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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戴面罩救H7漢 瑪麗5醫護隔離
未做最高規格感染控制 列密切接觸者獲處特敏福

74170人報考文憑試 減6.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繼去年12月經

立法會文件交代應屆文憑試日校考生報名情況
後，考評局昨正式公布整體考生數字，連同所有
學校考生及自修生，今年文憑試合共有74,170名
考生，較去年的79,615人減少6.8%。另一方面，
今年選報4個核心科目加1個選修科「4+1」的考
生人數比去年明顯減少近700名至7,980人，依總
考生人數比率計也由13%跌至12.8%，相反報考
「4+ 2」的比率，則由去年的 67.5%回升至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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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滋遺憾浸大中醫院難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浸會大學昨舉
行新聞傳媒茶敘，焦點落於即將於7月離任的校
長陳新滋身上。總括過往4年多的校長工作，陳
新滋坦言最遺憾是未能看到中醫教學醫院的成
立。他認為香港政府須成立中醫教學醫院，以滿
足院校以至社會需求，並認為香港可作為國際間
的參考。對於今日公布的財政預算，他期望政府
增加教育及醫療的投放，以提升整體社會的競爭
力。

挺珠三角建院 港發展最優先
陳新滋表示，中醫教學醫院最大困難是土地問

題，但該校會動用「所有可動用的資源」，諮詢
更多持份者，全力爭取成立中醫院，期望獲政府
支持。提到於內地發展中醫教學醫院的可能性，
陳新滋表示，北上建院是一條出路，認為隨着珠
三角未來與香港將形成「一小時生活圈」，有機
會配合當地資源成立中醫院，亦是一件好事，能
符合需求。但他表示，在香港發展中醫藥教學院
始終是浸大的最優先的次序，而內地和香港籌建
中醫教學醫院亦可同步進行。
即將離任的他表示，退休後將會無薪為浸大出

任籌款委員會委員，繼續服務大學。被問及與學
生關係時有起落，於早前畢業禮更與部分學生關
係緊張，陳新滋指，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己的政治
立場和理念，大學更是包容不同理念的場所，但
彼此要互相尊重和有討論空間。
至於新校長遴選工作方面，他指自己並非遴選

委員會成員，但以他所知目前委員會陸續會見潛
在人選，估計最快3月底會有初步結果，對於6月
底前有校長人選持審慎樂觀態度。

■浸大昨日舉行傳媒茶敘，一眾大學管理層大談
浸大的發展情況。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大學
女教職員要兼顧家庭及教學研究工作毫
不容易，為讓她們無後顧之憂投入工
作，中文大學今年特別設立「女性及家
庭友善政策專責小組」，正於校內3個
學院建設哺乳室，方便女教職員隨時使
用，並於今年推出「女性支援網絡」，
邀請資歷較深的女講座教授為有需要的
女教職員提供家庭及工作經驗分享。
中大校長沈祖堯昨率領一眾大學管理

層人員與傳媒進行新春茶敘，介紹校方
今年首推「女人政策」，以照顧女教職
員兼顧家庭及教學工作的需要，並成立
「女性及家庭友善政策專責小組」執行
相關措施，由副校長張妙清及霍泰輝擔
任小組主席。
張妙清表示，中大有約35%教職員為
女性，不少人生育後發現校內未有合適
的哺乳地方，「有些女同事說要偷偷地
去儲物室或洗手間泵奶，但這些地方並
不衛生」。因此校方正於崇基學院、善
衡書院和聯合書院各建設一間哺乳室，
料數月後可供女教職員使用。

推「女性支援網絡」邀老手分享
張妙清又指，女學者既要照顧家庭，亦要應付

教學及研究工作，壓力沉重，希望通過推出「女
性支援網絡」，邀請資歷較深的女講座教授或管
理層分享經驗，為有需要的女職員提供適切支
援。她指，現時大學教授有6年轉實任制年限，
女教授可因應需要，延遲實任考核年期，避免因
生育或家庭問題影響工作表現。
此外，負責中大校園規劃和發展的協理副校長

馮通透露，大學計劃在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
附近興建兩幢研究生宿舍大樓，耗資4.6億元，提
供676個宿位，5月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他指如
撥款順利通過，4年後將可落成，以紓緩宿位供
不應求。

