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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歲童染甲流併發肺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人

口老化是香港正要面對的挑戰，

其中獨居老人需要更緊密的照

顧。有社會企業成立慈善基金

會，支持旗下推出的一年研究項

目，改造一人公屋單位成合適獨

居長者生活的環境，成本約20萬

元的初步設計包括為單位營造空

間感，及選用流線設計傢具以防

止長者受傷。項目希望先為10戶

獨居長者改裝家居，吸取意見及

訂下最後設計方案後再為20戶改

裝。

皮下暫植助聽器
幫「小耳童」學語言

公屋變「獨居長者體驗館」
社企推一年研究項目 成本約20萬 擬先改裝10戶

新春匯演跳舞 女生苦練「男步」

社企長屋設計昨日宣佈正式成立
「長屋慈善基金會」，以企業

的三分一收入加上私人捐款及申請政
府資助，支持基金會為期一年的項目
「獨居長者體驗館」，研究將標準一
人公屋單位改造成長者友善及經濟實
惠的家居，改善獨居長者的生活環
境。

設計以無障空間作理念
項目初步設計以無障礙空間作理
念，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鄭鴻達
的團隊為計劃設計單位，本身是建築
設計師的吳啟龍是團隊成員之一，表
示當中為營造空間感及方便輪椅活
動，將單位內廚房及客廳的牆打通，
無縫設計亦減低長者走動時受傷的機
會。
他又指為防止長者撞傷，單位內的
傢具也採用圓角及流線設計。
初步設計成本約20萬元，當中參

考青衣長青邨不足一百呎的一人單
位，被問及設計可否應用在其他建
築風格的公屋時，吳啟龍表示現階
段只屬初步設計，希望在最終設計
方案定出模式，應用在不同類型的
公屋。
基金會在日前的黃金時代展為項目

擺放展覽，希望收集公眾對初步設計
的意見，及後在本月下旬至5月會運
行先導項目及評估成效，當中基金希
望籌募到200萬元，先為10戶獨居長
者改裝家居，並進行訪問以評估成
效，同時接受大眾質詢。

料5月底辦發佈會
項目預計在5月底舉行公眾發佈

會，根據成效評估的結果，公佈最終
落實的設計方案。基金會希望在6月
至12月實施項目，透過安老事務界別
的非牟利機構推薦，為20戶獨居長者
改裝家居，最後於12月的完成階段回

顧展覽。
長屋設計董事會主席尹國根指，長

屋設計的生意已穩定持續擴展，上年
更完成了50個長者單位的設計及裝
修，相信亦是一個很好的時機成立基
金會，透過與大學、不同地區團體的
合作，支持改善弱勢長者家居環境的
研究及支援工作，惠及更多受忽略的
群體，為香港的安老事務及跨代共融
作出更大貢獻。
身兼工聯會理事長的基金會董事吳

秋北表示，居家安老在社會是重要議
題，若當中配套支援做得好，可令長
者不用入住老人院也生活得安全及快
樂。他又指工聯會有定期探訪獨居老
人，指有時會感到無奈，因只可替他
們修好老化的傢具，而解決不了問題
的根本。
吳秋北希望項目可集合年青學界的

研究、商界的眼光及政府的支援，為
獨居長者改善家居質素。

■社企「長屋設計」昨日宣佈正式成立「長屋慈善基金會」，當中支持為期一年的項目
「獨居長者體驗館」。

■項目初步設計以無障礙空間作理念，當中
為營造空間感及方便輪椅活動，將單位內廚
房及客廳的牆打通。 長屋設計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虹）耳朵是人
體的重要器官。小耳症患病成因不明，患
者甚至沒有外耳，聽力亦受到不同程度的
損傷，既影響日常生活，又難以學習語
言。
有醫生指，曾有兒童因聽力有障礙而

不時打架生事，惟自改善聽力後行為亦
有改善，強調0歲至5歲是學習語言的
黃金時間，幼童可暫時在皮下植入助聽
器，以免錯失學習良機。
常人聽力器官包括外耳、中耳及內耳三

部分。小耳症即指外耳發育或生長不完
整，有時耳膜亦有問題。患者兩邊或一邊
的外耳較小，形狀異常，有些患者甚至沒
有外耳，聽力亦有不同程度的損傷，與普
通人可聽到25分貝數以下聲音比較，只
可聽到介乎26分貝數至90分貝數的聲
音。
該症屬罕有疾病，成因不明，亞洲地區
每5,000名或6,000名嬰兒中就有一名嬰
兒患上小耳症，男女患者比例差不多。
兒童聽覺基金醫學總監兼耳鼻喉科專科

