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陳啟恒 2015年12月24日（星期四）

東華嘉年華開幕「甩轆」
機動遊戲多未玩得 主辦方仍信能吸百萬客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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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虹）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OECD）於2012年曾發佈指，
本港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及護士等復康輔
助醫療專業人士數量均只為其他富裕國家的
三分之一。香港精神科醫學會昨日公佈「香
港精神科醫生的工作概況調查」，發現所收
集的339份回覆問卷中，絕大多數受訪醫生
不滿本港精神科資源分配及長遠精神健康政
策，近70%受訪醫生更對病人深受社會不公
平對待及歧視而感到沮喪。有精神科專科醫
生引述指，曾有小童因畏懼他人目光而躲於
廁格內服藥，為病人遭遇感不值，促請社會
停止對該類病人的標籤。

70%醫生對患者受歧視感沮喪
學院於上周六至本周一期間，以問卷形

式訪問在公共及私營機構任職的精神科專
科醫生，成功收集了339份回覆。結果發
現，逾80%受訪醫生對本港精神科資源分
配不足及缺乏長遠精神健康政策的情況感
到沮喪；近70%更因精神病患者深受社會
不公平對待及歧視而感到沮喪。
學院精神科專科醫生李明冲引述求診個案

指，曾有就讀小三的男童表示，因畏懼他人
目光而躲於學校廁格內或後樓梯服藥，更有
母親為說服長輩其年幼女兒患有自閉症等精
神疾病，而耗時兩年，延誤治療。他形容以
上情況均令他感到無奈，又為病人遭遇感不
值，批評社會常向精神病患者投以一個負面

目光，導致病人亦存在「我有病、有問題」的先入為
主觀念，嚴重影響病人病情，甚至釀成自我認同障
礙，促請社會停止對該類病人的標籤。
學院副院長（教育事務）陳國齡坦言，現時本港精
神科專科醫療需求極為供不應求，學會現有361名已
登記精神科醫生，另有129名正值培訓中，按照此數
量，估計一名醫生須服務約10萬名市民，人口比例
差距嚴重。
陳國齡指出，部份公營機構精神科新症輪候時間平

均長達約三四年，加上大部分醫生在每個門診時段平
均有逾30名病人，故估計平均每名病人只有約6分鐘
診症時間，「對於需要長談的精神病患者來說，這診
症時間過短。」
對於有立法會議員於上周三發表疑似歧視精神病

患者的言論一事，陳國齡認為，言論不但醜化精神
病患者，亦正反映現時社會對該類患者的偏見及歧
視，有糾正必要，因此學會進行是次跟進調查，以
真憑實據道出真正的現況。

總佔地5.8公頃、以新世代科幻想像為主題的「東華慈善嘉年華」，原定於周一
（21日）在前啟德機場跑道開幕，但未獲機電署發牌，故要把開幕日期延至

昨日，直至2016年的3月28日，橫跨平安夜、聖誕、除夕、農曆新年及復活節多
個重大節日。

僅開8設施 料下月全玩得
不過，昨日在場內所見，可以玩樂的遊戲設施暫僅有8個，包括瑞士新造的「陀
飛輪」、樓高27層的「極速空降跳樓機」及「超級紐約滑梯」等，尚有近14部遊
戲設施未到場。
主辦單位表示，嘉年華合共22個遊戲設施，部分機動遊戲仍在運送過程當中，
包括「瘋狂碰碰車」、「雙層旋轉木馬」、可盪至13米高空的「鞦韆樹」及迷你
海盜龍等，預計到下月初才能全數啟用。機電工程署發言人回覆本報查詢時稱，署
方現收到18個申請，批出11個設計批准及6個使用及操作許可證。

網民創意玩法：陀飛輪上吃杯麵
主辦單位為「力谷」全球首現、瑞士新造的「陀飛輪」，在社交平台舉行遊
戲，尋找最具創意的玩法，合共有2,700人留言，當中25名最有創意的得獎者到場
試玩。以「在陀飛輪上吃杯麵」留言得獎的葉先生，享有單人試玩，在「迴環立體
式」的旋轉下對抗地心引力，他表示，玩畢後有「作嘔」的感覺，在座位上感到天
旋地轉，因為機器向着不同方向旋轉，感到「個人好似四方八面的轉」；而120元
的一次試玩費用是可以接受，亦打算試玩有27層樓高的「終極跳樓機」。
不過，記者昨在現場所見，現場可供玩樂的機動遊戲寥寥可數，當中最刺激可

說是「陀飛輪」及「終極跳樓機」。至於去年美國「Super Bowl超級碗」活動期
間熱爆紐約時代廣場的6層樓高超級滑梯，亦首度在港亮相，但市民試玩時疑因滑
力不足而在起伏位停下，需用手輔助。
主辦單位表示，嘉年華在12月23日至27日推出「開心家庭慈善體驗日」，市民
可以20元入場，並免費試玩指定的機動遊戲一次，詳情每晚將在網上公佈。

