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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第15/080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7月14日

頭獎：-
二獎：$1,476,960 （1注中）
三獎：$36,800 （107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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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仁醫大放義彩
膺社區愛心商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醫者仁心仁術，無

私奉獻值得表揚。牙科醫生趙汗青及中醫師林家揚
利用個人專業知識，過去多年服務內地、香港及東
南亞國家的基層市民，雙雙奪得社會福利署頒發的
傑出「社區愛心商戶」獎項。兩人不約而同說，自
己既然有能力，應當雪中送炭，幫助有需要的人，
同時埋下社會助人互助的種子。

逆境友愛鍛丹心 過省跨國護苗齒
趙汗青15歲來港，與嫲嫲、父親蝸居於土瓜灣僅
40多呎的劏房，笑言在廁所洗澡時，伸手即可碰到
炒鑊。生活窘困、廣東話跟英文通通不諳，他卻憑
着堅毅精神，成功考獲香港大學修讀牙醫課程，尤
其感謝中學的師兄師姐當時為他補習、又大方借出
筆記。
昔日得到別人無私的幫助，趙汗青希望將這份精

神承傳下去。他自2011年起，即單人匹馬前往尼泊
爾、四川、青海等地，為有需要的人進行牙齒檢
查，2013年成立香港苗齒協會，吸引更多牙醫及護
士加入。協會目前平均每年到訪外地一至兩次進行
牙科檢查，香港就進行兩至三次的相關活動。

辭職志助特殊兒 義充長者「世侄」
曾於醫管局擔任中醫師的林家揚，數年前已經到

內地幫助有特殊需要兒童；一年多前與香港聖公會
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合作，於坪州展開義務醫療
服務，為大約70戶的獨居長者提供上門拔罐、推拿
及艾灸等治療，每個月一次。有長者離遠看見他，
會大喊「世侄，你來了！」箇中滿足感難以言喻。
他說，希望感染更多人，以生命影響生命。

義彩燃亮社群 300商戶獲嘉許
社會福利署昨日舉辦2015年社團義務工作經驗分
享會暨「社區愛心商戶」嘉許禮，表揚近300個無
私奉獻、不問回報的「社區愛心商戶」、「社區是
我家」的居民義工隊及地區團體等。大會以「綻放
義彩 燃亮社群」為主題，期望推動更多市民加入
義工行列，為身邊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由社會福利署成立的「義工運動」，截至2015年

6月底，已經有超過2,700個團體登記為「義工運動
參與機構」，登記義工總數超過125萬人。社團義
務工作推廣小組召集人方競生表示，今年參加嘉許
禮的機構及商戶較去年多出一倍，當中首次參與的
佔去一半，認識成績相當令人鼓舞。

護鯊團體抗議
促UPS停運魚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着鯊魚處於瀕危的
風險，愈來愈多市民選擇不吃魚翅，以保育鯊魚。
有關注海洋生態的團體昨日到一間國際速遞公司舉
行「反魚翅」示威，呼籲速遞公司停止運送魚翅。
不過，有關速遞公司則否認有關指控，並聲言會就
指控造成的損失作出索償。
野生救援香港和香港護鯊會約30名成員，昨日上
午到「聯合包裹服務」UPS位於九龍荔枝角的服務
中心外進行「反魚翅」示威，並向UPS遞交由約16
萬名全球各地護鯊關注者簽署的請願信，促請UPS
停止運送魚翅。今次示威為「UPS向魚翅說不－全
球行動日」的首站，期後哥斯達黎加、美國、德
國、新加坡、墨西哥及澳洲亦會進行同類示威活
動。

■趙汗青發揮助人精
神，成立香港苗齒協
會。 翁麗娜 攝

■林家揚希望感染更多
人，以生命影響生命。

翁麗娜 攝

32%打工仔盼「創新」振港競爭力
冀政府規劃教育政策配合發展需要

過半對未來乏信心 三成憂政治問題拖後腿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屬下分會浩洋青年商會於今
年4月至6月訪問了520名香港在職人士，發現逾半受
訪在職人士對香港未來5年的發展信心不足，以10分
為滿分，平均分亦只有4.8分，32%受訪者認為政治問
題成為香港產業發展停滯不前主因，更有45%受訪者
認為現有四大傳統產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
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發展空間不足，認為足夠的
只有11%，43%受訪者認為有需要重點發展六大產業
及提倡創新產業。
要加強本港在國際間的競爭力，32%受訪者認為
「創新力」最重要，惟同時有28%受訪者自覺缺乏創
造力。負責調查的浩洋青年商會昨日於研討會上表
示，受訪者的期望與對自身的評價出現落差，政府有