醫生王日橋執業多年，處理約10宗小耳
症個案。他強調，聲音對兒童的成長很重
要，並引述個案指，曾有一名聽力有障礙
的小朋友不時打架生事，行為極不合作，
自植入人工耳蝸後，行為轉趨合作，與普
通小朋友無異。
他指出，0歲至5歲是兒童學習語言的
黃金時間，隨着年歲增長，學習語言將會
愈來愈困難。

待符手術要求 再做人工耳蝸
他指出，處理該症患者主要有外耳美

觀，以及內耳聽力這兩大挑戰。前者接受
整形重塑手術即可。後者則需植入人工耳
蝸，但由於部分小耳症患者沒有耳道，加
上患者最少要有2.5毫米的頭骨厚度，以
及3毫米的皮膚厚度方可接受植入手術，
故年幼的病童未必適用。
對此，王日橋指出，該類患者可暫時在

耳朵上方的皮下植入助聽器，透過頭骨把
聲音直接傳送至耳蝸，解決外耳及中耳問
題。
直至病童的頭骨及皮膚厚度合乎手術

要求後，再接受人工耳蝸手術。
港安醫院兒童聽覺基金於2015年推出

小耳症計劃，幫助香港及內地的小耳症患
者，根據其經濟狀況，給予資助。

■王日橋(左)指聲音對兒童的成長很重
要。中為小葉。 趙虹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 年初一
晚於尖沙咀舉行的新春國際匯演之夜，除
了花車是亮點外，附近的表演隊伍也身懷
絕技。今年首次參與匯演的東華三院吳祥
川紀念中學拉丁舞隊，當中有多名女生以
男步跳出鬥牛舞，講求臂力、腰力及眼
力，中五女生曾妙深表示，跳男步是因為
學校較少男孩跳舞，而她的身高較高，故
初中學拉丁舞時也是學男步為先，笑稱
「也想學跳女步」。她曾試過令女伴頭部
着地，經歷多年艱苦練習，終掌握技巧，
有信心在年初一於街頭與好友兼女伴共舞
慶新年。
該拉丁舞隊曾於2015年英國黑池公開
錦標賽中，取得公開標準舞隊隊際錦標
賽亞軍，他們今年於年初一新春國際匯
演之夜任本地表演隊伍，於尖沙咀街頭
翩翩起舞，以熱情四射的鬥牛舞帶動場
內氣氛。
中五女生曾妙深由中一起便以男步學
習拉丁舞，她表示，男步要做舉起、抱
起等動作，需要一定的臂力，她起初因
為不夠力感到吃力，練習多次兼與好友
鄭沅盈有默契後，轉圈及舉起等均對她
們來說沒有難度，有信心能於匯演發揮

到最好。

街道磨損舞鞋考驗「執生」力
同樣習舞多年的張晴國及盧淑婷，親身

體驗黑池公開錦標賽的國際級數，發現自
己在跳舞時表情未夠自然及放鬆，期望學
會放鬆心情及全情投入。

張晴國表示，因為花車巡遊期間如黑池
公開錦標賽一樣，四方都是觀眾，需要各
方面給予反應及炒熱氣氛，相信在場也能
應付，但比較擔心凹凸不平的街道會影響
表現及磨損舞鞋，相信也要考驗他們「執
生」能力。
他續稱，現時每日要加操3小時以應對

表演，有信心借鬥牛舞帶起激昂氣氛。
另外，該中學也組成「開運buddy」的
小舞隊，在巡遊路線向旅客及市民大派福
袋，參與學生多是學習「旅遊及款待
科」。
沒有跳舞經驗的楊卓賢笑稱，有空餘時

間會在家對着鏡子練習，希望做到最好。

■該拉丁舞隊曾於2015年英國黑池公開錦標賽中，取得公開標準舞
隊隊際錦標賽亞軍。 楊佩韻攝

■中學組成「開運buddy」的小舞隊，在巡遊路線向旅客及市
民大派福袋。 楊佩韻攝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後表示，
現時H7N9禽流感在內地仍

有散發性病例，最近數月更有增加趨勢，呼籲市民往內地
時切勿進入濕街市或附近有散養家禽的地方。他又指，當
局已做好應對措施應對本港季節性流感，呼籲市民注意保
暖及保持個人衛生。
高永文指出，入冬以來已有4名從內地返港的市民證實

感染H7N9禽流感，呼籲港人繼續保持小心，即使春節會
回鄉度歲或到內地旅行，亦不要去到濕街市或附近有散養
家禽的地方。
他強調，香港已正式踏入冬季，季節性流感高峰期亦已
慢慢來臨，當局會盡量確保公立醫院體系能應對，現時公
立醫院急症室每天有逾5,000人求診，其中經急症室入院
的內科病房病人逾800人，部分內科病房使用率已達到飽
和，醫管局已預留500張臨時病床提供服務。

