作坊和講座，加強學生
對進行專題研習和文化考察的概念和技

巧。消委會主席黃玉山在致辭時指，今年
湧現了不少新題材，主要圍繞消費與個人
成長，值得鼓勵。其中初級組冠軍宣道會
陳瑞芝紀念中學的4名中三學生，以「進擊
之子女」為題從創新角度探討父母為子女
「選擇」的消費模式，成員莫曉靜指，他
們透過同學間的訪問，找出父母給子女自
由揀選各樣消費品的規律，歸納出年輕人
希望父母能夠給予尊重，以有足夠的空間
去選擇自己的消費品。
昨同場亦舉行「第三齡消費文化考察報

告獎頒獎典禮」，嘉許一班50歲以上的參
加者，表揚他們積極探討香港有關年齡層
消費者面對的處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為「打通」就讀不同院校不同科目
課程學生的進修階梯，教育局昨日
公布資歷架構下學分累積及轉移的
政策及原則，包括不影響培訓機構
的取錄權；能減少就讀不同課程學
員重複學習情況；學分轉移具質素
保證等。局長吳克儉表示，新的政
策原則適用於資歷架構第一至七級
的資歷，涵蓋學術、職業和持續教
育界別，而機構可自願採用。他期
望院校及不同課程機構參考，優化
現行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並鼓勵
未有設立的機構按需要制訂學分轉
移制度。
署理教育局副秘書長翁佩雲補
充，培訓機構可建立學分累積及轉
移資料庫，例如申請學分轉移手

續、學分轉移的條件、過往成功個
案數字、與其他培訓機構簽訂銜接
協議等相關資料，並於網上清晰列
出，提高透明度。

全職運動員受惠免修三科慳兩萬
前全職空手道運動員陳枷彣2011年

獲體育學院推薦到教院修讀健康教育
學學士課程。她原本需要完成兩年共
45個學分，但基於她10年運動員生涯
及有相關經驗，終獲豁免3科共9個學
分。因修讀期縮短半年她更能善用時
間訓練，並節省了逾2萬元學費。她指
早在約10年前曾考慮入讀中大和港大，
但入學要求高，校方沒有考慮她運動
方面的貢獻，無法做到學分累積及轉
移，故申請不果，認為新政策更鼓勵
在職者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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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公布
資歷架構
學分累積
及轉移的
政策及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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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文化報告 中學生「我話事」奪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港島西醫院聯網昨
公布2014至2015年度工作計劃，以應付人口及醫療設
施老化，並會以提高服務質素及加強各醫院間的合作
為目標。港島西醫院聯網總監陸志聰表示，聯網內的
醫院將會增聘人手、擴充不同服務的名額及分流病人
至不同醫院，以紓緩單一醫院的擁擠情況。
港島西醫院聯網有7間醫院，截至去年3月共提供
3,135張病床，於2012至2013年度為30.6萬人提供服
務，當中約有60%來自南區及中西區。陸志聰表示，
南區及中西區的長者人數比其他地區為高，令醫療服
務的需求上升，因此計劃增聘護士、專職醫療人員及
病人服務助理。他續指，支援組別的人手尤其短缺，

例如清潔人員及保安，當局會加強招聘活動。

葛量洪設眼科手術室代瑪麗
為提升聯網手術室的服務能力，瑪麗醫院的眼科服

務將改由葛量洪醫院提供，該醫院會設立3個眼科手術
室，以進一步加強及整合眼科服務。陸志聰稱，葛量
洪醫院內的白內障中心將會增加設備，提升手術室的
規格，以預備接收不同眼疾的病人。而大口環根德公
爵夫人兒童醫院，每周將增設10個骨科手術室節數，
以提升外科手術服務的能力。
另外，瑪麗醫院每年將額外提供3,000個電腦掃描檢

查及150個肺功能測試的名額，亦會為急性缺血性中風

病人提供24小時溶栓服務，以及改善器官移植服務。
而為了紓緩瑪麗醫院的擁擠情況，該院情況穩定的老
人科病人將轉送至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及葛量洪醫院
繼續接受復康治療。
立法會財委會早前通過瑪麗醫院重建前期工程的搬

款申請，陸志聰表示重建不會影響醫院現有的服務，
亦將按原定計劃進行。
他續指，重建計劃主要是把醫院現時兩座病理大樓

搬遷至公務員宿舍，然後拆卸現有的兩座病理大樓作
重建。他又稱，醫院計劃於下年度將老人科的病人轉
送至聯網另外兩間醫院是恆常安排，與重建計劃無
關。

港島西聯網增人手分流病人

學分轉移政策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蔡雨詩）「工
作時間太長壓力好大，返到屋企個人變得
好躁，對小朋友無耐性。」有調查訪問過百
位工時長基層勞工，發現80%受訪者每天工
作 10小時或以上，最長更高達 13小時。
20.8%受訪者每天休息或用膳時間少於30分
鐘，甚至沒有基本用膳時間，勞工身心耗
損，影響家庭。調查團體建議立法規定標準
工時，並訂明超時工作的補償水平。
標準工時委會員將結束工時議題公眾參與

及諮詢，明愛社區發展服務在本年4月至6
月，在其轄下港九新界10個工作單位，訪問
120位每天工作9至13小時不等的基層勞工。
80%受訪者每天工作10小時或以上，當中
27.5%更工作高達12小時或以上。24.2%受訪
者每天休息或用膳時間少於 60 分鐘，而
15.8%更沒有休息或用膳時間下長時間工作。

冀多些時間照顧屋企子女
工人在長時間下勞碌不停，除身體勞損，

情緒及家庭問題亦日益惡化。「冇時間照顧
屋企，我同個仔無感情。」反映受訪者提出
合理工時主要原因是希望能照顧家庭和與家
人多相處、需要休息時間及減少身體和精神
勞損，分別佔32.5%及30.8%。
從事保安員的亞威，每天工作12小時，曾在