需要於規劃教育政策時更配合社會發展需要。

商會倡產業多元化發展經濟
商會又建議政府於政策上要多提倡產業多元化發

展，以免陷入產業單一化的困局。面對受訪者對本港
未來發展的信心不足，商會建議各界減少政治爭拗，
集中發展經濟、民生，鞏固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以免被邊緣化。
獲邀擔任研討會嘉賓的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

光昨日表示，社會近年增加有關對「創新」一詞的討
論，包括需否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他重申，支持成立
創科局，又指「既然遲早都會通過，希望不要太多爭
拗，反而要思考如何做得更好」。
他表示，環顧本港周邊的競爭對手，只有本港未有專

責政策局負責科技政策，反映有成立需要，大部分業界
人士都支持成立創科局，惟有小部分擔心政府會因而加
大干預，「有兩種聲音是好正常，所以我們更應該監察
政府，讓局方協助業界之餘，不要過度干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社會近年

大力鼓勵創新，有本港青年商會調查發現，

45%受訪在職人士認為現有四大傳統產業發

展空間不足，認為足夠的只有11%，32%受

訪者認為「創新力」最能夠增強香港在國際

間的競爭力，惟同時有28%受訪者自覺缺乏

創造力，期望政府規劃教育政策時更配合社

會發展需要。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

則重申，支持成立創科局，不希望議會對事

件有太多爭拗，反而要思考如何完善政策。

■野生救援香港和香港護鯊會約30名成員昨日到
UPS服務中心外進行「反魚翅」示威。

主辦單位供圖

■■浩洋青年商會冀政府能規劃教育政策以配合社會發展創意的需要浩洋青年商會冀政府能規劃教育政策以配合社會發展創意的需要。。 陳敏婷陳敏婷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嘉敏）近
年學生自殺的報導不時出現，甚至有年輕
化的趨勢，情況令人憂慮。有見及此，香
港城市大學進行相關調查，發現近四成小
學生及約一半的中學生有焦慮或抑鬱的狀
況，因而提倡正向心理學，協助學生以正

面及樂觀的態度面對困難。
為了解個人心理因素對抑鬱及焦慮的

影響，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科學系聯同禮
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在去年3
月至8月，以問卷形式向300多名9歲至
13歲的兒童及200多名12歲至16歲的青

少年進行調查。
調查結果題示，有近四成（36.4%）的

小學生及近五成（47.1%）的中學生屬可
能焦慮或明顯焦慮個案，另外有近三成
小 學 生 （32.3% ） 及 四 成 中 學 生
（43.6%）屬可能抑鬱或明顯抑鬱個案，
情況相當普遍，而數據同時顯示中學生
在焦慮及抑鬱程度均較小學生為高。

家庭紛爭 子女成磨心難受
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郭黎玉晶

指出，家庭紛爭是學生患上焦慮及抑鬱
的主因。不少家長在爭執時都會忽略子
女的感受，例如媽媽會吩咐女兒「你叫
爸爸多拿『家用』回家，不然沒有飯吃
了！」，此時子女便會成為「磨心」，
感到無所適從。因此郭黎玉晶提醒家長
應與子女每日傾談，藉此注意子女的情
緒及行為變化，例如他們會否對以往的
嗜好及愛好失去興趣，以至食慾不振、
不願與人溝通皆為抑鬱及焦慮徵狀之

一。若發現問題，就應盡早尋求專業治
療。
郭黎玉晶期望透過遊戲、小組分享等

形式推廣正向心理學，讓學生發展正面
和樂觀的生活態度，以減低焦慮、抑鬱
甚至自殺念頭，協助他們積極面對生活
中的困難。她亦指有29名中、小學生在
參與相關活動後，在快樂感及所感受到
朋友的支持等項目得分上較未參與前的
調查為高，顯示心理健康質素有明顯改
善。

「DIY」鑽牛角尖 聽音樂解壓
來自單親家庭的李同學過往甚少與父

親交談，縱使有溝通亦只有流於表面
上、簡短形式的對答，故遇上學業問題
時都傾向獨自解決，甚至會「鑽牛角
尖」，最後產生焦慮的情緒。不過在參
與計劃後，李同學懂得利用音樂釋放壓
力，可借助不同類型的音樂宣洩各類情
緒，減低不必要的焦慮感。

近半青少年焦慮抑鬱 需「正向心理」

■■城大應用科學系聯同禮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城大應用科學系聯同禮賢會彩雲綜合青少年
服務中心提倡服務中心提倡「「正向心理正向心理」」對抗不快情緒對抗不快情緒。。

