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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促設街市諮詢機制並凍租

升中前後受壓 自殺風險增
逾三成被評有潛在自殺可能 當中逾半想過死超正常16倍

香港明愛與香港城市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合作就

學童自殺風險進行調查，去年
9月至10月以問卷訪問2間小
學合共449名小五六學生，以
及4間中學合共464名中一學
生，並透過自殺潛在可能量
表，就焦慮與鬱結、家庭困境
及自殺意念3個方向查詢，得
分11分或以上則被納入自殺
潛在個案。
結果顯示，潛在個案的自我
累贅感、歸屬受挫及無助感均
較普通受訪者為高，當中以無
助感得分差距最大。相反，潛
在個案主觀快樂感、自我效能
及復原力較普通者為低，尤以
主觀快樂感差異最顯著。
自殺意念方面，有52.8%受

訪潛在自殺小學生個案曾有想
死念頭，遠較普通受訪者的
3.4%高出約16倍。中學生潛
在自殺個案則有48.6%曾有想
死念頭，較普通受訪者的
4.8%高出10倍。於單親家庭
成長的學生自殺風險，亦較雙
親家庭為高。
負責調查的郭黎玉晶指出，
為「有殺錯無放過」找出潛在

個案，是次評估較鄰近日本及
東南亞國家及地區同類調查嚴
謹，經社工進一步評估後，並
非全部潛在個案均屬高風險。
她續說，家庭狀況及環境轉

變，如升讀中學需適應新社交
圈子等，更易令學童有情緒困
擾。她建議家長減少責罵子
女，「若學生感到無助及認為
自己是別人負累，自殺風險較
高。」

馬會擁抱生命系列助輔導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聯

同香港明愛、香港撒馬利亞防
止自殺會及生命熱線聯手推出
「賽馬會擁抱生命系列」，識
別受情緒困擾的學生，為其提
供輔導服務，正與逾80間學
校合作，預料3年內可惠及逾
8,000名學生、家長及老師，
並為有需要者提供500節情緒
輔導。
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陳載英

指出，青年負面情緒如處理不
當，長遠會影響身心健康，甚
至萌起輕生念頭，因此馬會希
望聯合3間機構力量及經驗，
為有需要者提供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學童自殺引起

社會關注，有團體以兒童自殺潛在可能量表作評

估，以及早識別有情緒困擾的中小學生。結果發

現，分別逾30%小五六學生及逾40%中一學生

被評為有潛在自殺可能個案。香港城市大學應用

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郭黎玉晶昨日表示，小五六學

生面臨升學壓力，中一學生要適應學業、社交及

身體轉變，自殺風險相應增加，「若學生感到無

助及認為自己是別人負累，自殺風險較高。」

有家長指，其就讀小二的女
兒，去年曾有自殺念頭，「讀
書很辛苦，我也不想做人

了。」然而，她不懂處理與子女的關係，參加輔
導工作坊後，親子關係漸見好轉。她提醒家長，
切勿否定子女情緒。
張太育有一子一女，長子就讀中二，幼女就

讀小二。她表示，數年前全職工作時，較少時
間與孩子相處，長子小四起進入反叛期，平日
在家大吵大鬧、發脾氣兼「掟嘢」。相反，幼
女自幼生性較悲觀及自卑，曾於去年透露想自
殺，「她指讀書辛苦，不想生存，在學校需輔
導組跟進。」

上堂學親子溝通 關係漸改善
她表示，不懂如何處理子女情緒，以往她把精

力集中幼女身上，不懂與兒子相處，只好逃避。
兩個月前，張太參加機構舉辦的課程，學習如何
支援子女情緒轉變。她大讚課程使她學會與子女
溝通技巧，現時親子關係漸見好轉，女兒主動要
求參加水運會比賽，「之前女兒游泳比賽落敗，
如果是以往我會跟她說，輸了不要不開心，游畢
全程已經很好，但我現在會跟她講，我明白你花
了很多努力，所以很不開心。」

臨近考試，張太指，以往會開口要求子女溫
習，但現時改為與他們一同訂立溫習方向，以免

給子女太大壓力。她續說，兒子主動要求到補習
班學習，對學業更上心。她提醒家長不要否定子
女情緒，要讓他們的情緒得以紓緩，「只有改善
親子關係，才能對子女提出要求。」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曾展國表示，

臨近考試，師長容易無意中給壓力學生，建議家
長留心子女情緒，包括會否大發脾氣、食慾、睡
眠質素出問題等，尤其留意甚少表達情緒不作聲
的孩子，多聆聽他們的感受。他提醒家長小朋友
甚為敏感，關心子女前，應先調節對子女的期望
及整理自身情緒。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寶儀