■ 張 妙 清
指，中大哺
乳室料數月
後可供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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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扶貧小組
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殘疾人士的貧窮情況，30多
個相關團體出席會議表達意見。他們要求政府將
「護老者津貼」擴展至殘疾人士的護理者，政府
回應正考慮相關提議。會上亦有不少聲音希望政
府帶頭訂立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勞工及福利
局副局長蕭偉強表示，考慮到實際效用問題，暫
未有計劃推行。
政府於去年6月透過關愛推出「為低收入家庭

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讓2,000名護
老者受惠。蕭偉強表示，已交託香港大學檢討計
劃成效，會考慮將試驗計劃擴展至殘疾人士的護
理者。
昨日會上有多個團體批評政府未有帶頭聘用殘

疾人士，要求立法制定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總幹事盛李廉稱，雖然政府聲
稱現時聘用殘疾人士的比率佔整體公務員人數的
2%，但事實上在2002年至2012年間，平均每年
新入職的殘疾人士只有17.8人，但有169人離
職，「請1個走10個」，另外政府將平均每年

148人、在職中途變成殘疾人士的公務員亦統計
在內，顯示聘用比率大多屬「水分」。

蕭偉強：殘疾就業配額成效存疑
蕭偉強表示，配額制度已討論多年，觀乎外國
推行的經驗，成效存疑。他指有僱主寧以罰款代
替，或只為滿足額度而聘用殘疾人士，而非讓他
們做實質工作，認為聘用殘疾人士與否應考慮其
實際能力，「不是因為他殘疾而請」，否則「反
而令他們更難融入社會」。
他又說，勞福局已聯同其他非政府機構推出

《有能者·聘之約章》，鼓勵更多僱主聘用殘疾
人士；政府政策有適度優先聘請殘疾人士，並透
過《約章》貫徹政策，去年共新聘用80名殘疾人
士，相比2012/2013年度的30人，有明顯增幅。
另外，約20名殘疾人士團體代表昨日趁會議舉
行前，由金鐘海富中心遊行至立法會，希望制定
基本生活保障線，分析殘疾人士貧窮率時，必須
考慮殘疾人士的醫療復康開支，同時要求全面檢
討及改革殘疾人士的社會保障制度及就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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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政府建議在房屋署開設
一個常額總建築師職位，以應付因進一步提高公營房屋建
屋量目標所產生的額外工作量。新增職位後，政府每年平
均所需的額外員工開支總額為210萬元。立法會房屋事務
委員會將於3月2日會議討論有關事宜，當局其後會向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和財委會提交有關建議。
運輸及房屋局在昨日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現時房屋署
轄下的發展及建築處，須按照相當緊迫的時間表推行公屋
和居屋發展計劃。每年再增建約 4,000個居屋單位是一個
迫切的挑戰，亦會令現有人手不勝負荷，故急需增設一個
主管級專業職系人員職位，以確保增加公營房屋建屋量的
目標可如期達到。

額外員工開支年均210萬
而開設總建築師常額職位後，須增加的年薪開支為
1,552,800元，連同員工附帶福利的每年平均所需的額外
員工開支總額則為210萬元。
另外，房屋署亦會在2015至2016年度開設約150 個非
首長級公務員職位，以應付進一步增加公營房屋建屋量的
目標，估計所需增加的年薪開支約為6,800萬元，連同附
帶福利的開支總額則共達1.02億元。而按照慣常安排，開
設上述職位和建議的總建築師職位費用，可向房委會悉數
收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一對巧手，一顆堅持的
心，為現年55歲的蘭子帶來不一樣的人生。蘭子本來任
職長者照顧員，但隨年紀漸長，體力下降，想轉行卻遭
年齡歧視，後來報讀僱員再培訓局的「小丑藝術表演人
員基礎證書課程」，激發她扭氣球的天分，亦令本來內
向的蘭子變得更勇敢面對人群，從此展開人生新一頁。
她更與另外7名志趣相投、全是年過50歲的學員組成小
丑隊，希望憑各人不同的專長，「殺出一條血路」。
蘭子的人生原本與許多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婦女一
樣，小學畢業後到工廠打工，結婚後轉投主婦行列，辛
苦養大4名子女，後來報讀家務助理及長者照顧課程，
投身有關行業。但隨年紀漸長，長者照顧員這份工對蘭
子來說相當吃力，想轉行卻遭年齡歧視，「應徵店務
員，對方一知我年紀就叫我等消息」。去年9月，蘭子
報讀僱員再培訓局首屆的「小丑藝術表演人員基礎證
書」就業掛鈎課程，從此展開人生新一頁，「不再覺得
自己無用」。