毅進生分享 課程實用助升學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嘉敏）毅進計劃昨日舉

行課程資訊日，毅進文憑課程管理委員會主席梁任城
表示，本年將有七所院校開辦逾4,000個學位、提供逾
190個選修課程，至今已有3,000名學生報名，情況與
去年相若；今年申請截止日期為7月16日下午4時，而
同學會在翌日得知獲取錄與否。有畢業生表示，毅進
課程實用，相信對日後升學甚有幫助；也有同學對紀
律部隊課程情有獨鍾，認為前途穩定。

專業課程銜接易 DSE「失手」有出路
毅進商業學畢業生陳同學以過來人身份分享時表
示，求學時得知工程業人手短缺，故繼續升學時轉讀
IVE工程學。不過，她表示，過往的努力沒有因此而
白費，因為修讀毅進時已修讀較艱深的數理科目，故
輕易銜接上工程學課程。
另一名毅進畢業生楊同學指，文憑試取得「3344」
成績，但英文科失手，且對重考英文沒有信心，故選
擇修讀毅進心理學課程，現已銜接嶺南大學副學士課
程。她認為，毅進課程相當實用，為日後成為臨床心
理學家打好基礎。

救急扶危考消防 福利好前途穩
應屆文憑試考生梁同學自小已立志做消防員，認為

消防員能救急扶危，薪酬福利又好，前途穩定。有相
同志向的李同學是航海訓練學校學生，由於在學校已
有相關體能及步操訓練，相信自己有能力應付消防員

在體能上的嚴格要求。兩人均對紀律部隊課程感興
趣。
20歲的袁同學已報讀毅進樹木檢查及護養課程。她

去年應考文憑試後因目標尚未明確，故選擇先到澳洲
工作假期，旅程中對接觸大自然產生興趣。她期望完
成課程後繼續升學，考取更高學歷。

西瓜節擺陣試食「玉蘭傾城」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喆彤）一年一度的西
瓜節今年從屯門移師到沙田公園舉行，昨日不少市民
特地來趁熱鬧，買一個本地有機西瓜回家嘗鮮。有農
戶指出，今年收穫的西瓜長得好，特意帶了逾千磅西
瓜參展，更準備了不少西瓜供市民試食，吸引力大
增，其中漁護署今年主題西瓜「玉蘭」，因大受歡
迎，至11時半已經停止開瓜試食。
西瓜節在本周末於沙田公園結客場舉行，除了出售
本地有機種植的西瓜外，更有不少夏日時令蔬果出
售，如秋葵、茄子、蜜瓜、龍眼等。約上午10時許，
已有不少市民到場選購。多數受訪市民都稱屯門地處
偏僻，因為移師沙田才特地來逛逛，亦為支持本地農
業而買新品種西瓜回家當「手信」。

黃紅品種「鬥麗爭妍」
健康有機農場每年都參加西瓜節，檔主梁本堅透
露，這次西瓜節在沙田舉行，位置沒有屯門偏僻，故

特意多種了西瓜參展，更強調收成較往年多了兩倍，
是次西瓜節準備了1,500磅西瓜，希望能在1日展銷期
內售罄。該檔出售西瓜品種分別為黃肉西瓜「玉
蘭」、黃皮紅肉的「戴安娜」、紅肉的「黑美人」及
「黑美人168」，叫價每磅48元，檔主指每種瓜都好
賣，推斷漁護署的主題瓜「玉蘭」應該會有較多人感
興趣。他續指，因大部分西瓜都長得好，故今年破例
讓市民試食西瓜，就記者現場所見，很多市民參與試
食後都會買一兩個西瓜回家。

顧客「試新嘢」「撐有機」
楊小姐與女兒一起買了一個黃肉西瓜玉蘭，她表示

一家四口除了女兒外都喜歡吃西瓜，因從網上知道有
西瓜節，加上位於住處附近，故特意來買一個小西瓜
「當試新嘢」。一個西瓜要價約180元，她認為當作
支持有機農業的話可以接受，「大西瓜都可以試，但
我怕貴。」

馮小姐買了紅肉小西瓜「黑美人168」和黃肉西瓜
「玉蘭」各一，每個約250元，她認為價錢偏貴，但
因特地過來支持有機農產品，一家十口都會吃西瓜，
所以決定買兩個回家與家人分享。

▶楊小姐與女兒一起買
了一個黃肉西瓜「玉
蘭」。 楊喆彤 攝

▲陳先生與太太買了一個
黃皮紅肉西瓜「戴安娜」
嘗嘗鮮。 楊喆彤 攝

■■毅進計劃昨日舉行課程資訊日毅進計劃昨日舉行課程資訊日，，向學生向學生、、
家長及老師介紹課程特色家長及老師介紹課程特色。。 林嘉敏林嘉敏 攝攝

■梁任城表示，至今已有3,000名學
生報名。 林嘉敏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