幼女讀到想死 母：勿否定子女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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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香港公立醫療
事故不斷，最近更爆出聯合醫院「開漏藥」致鄧
桂思肝衰竭事件，以及洗腎病人被刺穿動脈後中
風事件。醫院管理局昨日舉行周年研討大會，該
局主席梁智仁表示，已成立小組委員會檢討現有
處理醫療風險政策，強調局方一直開誠佈公，現
正是好機會檢討機制是否合時。
梁智仁昨日出席醫管局研討會時，主動回應聯

合醫院「開漏藥」事件，指醫管局已成立兩個小
組委員會檢討，已邀請香港大學內科講座教授陳
德茂加入，並擔任成因分析委員會聯席主席，其
中一個委員會將全面檢討現有處理醫療風險政
策，包括定義、通報等問題。
他指出，醫管局一直開誠佈公，是負責任的機

構，經過多年，正是好機會檢討機制是否合時，
以及是否需要加強通報及公佈機制。

梁智仁：設小組跟進刺穿動脈案
對於一名19歲末期腎衰竭女病人，上月在瑪嘉
烈醫院接受洗血時，醫生把導管錯誤刺穿動脈，其
後病人中風，梁智仁表示，個案涉及嚴重併發症，
院方已成立小組檢討事件，但現階段未能確定是否
涉及人為錯誤，院方將檢討程序，檢討前不評論。
梁智仁在研討大會上致辭時表示，醫管局在

2015年檢討督導委員會完成檢討後，提出5大目
標提升服務質素，包括重整九龍中醫院聯網、發
展以人口為本的資源分配模式、提高透明度、加
強職員培訓與溝通的有關機制、按指標提升董事
局的管理等。

張建宗：須增系統容量迎需要
出席會議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致辭時表示，香

港醫療系統因為人口分佈轉變、人口老化、醫療
開支上升、提升醫療設備技術等因素，正面臨挑
戰，強調系統不能維持現狀，有必要增加系統整
體容量以滿足需要。

醫學會：報道對醫生怪責甚苛
香港醫學會昨日發聲明指出，近日報道對醫生

怪責甚苛，有議員混淆併發症和醫療事故兩個概
念，令日以繼夜服務市民的公立醫院人員深受打
擊，認為有欠公允及同情心。聲明指，醫患從來
同一陣線，希望市民對醫護工作增加了解，醫患
互信才能戰勝疾病。

醫局擬檢討醫療風險處理

近日網上熱傳一名九巴
職員在站頭欄杆上睡覺的
相片，與小說《神鵰俠

侶》女主角小龍女「以繩代床」情節甚為相似，
引起網民熱烈討論。有意見指，九巴未有提供足
夠空間讓員工休息，更有人趁「武俠熱」分享其
他「群俠」影片。面對這場「關公災難」，九巴
公司順水推舟，在fb上發帖招募員工，並指「無
論係古墓派定關公」都有機會服務大眾，以幽默
方式化解危機。
九巴職員以欄杆代床相片瘋傳，被笑說疑似「古

墓派傳人」和「九巴楊過」，引來不少網民惡搞改
圖，把原圖改成電影海報，戲稱是「引力邊緣」，
更把職男「Key」上懸崖索道，真正「以繩代
床」，果真是「創造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
有網民加入分享其他「九巴群俠」，網民

「Orange Choi」便張上載一段影片，片中主角
是一名頭髮半白的九巴男員工，手持近兩米長關
刀揮舞得虎虎生風，每招每式都有名堂，例如
「眼顧四方」、「左顧」、「右盼」等，全是
「巴士司機安全守則」。
發佈者笑說：「湊吓九巴熱先～～原來關公都

係車長，高手真係全部在民間喎。」有網民打趣
回應說：「古有武當少林，今有九巴群俠。」有
人更搬出政府交通安全宣傳標語說：「駛出真功
夫，方為大師傅……」
對於有網民質疑九巴未有提供足夠休息空間，

令職員要在欄杆上午睡，九巴反以幽默方式回
應，在其fb專頁上發文稱「無論係古墓派定關
公，練得一手好技術，服務大眾，這些機會真係
屬於你㗎！」呼籲有興趣者致電車長熱線，成為
下一位「九巴高手」，更在主題標籤註明「高手
全部在民間」、「其實揸九巴可能型過揸gtr同
AE86（《頭文字D》主角車）少少」，輕鬆化
解公關災難，未知九巴公關是否也是「太極」高
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不少網民發揮
創意為「九巴楊
過」改圖。

網上圖片

■九巴公司指
「無論係古墓派
定關公」都有機
會服務大眾，以
幽默方式化解危
機。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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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通繁忙，司機
「衝燈」情況常有，近日
便有一宗交通意外由此已
起。fb專頁「柏斯敦巴士
台 plaxtonl's Bus Page」
上周發佈一段行車記錄儀
拍攝的影片，片中一名小
巴乘客疑因司機衝燈而被
拋出車外，引起網民關
注。

