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

早前有患腦退化症女子行山時失

蹤，引起社會對早發性腦退化患者

的關注。香港中文大學昨日發佈全

球首個針對華人的「早發性認知障

礙症」研究登記冊，當中詳列64

名於65歲之前出現認知障礙（即

早發性認知障礙症）的本港患者研

究結果，最年輕的確診者僅 38

歲。研究顯示，阿茲海默氏症

（48%）是該病最常見成因，其次

為額顳葉型認知障礙症（30%）。

有參與研究的學者表示，希望相關

數據能促進本港針對華人患者的相

關研究，並引起社會對患者及照顧

者的關注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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掟錢落垃圾桶或患「知障」
中大研本港早發患者 最細38歲確診

本港1月至4月罪案增減
類型 去年首4月 今年首4月 增減幅度

兇殺案 6 14 ↑133.3%

各類劫案 70 92 ↑31.4%

家庭暴力刑事案件 452 467 ↑9.9%

三合會相關案件 566 605 ↑6.9%

強姦 21 13 ↓38.1%

縱火 163 123 ↓24.5%

詐騙 2,986 2,216 ↓25.8%

刑事毀壞 2,016 1,666 ↓17.4%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 整理：莊禮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實施
票價「可加可減」機制以後不斷加價。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鄧家彪昨日提出
新票價調整機制方程式，希望將市民負擔
能力、本地客運盈利表現及本地非客運盈
利表現三大因素，反映在方程式之中；又
要求政府應考慮「以債換股」回購港鐵，
將港鐵公共化。
港鐵前日又宣佈加價，自2006年實施票
價「可加可減」機制以來一直只加不減，
即使在金融海嘯下，仍然未能減價。王國
興與鄧家彪昨日聯合召開記者會，提出新
票價調整機制方程式，包括將市民負擔能
力、本地客運盈利表現及本地非客運盈利
表現，反映在方程式內。

考慮工資變動 盈利好凍票價
身為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鄧

家彪表示，建議由「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
變動」，改變為更能反映普遍市民負擔能
力的「實質工資指數（所有行業）變
動」；並且將香港客運業務利潤（收入減
支出）變動加入方程式中，透過香港客運
業務利潤的增幅，紓緩基準方程式可能出
現的加價壓力，避免因為客運業務利潤下
跌而需要加價。
他亦建議加入考慮港鐵去除中國內地及

國際附屬公司業務因素的年度「經營毛利
率」表現，如超過一定水平則凍結該年度
的加價，將經營毛利率的建議水平定為
54%。
王國興補充，建議成立「票價穩定基

金」，把從港鐵本地非車務業務純利所得
的股息注資票價穩定基金，用作減輕港鐵
及港鐵轉乘相關的車資之用。
他們指出，若按此計算方式，以2016年
港鐵情況，反而應減近2%票價；而且自
2011年至2014年期間，應有2.5%至7%的
票價減幅。
他們亦要求政府應考慮「以債換股」回

購港鐵，將港鐵公共化，接受市民監督，使港鐵不再
以利潤最大化為基礎，相信此舉對市民及投資者都是
負責任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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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男女有別——社工
輔導問題少男及少女的方法亦有所不同。有社工指近
年社會關注青少年問題，惟坊間支援服務設計存在
「性別盲點」，最明顯的分別是少男需要成就感提升
自我認同，而少女則較依附情感，需要可信任的人作
聆聽對象。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青）透過早年在中西區、

離島及將軍澳的外展經驗，發現少女流連街頭的情況
愈常見，且年齡愈來愈少，甚至低至只有10歲，由於
誤入歧途的少女，傾向容易出現自殘及未婚懷孕等，
對自身有較長遠的影響。有見及此，女青與城市大學
於2013年至2015年進行「少女生活狀況調查研究」，
並制定「高危少女支援服務計劃」。

自尊感高 較難學壞
研究首階段訪問665名少女，年齡介乎11歲至18

歲，比較高危（236名）及非高危少女（429名）於
「自尊感」、「自我控制能力」及「生命意義」，與
「少女參與偏差行為」的相互關係系數，發現少女持
越高的自尊感、有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對生活感
到有意義和充實，傾向較少參與偏差行為，如逃學、
離家出走、偷竊，以及與性、暴力、毒品等相關的行
為。
負責研究的城大應用科學系助理教授楊偉強表示，