情侶入場嘆「咁少嘢玩」
首批進場的市民林太攜同其兩歲女兒進場，她表示，場內有部分兒童設施較合
適，而且昨日可以20元進場，直言「較為抵玩」，她們亦考慮日後到中環海濱的
歐陸嘉年華遊玩。不過情侶丁小姐及羅先生就感到失望，丁小姐指，特意到場看看
有什麼特別的機動遊戲，但「咁少嘢玩，好似未準備好」，又認為會場較偏僻，感
到不方便。
主辦單位表示，已安排免費穿梭巴士來往油塘港鐵站至會場，約每3分鐘至4分
鐘一班。另外，市民如有需要可於網上購票，12月28日或以後，成人入場門票為
180元，內含機動遊戲面值120元、攤位遊戲面值40元及入場費20元。因每個機動
遊戲試玩價格不一，市民手持的遊戲卡可進行充值，每次增值限額為10元至4,990
元不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首屆東華慈善嘉年華可謂波折重
重，先是部分機動遊戲未獲機電工程署發出使用及操作許可證，故
須延遲兩天才能開幕，再有約14部機動遊戲及設施仍未抵港，致昨
日開放首天場面較冷清。不少機動遊戲及攤位未準備就緒，有工人
仍在場內鋪水泥及電線，有市民親睹現場後都不禁大嘆「咁少嘢
玩」，主辦單位解釋，因部分機動遊戲較新，例如可盪至13米高空
的「鞦韆樹」及海盜灣迷你高爾夫樂園等，需要時間從外地運送抵
港；又稱嘉年華定位與中環海濱的歐陸嘉年華不同，不擔心會被
「搶客」，料能吸引近100萬人次到場。

「備戰」兩載迎《星戰》迪園睇好「BB-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電影《星球大戰：

原力覺醒》上演，除了電影內一番激戰，在港亦掀起
一場商品銷售爭霸戰。在2012年全資收購，並擁有本
屬盧卡斯影業旗下《星球大戰》版權的華特迪士尼，
亦趁着電影勢頭推出一系列的周邊商品及玩具，香港
迪士尼樂園亦早於兩年前作準備，推出經典《星戰》
產品，如黑武士（Darth Vader）及白兵（Stormtroop-
er）為主題的商品作前哨戰，及後窺中新戲角色新款機
械人「BB-8」有機會「跑出」，遂推出與智能手機配
合的玩具，在最近6周已售出3,000個，料《星戰》熱
潮會帶動迪士尼商品銷售。
《星戰》熱潮不可小覷，單是各大商場的展覽及電

視、網上的宣傳攻勢亦可見一斑，香港迪士尼樂園商
品營運綜合策劃經理陳偉賢向本報記者表示，每逢電
影上映，必定會帶動周邊商品及玩具的熱潮，而香港
迪士尼亦早在兩年前作準備，推出經典《星戰》產
品，如黑武士（Darth Vader）造型的水杯、激光劍及
衣服等。及後率先收看電影部分精華時，發現新角色
機械人「BB-8」有機會「跑出」，猶如《魔雪奇緣》
的「白雪皇后」愛莎（Elsa）受市民歡迎，故推出新
產品。

「BB-8」6周已售3000個

陳偉賢指，「BB-8 電子機械人」（BB-8 App-En-
abled Droid）可與智能手機連接並進行操作，如作
「探測」、「攝錄」及「移動」等功能，市民可錄製
短片給好友，經智能程序呈現短片，傳情達意，在最
近6周已售出3,000個，需要補貨。他續稱，《星戰》
的產品多以男性為主，但他亦冀吸引女性及小朋友，
故推出女裝《星戰》衣服及玩具，合共200個《星戰》
系列的周邊商品發售，當中70%是經典系列，30%是涉

及新戲，並預計《星戰》熱潮會持續至少1年。
他表示，《星球大戰》首集早在上世紀70年代播

放，至今已播出至第七部曲，直言「已儲落唔少粉
絲」，加上今年以年輕人及女性入手，預料會因而帶
動迪士尼商品銷售。他續說，在2016年將會推出不同
系列的主題服裝，以吸引4歲至8歲的小孩，而2016年
的商品數量將是今年的1倍，故看好未來迪士尼商品銷
售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天氣
乍暖還寒，今晚平安夜最高氣溫更升至
24度，有機會成為自1961年以來最暖的
平安夜。蘭桂坊協會總監方亮璇向本報
記者表示，現時餐飲訂座率約70%，預
料今晚場內入座率高達90%，人數為3
萬多人。至於停辦兩年的尖沙咀廣東道
平安夜倒數亦持續停止，市民可到各大
商場欣賞燈飾，或到動漫基地玩樂一
番，度過一個溫暖和有愛的聖誕。
今晚便是平安夜，近5年香港有不少
平安夜倒數活動，但尖沙咀廣東道的商
場倒數，自去年因不同事宜而取消。
蘭桂坊協會總監方亮璇向記者笑說，
蘭桂坊平安夜倒數是由市民自發；不過
今晚的餐飲訂位情況未如理想，僅70%
的訂座率，較去年同期的80%為少，但
相信今晚會有「自來客」到場，料入座