地上翻滾多圈才停下
該片段於上周四上載至fb，片中

一輛綠色小巴駛經九龍塘聯合道
同金城道交界，越過行人過路線
時懷疑「衝燈」，一名身穿黑色
短上衣、茶色短褲的男乘客被拋
出車外，在地上翻滾多圈才停
下。小巴司機見狀立刻煞車，行
人路上多名市民上前協助，其後
該名男乘客自行起身，似乎未見
大礙。
影片發佈者在文中提醒：「過

馬路就算係綠色公仔都一定要睇
車呀！」他在主題標籤中附註

「害人害己」、「切勿衝燈」字
眼。有網民相信，事故是小巴司
機心急衝燈所致。「Vincent
Cheung」直言是「衝燈之禍」。
「Tony Lo」說：「D(啲)小巴佬成
日衝燈。」亦有網民指「呢條小
巴線啲司機都係……」
有人透過手機通訊軟件分享影

片，指當時男乘客通知司機燈位
有落，獲司機舉手示意，車門半
開之時，司機疑因一時心急，打
算衝燈後落客，大腳踏下油門令
乘客站不穩，遂跌出車廂外，叮
囑市民應待車輛停定才離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小巴疑衝燈 拋乘客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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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博覽6000職 暑期工1200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臨近畢業，
不少生力軍投入勞動市場。有機構舉辦昨日
於上環暑期工招聘博覽，吸引30間企業合共
提供逾6,000份適合的工作空缺，當中1,200
份為暑期工，以零售及餐飲業佔多數。博覽
會吸引大批年輕人到場，接獲逾1,000份求
職申請，500人獲即場聘用或被安排第二輪
面試。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昨日舉辦招聘博覽，
提供逾6,000份適合年輕人的空缺。受惠於
最低工資提高，空缺時薪由去年最低33元至
34元，提高至今年37元，月薪由最低8,200
元提高至8,300元，最高為12,000元。
有指現時失業率低，較吃力的工種或乏人
問津，出席招聘博覽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

偉強相信，任何行業競逐人才時都要加強吸
引力，尤其是薪金、福利或事業階梯方面作
出改善，才能吸引不同的人。
女青年會服務總監（教育及就業服務）林

遠濠表示，今年職位空缺及薪酬均較往年減
少 ， 反映現時香港體經濟情況平平，企業
招聘意慾趨向謹慎保守，增聘人手有放緩及
減少情況，「青年若希望求職成功，須多作
資料搜集及面試準備，應好好裝備自己，讓
自己具備能適應不同職業要求的技能。」
除了即場招聘暑期工外，博覽提供「職業

性向測試」服務，讓年輕人透過問卷及職業
體驗攤位，認識職業興趣類型，尋找合適工
作。大會即場提供免費證件相攝影、專業化
妝師形象指導、社工職業諮詢等服務。

■小巴乘客疑因司機衝燈而被拋出車外，引
起網民關注。 影片截圖

■蕭偉強出席招聘會。 受訪者供圖

■招聘博覽共提供逾6,000份空缺，當中
1,200份為暑期工，以零售及餐飲佔多數。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共街市檔
位租金凍結期限將於下月30日屆滿，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陳恒鑌及柯創盛昨日
舉行記者會，要求政府押後新租金調整機制
推行時間，並立刻進行全面諮詢，務求令所
有持份者清晰了解新機制內容，同時就機制
提出意見。民建聯並認為，在租金調整機制
進行全面諮詢期間，應全面凍租。
民建聯指出，政府正要求街市檔位在續
租時，接受新租金調整安排按年調整檔位租
金，租金水平與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變動
掛鈎，即今年續租時將加租2.9%，認為政
府在未有諮詢持份者下單方面加租，做法欠
妥。
民建聯表示，販商並非反對加租，但政
府新租金安排卻令販商簽署租約後，完全無
法得知每年加租幅度，增加經營困難，不少

販商均向民建聯及販商代表反映對新租金機
制不甚了解，批評政府以新機制取代沿用多
年的街市租金安排時，未有向持份者諮詢，
難以令人接受。
同時，政府要求販商必須本月底前簽訂

新租約，否則會被視為自動放棄檔位。民建
聯指，販商要在短時間內簽署一張充滿不確
定性的租約，絕不公平。

籲撥款改善設施環境
民建聯建議政府撥款予「街市管理諮詢

委員會」改善街市基本設施及環境，並應設
立公眾街市聯席會議，定期邀請各區委員會
代表、政府代表及街市服務承辦商代表會
面，加強各方溝通，並就涉及公眾街市相關
政策與街市未來發展方向等重大議題交流意
見。 ■何俊賢、陳恒鑌及柯創盛要求政府押後新租金調整機制推行時間。

■張太（中）幼女去年曾表示想自殺。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有團體以兒童自殺潛在可能量表作評估，以及早識別有情緒困擾的中小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九巴招聘「古墓派」
幽默解「關公」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