初「驚到震」坐角落避演
蘭子形容以前的自己「素色」，不喜歡表現自己，不
敢面對人群說話，但擁有樂於助人的心，經常做義工，
任職長者照顧員期間更深切體會到開心生活的重要性，
很希望自己可以將歡樂帶給別人，故得悉再培訓局開辦

課程便即時報名。由於課程旨在訓練學員成為
藝術表演者，內容當然涉及公開表演，這基本
的教程卻曾令蘭子「驚到震」，上課初期「都
會坐在角落，希望不要被點中」，不過當然沒
可能，反而每堂要在十多名同學面前表演，
「久而久之亦習慣了，大膽了好多」。
做小丑、扭氣球、玩魔術、耍雜技、演默
劇，全都是課程內容的一部分，蘭子說「化小
丑妝後就如『上身』，個人都會high（興奮）
點」，而且自己最叻「扭波」，尤其「扭
花」，「情人節扭了好多」，她更會與其他學
員一齊研究更多氣球花款，例如堪稱最賺錢的
迪士尼動畫人物—《冰雪奇緣（Frozen）》女
主角艾莎（Elsa），亦不會難倒蘭子。

盼組師奶小丑隊「殺出血路」
課程完結後，蘭子與一眾學員在課程安排下曾到商場

表演，她與另外7名全部年過50的學員更組成小丑隊
「好好丑丑」，曾於區議員活動上表演，早前更於荃灣
年宵市場擺檔賣扭氣球，銷情不俗，可以戴上頭的獅頭
氣球非賣品尤其矚目，而最好賣的則是艾莎與水仙氣球
花。蘭子表示，擺檔不為賺錢，只想學以致用，但她確
實希望由退休人士及「師奶」主婦組成的「好好丑

丑」，能夠「殺出一條血路」，希望多做生日會及老人
中心的表演工作。
是次課程由再培訓局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和仁愛堂合

辦，為期10周，主要是全日課程，合共156小時。信義
會就業主任黃雋彥表示，課程對象本為年輕人，但最終
報讀的至少八成50歲或以上，「雖然如此，但他們的
能力一樣高。」
他指課程教授基本投巧，但一眾學員夠勤力，會繼續
自學，基於反應良好，已準備今年4月再開班，讓更多
「少老（young old)」度過更有趣的下半生。

護老婦學演小丑護老婦學演小丑 氣球扭出新生氣球扭出新生

■蘭子(左二)與「好好丑丑」一眾成員早前於荃灣年宵市場擺檔
賣扭氣球，銷情不俗。 陳敏婷 攝

染愛滋創新高 男男最細10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本
港新增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再創歷
年新高，男男性接觸群組更呈年輕
化趨勢。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去年
651宗新增個案中，逾半透過同性或
雙性性接觸受感染，男男感染群組
年齡中位數更連續 4年下跌至 31
歲，甚至有10歲至19歲青少年群組
受感染。同時，調查發現男男性接
觸者感染率為5.85%，加上對親密伴
侶使用避孕套比率低，反映年輕男
男群組保護意識薄弱，當局宣傳及
教育結果未如理想，各方面仍需努
力。
男男性接觸群組感染愛滋病病毒

情況，近年不但呈年輕化跡象，感
染率更有持續上升之勢。衛生署衛
生防護中心顧問醫生黃加慶昨日表
示，中心去年共接獲651宗感染愛滋
病病毒新增個案，按年增加16.4%並