家庭及學校是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範疇，但屬於「難
撼動的結構」，因此社工應該以提升青少年心理質素
為切入點，提升他們的心理成熟層面如自信心及自尊
感，增加他們抵禦朋輩的不良影響。
女青青年及社區服務部少女服務工作發展及研究小

組召集人李婉明表示，女性比較注重情感關係，男性
則較自我中心，因此社工的服務手法亦有所不同。
她指，高危少女需要更多的情感聯繫，「高危少女

支援服務計劃」，鼓勵少女參與各種學習及生活體
驗，如彈奏樂器、跳舞演出、農舍活動等注重人際關
係的活動。女青與城大於2014年12月至2015年8月期
間評估57位完成計劃及參與調查的少女，參加者參與
偏差行為的情況亦見減少。

支援問題少女
須對症要「重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政府昨日公佈本年
首4個月罪案情況，整體罪案下跌13.8%，由22,412
宗跌至19,315宗，暴力罪案亦下跌6.2%，由3,324宗
下跌至3,118宗，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數字反映本港
治安整體良好，表現持續有改善。
整體罪案數字下降，但兇殺案卻錄得133.3%的升
幅，由6宗上升至14宗。
黎棟國解釋指，今年的兇殺案其中有3宗是慈雲山

車房爆炸案的死者，被警方列作誤殺案所得。另一
宗是一個精神上沒自主行為的長者在院舍因爭執誤
殺院友，有兩宗涉及家庭暴力，一宗為親屬糾紛，
一宗找換店劫殺案，另有六宗涉其他事情如毆打及
追債。
黎棟國續指，警方已偵破本年14宗兇殺案中的13

宗，尚餘一宗為找換店案，疑兇現時已逃離香港身
在內地，指警方已鎖定並正從適當途徑追緝疑兇。
他指兇殺案數字雖增見，但看不到當中有特別原因
引致。

劫案升31.4% 10年中第二低
各類劫案亦錄得31.4%升幅，由70宗上升至92宗，

黎棟國指，去年及今年數字是過往10年首四個月劫案

中最低及第二低，而過往10年最高是2008的345宗，
因此若以長時間作分析是正在下跌。
黎棟國又指本年沒有持真槍的劫案，兩宗類似手槍
物體劫案亦已偵破，又指60%劫案是不涉武器的街頭
劫案，他強調在加強巡邏及宣傳防罪訊息方面要加強

努力。
而有關灣仔警署失款案，黎棟國指警方灣仔指揮官
早前已交代事件，重申當事人可取回其保釋金，警方
又會考慮是否更改簽署確認書做法，強調警方絕對會
為事件負上責任。

首4月罪案率跌13.8% 治安持續改善

額顳葉型認知障礙症初期病徵
■性格變被動冷淡 ■固執難以變通

■缺乏社交禮儀 ■行為判斷出問題

■對社會規範毫不在乎 ■不注重個人衛生

■不合常理的重複行為 ■語言表達不流暢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 製表：陳文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爭議多時的香港大
學副校長遴選風波昨日終有定案，校委會通過任命心
理學系講座教授區潔芳任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一
職。港大提供的區潔芳簡歷，顯示她在學歷、研究水
平、學術地位、跨學科人事經驗等多個範疇上均有傑
出表現，有校委亦表示今次任命合乎程序產生，決定
獲校委會一致通過。校長馬斐森對區潔芳願意接受副
校長職務表示欣喜，期望她能為大學作出更大貢獻。
港大校委會過去兩次例會基於安全理由，需要移師
會展及海富中心開會，直至昨日終於回歸本部校園開
會。校方並於會後發出聲明，宣佈校委會同意任命區
潔芳出任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一職，任命即日生