兩墟市供小商販新春使用
針對農曆新年期間的小販問題，高永文指食環署曾向油

尖旺區議會提出在麥花臣遊樂場舉辦新年墟市但未獲區議
會通過，食環署現正於深水埗準備兩個墟市供小商販在農
曆年首兩三天使用，並已與執法部門商討預案，防止因小

販問題影響社會秩序。
至於非法擺賣的流動小販，他指食環署一向以高度容忍的

態度執法，「若出現阻礙公眾通道，會先予以口頭警告，但
若涉及在擠迫地方明火煮食，特別滾油一類，食環署會較嚴
謹處理。」高永文強調，因應去年農曆新年發生旺角暴亂事
件，當局有責任與相關執法部門一起想辦法，作出預案，希
望販商明白當局的執法原則及確保公眾安全。對在農曆新年
期間增設墟市，他指食環署現正於深水埗準備兩個墟市供小
商販在農曆年頭兩、三日使用。 ■記者陳文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港鐵
主席馬時亨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
有信心高鐵可於明年第三季達標通車，但
亦希望港府可盡快落實「一地兩檢」安
排， 否則會影響車站設計。他又指，港
鐵已衝出香港10年，形容港鐵「應該係
香港人引以為傲嘅公司」。
馬時亨在一個昨晨播出的電台錄音節目中

談及港鐵的營運時指出，港鐵已衝出香港差
不多10年，有份營運在英國、澳洲、瑞典、
北京、杭州等地鐵路，亦在澳門等地任顧問
工作，故港鐵應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公司。
他又引述行政長官梁振英曾向他說：「40
年前英國人教我哋起鐵路，點樣營運地鐵，
而家我哋真係犀利啊，我哋去到英國，營運
佢哋條鐵路喎！」
對於有批評聲音指港鐵服務不足，應該

減票價，馬時亨回應指出，港鐵作為大機
構，須保持可持續發展，否則會影響逾
1.7萬名港鐵員工的福祉及家庭，「港鐵
每年要投放70億元維修系統，因此更要
有利潤才能做到。」
就上月底才開通的南港島線 (東段)，通

車翌日即發生停電事件，令服務延誤逾
30分鐘。馬時亨強調，該次是獨立事
件，極少發生，與無人駕駛系統無關，已
向立法會及公眾交代，希望以後不再發
生。
他表示，現時南港島線每日接載約10

萬人，希望市民體諒機器也會壞，但最重
要是能在短時間內修復鐵路營運，港鐵會
盡量做到最好。

馬時亨冀速落實「一地兩檢」
至於高鐵方面，他很有信心可於明年第

三季竣工，但希望政府盡快落實「一地兩
檢」的安排，否則會影響車站的設計。

衝出香江近10年
港鐵成港人驕傲

H7N9病例趨增 市民北上小心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香港本地流感活
躍程度正上升，預計冬
季流感季節快將來臨。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
日公佈正調查一宗8歲男
童感染甲型流感的嚴重
個案，病童目前情況穩
定。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
表示，受感染男童過往
健康良好，但自前日起
出現發燒、頭痛和嘔吐
等病徵，昨日入住屯門
醫院，再轉往兒童深切
治療部作進一步治療。
病人鼻咽採樣樣本經
屯門醫院化驗後，證實
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
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
流感感染併發肺炎。發
言人指，病童目前情況
穩定。初步調查顯示，

病童於潛伏期內並沒有
外遊，家居接觸者至今
沒有出現病徵。
根據中心數據，截至

本月14日一星期，有7
宗院舍/學校爆發流感樣
疾病個案，涉及26人，
高於前一星期的2宗，涉
及7人。上星期截至本月
19日則有6宗，涉及25
人。發言人指，據過去
數星期的監測數據顯
示，本地流感活躍程度
正在上升，預計冬季流
感季節快將來臨。
發言人再次呼籲市民

特別是幼童，盡快接種
季節性流感疫苗以保障
個人健康，應對冬季流
感季節。兒童、長者及
慢性病患者是高危組
群，若出現流感樣病
徵，應盡早求醫。

■高永文呼籲市民北上度歲勿去濕街市。 陳文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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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長者體驗館項目流程
時間

1 月 21 日
至22日

1 月下旬
至5月

5月底

6 月至 12
月

12月

資料來源：長屋設計 整理：文森

內容

在黃金時代展擺放項目展覽，收集公
眾對初步設計的意見

運行先導項目及評估成效，希望籌募
到200萬元，先為10戶獨居長者改裝
家居，並進行訪問以評估成效，同時
接受大眾質詢

舉行公眾發佈會，當中根據成效評估
的結果，公佈最終落實的設計方案

實施項目，透過安老事務界別的非牟
利機構推薦，為20戶獨居長者改裝家
居

回顧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