機場工作，僅來回交通時間已耗3小時。巡樓行
20幾層，來回走約1,700級樓梯，「返到屋企頭

又痛，個人變到好憂鬱，1個月先見仔女1次半次。」
他表示，規管標準工時可保障家庭生活，亦起碼給

予工人在賺錢與家庭中作調整及選擇。
調查得出55%受訪者認為合理工時為每日8小時，

組織建議政府盡快落實標準工時規管，並伴隨最低工
資時薪調整至中位數40元，而超額工作時數應獲補償
的水平為正常時薪的1.5倍。

36%殘疾人待業 促設就業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袁楚雙）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

就業關注聯席於今年4月至7月期間向182名殘疾人士進
行問卷調查，發現有約三成六人正在待業中，約一成半
殘疾人士更失業超過5年，主要原因為找不到合適工作。
團體促請政府盡早設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規定聘任1,000
名員工以上的企業，聘請最少5%的殘疾僱員。

適配職位助學以致用
調查同時訪問了459名健全人士對殘疾僱員的就業

意見，達99.8%市民支持殘疾人士就業。不過患有地
中海貧血症、身兼聯席主席的趙浩霖表示，協助轉介
殘疾人士應徵職位空缺的勞工處展能就業科未能充分
為申請者配對合適職位。至少擁有4個設計文憑證書
的他透露，早年向展能就業科申請職位空缺時，最終
只獲選擇派宣傳單張、保安、清潔等工種，卻從無找
到與其學歷相關的工作，「政府不斷勸你讀書，但你
畢業後的工種根本不能讓你學以致用。」
根據政府數據顯示，政府近年有多個機構均無聘請

殘疾僱員，包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藝術發展
局，而消委會、西九文化管理局過去5年亦只聘用1名
殘疾員工。聯席認為政府有責任帶頭聘用殘疾人士，
建議立法設定5%的就業配額，同時由政府及公營資助
機構、政府聘任的承辦商帶頭聘用殘疾人士，給予殘
疾人士自力更生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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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調查訪問過百位工時長基層勞工，發現80%受訪
者每天工作10小時或以上，最長更高達13小時。

蔡雨詩 攝

時下流行的減肥方法五花八門，養和
醫院高級營養師陳勁芝提醒，盲目

亂試減肥方法會弄巧反拙，「有些方式
可能表面有效，但長遠會構成健康問
題。」她表示，坊間流行的高蛋白質、
低碳水化合物減肥法，長期只攝取肉類
但戒絕所有澱粉質，會造成身體短暫脫
水，產生體重快速下降的錯覺，更會增
加痛風、腎石及骨質疏鬆的風險。
坊間亦有「蔬果汁減肥法」，用蔬果
汁代替正餐，每天只攝取 1,000 卡路
里，陳勁芝表示，這種方法未能提供足
夠營養，不建議持續使用。反彈風險極
高之外，亦不適合需要控制血糖的人
士。

運動量太大反效果
在內地工作十多年的41歲商人張先
生，今年初進行身體檢查時，體重高達
215磅，腰圍44吋，更發現患上糖尿
病、三酸甘油脂過高及脂肪肝。因「怕

死」毅然減肥，「以前一日5餐，日飲
至少一打啤酒，又煙又酒，連陪家中孩
子玩耍都感到吃力。」營養師為他制定
日攝約1,800卡路里、每日運動30分鐘
至40分鐘的減肥計劃，但張先生太心
急，自行改為日攝約1,300卡路里、每日
運動2小時，結果因運動量太大，食量
和飲水不足，一星期後患上痛風，需暫
時以坐輪椅代步。
後來，張先生嚴格遵從由營養師制定
的體重管理計劃，戒絕煙酒，在半年內
減去53磅，腰圍減至32吋，穿衣呎碼由
加加大改為細碼，而且脂肪肝和痛風消
失，糖尿和三酸甘油脂水平回復正常。

減肥非杜絕一切甜食
減肥亦不等於要徹底戒口。原本339
磅的Eric，在15個月內減去89磅，他形
容過程絕不痛苦，全因每星期都可「放
假」。為Eric設定體重管理計劃的養和
醫院高級營養師余思行表示，減肥不等

於要戒絕一切甜食、自助餐，甚至是多
油的雞煲，每星期也可以放鬆進食一
餐，「『放假』非常重要，如果減得太
清，會影響心理。一星期放鬆一次，其
實不會影響進度。」Eric亦表示，「為
了一餐『放假』，其他日子反而會更乖
巧，嚴格跟從餐單和做運動。」

余思行表示，近年參與體重管理計劃
的人士不斷增加，男女比例約為3：7，
「有趣的是，男性在特定時間內達成目
標的成功率比女性高，相信是因為女士
較心多，喜歡嘗試不同方法，結果反而
不夠專注，欲速不達。而且男士的新陳
代謝較快，亦有助減肥。」

偏方減肥欲速不達
「食肉」脫水不消脂患痛風 「飲蔬果汁」反彈風險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減肥蔚然成風，但如果用錯方

法，就會適得其反。有營養師提醒，坊間不少減肥法並不是真正有

效，例如「食肉減肥法」只脫水不消脂，「蔬果汁減肥法」反彈風

險極高，呼籲減肥人士諮詢營養師，度身訂造個人化餐單和體重管

理計劃，勿誤信偏方。而減肥亦不等於要戒絕一切甜食和自助餐，

最重要是堅持和耐性。

■時下流行的減肥方法五花八門，盲目亂試隨時弄巧反拙。圖中為張先生（左
一）、陳勁芝（左三）、余思行（右三）、Eric（右一）。 陳敏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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