效至2019年6月30日。

應急暫任副校4個月表現佳
事實上，區潔芳在今年1月底起已暫任上述職位，

馬斐森讚揚她於過去4個月期間，就大學各項與學術
有關的人力資源政策和程序，以及在檢討和改革等各
方面，提出了不少有用的建議。他指港大非常欣喜區
願意接受副校長的職務，繼續作出貢獻，推動大學發
展，相信她的智慧、豐富學識和經驗，將令大學在謀
定策略方針、制訂政策等各方面獲益良多。
由於區潔芳過去曾擔任副校長物色委員會成員，坊

間有聲音質疑她的任命存有角色衝突。校委張達明反

對有關說法，強調今次委任跟足程序，其任命獲一致
通過。

學術與人力資源經驗豐富
根據港大提供的資料，新任副校長區潔芳學術及人

力資源經驗豐富，1987年她取得史丹福大學博士學
位，隨後於多所大學任教，2002年加入港大時已是學
術地位最頂尖的講座教授，並曾兩次獲任命為系主
任。此外，她曾任多個晉升及長期聘任小組和大學遴
選及晉升委員會成員，及擔當包括教育學院、牙醫學
院及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的晉升及長期聘任小組主
席，擅於檢視不同學科學者表現。

港大校委一致通過區潔芳任副校

中大腦神經科團隊於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
間，對64名平均年齡為58歲、曾於兩年內在威

爾斯親王醫院腦神經科認知障礙門診部應診的本港患
者進行研究。研究顯示，市民尤其是患者家屬甚至業
界醫生普遍對「早發性認知障礙症」了解不足，因患
病初期症狀多表現為性格及性情轉變、行為怪異或出
現語言障礙，或會被誤認為更年期、抑鬱症或因工作
太忙而產生的短暫不適。

有別西方 華人無家族病史
西方研究顯示，30%患者於65歲前病發，且相對一般
性遲發性認知障礙症（即65歲以上年齡發病）患者，病
情惡化速度更快，發病後生存年限更短。中大醫學院內
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腦神經科教授莫仲棠昨日表示，該病
症過去並無針對華人的獨立研究，而西方人的體質、生
活及飲食習慣等與香港有很大不同。
他指出，西方患者接受基因檢測時，多會明顯檢測到
特定基因出現基因裂變的情況或患者本身有家族病史，
但是次針對華人的研究結果證實，本港患者並無發現上

述基因出現裂變，且64名確診者均無相關家族病史。
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名譽臨床導師區穎芝
指出，患者由出現早期症狀到發病末期，通常要經過10
年時間，發病後期患者將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包括無法
自主大小便、吞嚥困難、行動障礙等，最後引發多項併
發症死亡，且本港對早發性患者較少有政策支援。

初期不以為意 錯失黃金療期
吳女士表示，其現年66歲的男友梁先生3年前開始出
現記性差、經常出錯及無法上班的情況，其後更出現亂

吃藥、亂翻家裡東西、將錢丟進垃圾桶及不睡覺等奇怪
行為，後期更因害怕走失而不敢出街，現時入住每月平
均7,000元的私營安老院，家中生活拮据。
她表示，現時梁先生已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吃飯及大
小便亦需別人協助。
楊先生的太太亦於2013年開始出現有關症狀，由原本
活潑愛笑變得沉默寡言。楊先生表示，太太發病初期家
人並不以為意，病情愈來愈嚴重才去求診，但已錯過最
好的治療時段，認為社會應多做宣傳，讓更多人認識該
疾病。

■■王國興王國興（（左左））、、鄧家彪鄧家彪（（右右））提出提出
港鐵新票價調整機制方程式港鐵新票價調整機制方程式。。

■李婉明（左）
指女性比較注
重情感關係，
因此社工的服
務手法亦有所
不同。右為楊
偉強。

翁麗娜 攝

■■楊先生楊先生（（左左））指指，，太太患病後曾試過走失太太患病後曾試過走失。。陳文華陳文華 攝攝

■中大發佈全球首個針對華人的「早發性認知障
礙症」研究登記冊。 陳文華 攝

■馬斐森歡迎
區潔芳履任新
職。

劉國權 攝

■張達明強調
今次委任跟足
程序。

劉國權 攝■■港大校委會會議昨日於本部校園舉行港大校委會會議昨日於本部校園舉行。。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黎棟國指本港治安良好且持續改善。
莊禮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