率高達90%。
方亮璇稱，今年平安夜的餐飲稍為便

宜，由去年的400元至1,000元，跌至
今年200元至700元，加上今年9月至
12月中旬的生意額亦按年下跌20%，直
言市道不太好。他表示，協會在明年會
多做宣傳功夫，如從3月份起，每個月
推出一兩個活動，冀能「吸客」救市。

動漫基地迷你四驅賽迎佳節
除蘭桂坊外，市民亦可到全港多處地

點歡度獨特有趣的聖誕，如灣仔動漫基
地於今日下午將舉行「迷你四驅車比
賽」，晚上亦有豎琴表演；尖沙咀漆咸
道南則有「vGo Market聖誕市集」，有
多位本地音樂人演出的 live band
show，亦有多個工作坊及大型影相區，
一次滿足各個好友的願望。

今晚料24度 勁暖平安夜 藥劑師提醒：解酒丸未必解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今日

是平安夜，市民出外慶祝時難免飲酒狂
歡，不過有藥劑師表示，現時市面上的
所謂解酒丸未經證實能夠解酒，其解酒
功效成疑，呼籲市民切勿盡信解酒丸的
功效，並強調現時並沒有特快方式解
酒，只能靠多喝水排走體內酒精。
香港藥劑專科學院認可顧問藥劑師鄭

綺雯表示，市面上不少解酒丸含有葡甘
露聚糖、半胱氨酸，甚至有中藥成分如
人蔘、果酸等，但現時並沒有科學研究
證明上述成分能夠解酒，只能促進新陳
代謝及增加體內的營養。
她又指出，不少解酒丸的包裝上聲

稱能夠「防止大腸吸收酒精」、「迅
速吸附胃內的酒精」、「減少酒精進
入血管」等，但「可以防止大腸吸收
多少酒精？可以減少多少酒精進入血

管？根本沒有研究證明吃解酒丸後便
可保持清醒」。她又提醒市民不要盡
信解酒丸的功效，並強調現時並沒有
藥物能夠解酒，只能靠多喝水來排走
身體內的酒精。
鄭綺雯續稱，上述聲稱會令市民混

淆藥物的功效，而藥物的名稱和包裝
上的聲稱，亦往往會令市民誤以為該
藥物能夠解酒，「但其實包裝上冇講
過可以解酒及防醉，只是市民諗多
咗」，故難以用商品說明條例來控告
有關廠商。
另外，過度飲酒亦會出現頭痛及作

嘔徵狀，鄭綺雯提醒市民每日切勿進
食多於6粒止痛藥或吸收多於4克撲熱
息痛，如進食過量止痛藥，會令肝臟
的負荷增加，肝臟無法解毒，從而增
加血液中的毒素，甚至中毒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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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慈善嘉年華
日期：2015年12月23日至2016年3月28日
地點：前啟德機場跑道
開放時間：23/12/2015-3/1/2016：11am-11pm
4/1/2016起（星期一至四）： 3pm-11pm
（星期五、六、日、公眾假期及指定日子）：11am-11pm
交通安排：免費穿梭巴士往來油塘港鐵站至會場，

每3分鐘至4分鐘一班
資料來源：東華慈善嘉年華 製表：記者楊佩韻

票務資訊
類別

開心家庭慈
善體驗門票

一般門票

英國皇家絕
技團門票

資料來源：東華慈善嘉年華 製表：記者楊佩韻

日期

23-27/12/
2015

28/12/2015
-28/3/2016

23/12/2015
-28/2/2016
（逢星期一休
息）

費用

入場費＄20

$180

VIP $480 /
A 區 $290
/
B區$240 /
C區 $180

內容

免費試玩指定一
項機動遊戲一次

包 括 入 場 費
＄20＋攤位遊戲
面值＄40＋機動
遊戲面值＄120

內含電單車極速
激戰

■■市民試玩市民試玩「「紐約超級滑紐約超級滑
梯梯」」時疑因滑力不足而在時疑因滑力不足而在
起伏位停下起伏位停下。。 楊佩韻楊佩韻 攝攝

帶女入場

太少嘢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