錄得歷年最高升幅，新增個案中有
378人透過同性或雙性性接觸受感
染，數字維持高企。此外，有124人
經異性性接觸受感染。

男男中位數續跌至31歲
黃加慶續指，自1954年以來，本

港呈報感染個案累積至6,993宗，整
體感染者中以30歲至39歲群組佔大
多數，但去年男男性接觸者卻以20
歲至29歲為大多數，感染年齡中位
數更由2010年起，持續下跌至去年
31歲，甚至有10歲至19歲青少年群
組受感染，情況令人憂慮。
防護中心去年亦針對男男性接觸

者進行調查，從1,026名男男性接觸
者中收集到564個尿液樣本測試，發
現整體愛滋病病毒感染率為5.85%，
較2011年同類調查的4.15%，升幅
近50%。黃加慶稱，呈報個案年輕

化，反映不少步入成年的男男群
組，其保護意識薄弱，剛有性行為
即受感染，直言有關情況過往從未
發生。

戴套少 愈親密愈危
同時，調查發現受訪男男性接觸

者，對有感情關係伴侶及固定性伴
侶使用避孕套比率，只有 65%及
70.3%，比非固定伴侶及男男性工作
者的80.6%及89.1%，使用率明顯較
低。黃加慶認為男男性接觸者使用
避孕套情況不足，愈親密反而愈危
險。他又指，本地群組正面對來自
內地的挑戰，因內地整體男男性接
觸者感染率高達10%，部分城市情
況隨時更惡劣，加上暫時對壓抑男
男性接觸感染未有「良方妙藥」，
坦言要提高避孕套使用率是難題之
一。

■黃加慶表示，男男性接觸群組感染呈年輕化趨勢，
反映當局宣傳及教育結果未如理想。 郭兆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前日確診感染

H7N9甲型禽流感的61歲男子，昨日仍在瑪麗醫

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衛生署衛生防護

中心指出，5名瑪麗醫院醫護人員為該名病人急救

時，並無佩戴面罩，未有做到最高規格的感染控

制措施，已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並獲處方特敏福，

需隔離接受醫學觀察。康文署轄下位於西貢的麥

理浩夫人度假村已改作檢疫中心，沒有出現病徵

的密切接觸者會獲安排入住並接受檢疫，包括該5

名醫護人員。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昨日指出，至今已追蹤到
病人的17名密切接觸者，包括1名病者家人、7名

曾與病者入住瑪麗醫院同一病區的住院病人、3名曾與
病者於同一私家診所求診的病人及其中1人的1名同行
者，及該5名醫護人員。現時除了1名瑪麗醫院病人未
聯絡得上外，其他人均沒有出現病徵。該5名醫護人員
分別為1名麻醉科醫生、1名病房服務助理、1名手術室
助理及2名護士。

料救人心切慌亂 病人否認逛禽市
醫管局港島西醫院聯網感染控制主任鄭智聰相信，該

5人是救人心切，在慌亂當中立刻搶救病人，故沒有做
到最高規格的感染控制措施。他解釋指出，該名病人發
燒並送院時，曾在清醒狀態下否認有到過活家禽市場，
院方已盡最大努力做風險評估。他表示，如早知是
H7N9患者，會要求醫護人員進行插喉等高科技程序
時，除了要佩戴N95口罩外，亦要戴上面罩，惟該5名
醫護人員急救時仍未知患者確診。
鄭智聰續稱，該名病人情況轉差並接受H7N9測試

後，才從其家人口中知悉病人曾在東莞接觸活家禽。但
他指出，該名病人本身有多種長期病患，在內科病房確
診肺炎時已獲處方特敏福，並無延醫情況。他又承認，

縱然N95口罩已有保護作用，故並非每名醫護人員都做
到最高規格防疫，但不能掉以輕心，「不怕一萬，至怕
萬一。」

流感再殺18人 梁挺雄：料屬反覆階段
另一方面，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截至中午的24小

時內，再有17宗因嚴重流感死亡個案；早前呈報的個
案中，新增1人死亡，由年初至今累計死亡人數增至
272人。梁挺雄表示，數據初步顯示流感有輕微回落趨
勢，相信屬於反覆階段，流感高峰期仍會持續一段時
間，市民不能掉以輕心。

■■本港正處於流感高峰期本港正處於流感高峰期，，瑪麗醫院內絕大部瑪麗醫院內絕大部
分患者及其家屬都有佩戴口罩分患者及其家屬都有佩戴口罩。。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