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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青少年性教育應與時俱進，走向生

活化。團體「關懷愛滋」昨日公佈一項調查顯示，在1,040名15歲至

24歲受訪者中，僅有16%的受訪少女在過去6個月與伴侶發生性行為

時使用安全套，當中15%因「對方要求不用套／不想用」，受訪少男

使用安全套比率較高、達50%。另137名自願接受性病檢測的受訪少

女中，16%感染性病，當中21人感染衣原體，佔15.32%，較香港衣

原體整體感染率1.4%為高。團體認為近年青少年性教育工作零進展，

呼籲新政府檢討發佈達20年的《學校性教育指引》。

逾八成少女無套照行房
誤信自己是「唯一伴侶」以為體外射可避孕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吳子晴）港人熱愛旅遊，但鮮
有全家總動員。有網上旅行社
今年5月就家庭旅遊的重要性
進行網上問卷調查，訪問全球
28個國家及地區，共17,079
名擬在1年內與家人去旅行的
人士中，包括627名港人。調
查發現，港人每年平均只有
14天假期，為調查地區中最
少，而每年和家人外遊兩次或
以上的受訪港人不足三成，相
信與港人「工時長、假期少」
有關。近半受訪父母表明不享
受與子女旅遊，為全球之冠。即使如此，香港
仍有不少父母十分珍惜家庭旅行的機會。
任職中學教師的Loretta與丈夫阿恒，他們
以自由行方式帶着8歲兒子及6歲女兒，走遍
世界多國，今年暑假將展開第二十次親子旅
遊。夫婦二人指，他們主張從體驗中學習，
Loretta解釋，不少學生都因被父母過分鞭策
而失去對學習的興趣。「我們認為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帶着孩子四周探索，刺激他們對
世界的好奇心，比任何補習班都更有用。」
阿恒指，經過多次親子旅遊，令他最感欣

慰的是可以確切感受到子女的成長與改變。
他表示，在公園時，其他的小朋友都只顧玩
耍，但他的子女卻會觀察公園裡的植物及小
昆蟲。阿恒又憶述，「一次我帶他們到澳洲
的彩虹沙灘，沙灘上有一個5層高的斜坡，
他們也敢於從斜坡上滑下來」，他讚揚子女
比其他小朋友大膽，又有冒險精神。
Expedia東北亞區總經理蘇嘉媛認為，家庭

旅遊可以讓一家人有更多相處機會，增進彼此
的了解，而且更可以讓子女有機會探索世界，
幫助成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特區政
府提出興建九龍東環保連接系統，確定高
架模式（即單軌鐵路或旅客捷運系統）是
最適合的環保公共交通模式。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柯創盛對系統採用高架模式表示支
持，但認為政府必須做好估算，詳細研究
成本效益；系統亦需具備提升載客量的彈
性，以配合人流增長。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昨日討論九
龍東環保連接系統。發展局表示，首階段研
究已完成，審視過不同公共交通模式後，認
為系統採用高架模式，最符合載客量、可靠
性、高效率及可持續性四項條件。
至於第二階段詳細可行性研究，將審視
高架模式環保連接系統的走線及覆蓋範
圍、車站及車廠位置、建設及營運成本、
採購模式、相關的經濟及財務表現，以及
推行時間表。
柯創盛表示，九龍東居民對單軌列車翹
首以盼，但項目一直「只聞樓梯響，不見
有動靜」。他希望當局不要再蹉跎歲月，
盡快落實項目，既增強觀塘與舊區的連
接，又可紓緩九龍東交通壓力。

他認為，現時觀塘區主要道路已非常
繁忙，高架模式毋須佔用現有行車線，
可增加新交通容量，故與地面專用或共
用模式相比，民建聯支持高架模式。

柯創盛：首重成本效益
他期望，當局在進行第二階段研究時，
必須考慮三大問題，首先需着重成本效
益，因興建高架模式系統的建築成本較
高，因此必須做好估算，詳細研究成本效
益，讓公帑用得其所，亦確保系統得以持
續運作。
其次需考慮系統承載量。隨着九龍東

逐步轉型為核心商業區、啟德發展區增
加發展密度及人口、大型設施如啟德醫
院及體育園相繼落成啟用，以及郵輪碼
頭使用率提升等，均令九龍東人流不斷
增加，民建聯十分關注系統能否具備提
升載客量的彈性，配合人流增長，以提
供穩定可靠的交通接駁服務。
最後要考慮港鐵觀塘線的負荷量，因高

架模式系統以九龍灣站及觀塘站作為交匯
站，惟兩站現已「迫爆」，觀塘線載客量

基本上亦已達上限，如系統以兩站作為交
接點，必然超出負荷，因此當局必須改善
相關配套及解決此問題，以釋疑慮。

何啟明盼擴大覆蓋面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亦指，現時觀塘及

九龍灣的路面已出現車多「迫爆」情

況，系統如在地面上興建，需要佔用路
面，根本不可行。
他又要求系統伸延至連接黃大仙、九

龍城及觀塘等舊區，增加系統的人流，
將有助系統達至收支平衡。
發展局表示會在下階段就此進行研

究，以增強系統與其他地區的暢達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實
習記者 黃珏強）根據衛生署最新監
測數據顯示，本地流感活躍程度於近
期大幅飆升至甚高水平，近兩個月已
錄得186人與流感相關死亡。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已向醫生、醫院、院舍
和學校發信，呼籲他們提高警覺。醫
管局宣佈，因應近日前線員工工作壓
力繁重，即時暫停所有醫院認證活
動。各公立醫院亦會延後部分非緊急
服務，及與私家醫院探討支援醫管局
病床需求。

料流感未來數周續「生猛」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表示，

香港於5月中已進入夏季流感季節，
預期流感活躍程度於未來數周仍持續
高企。
衛生署自5月5日至前日與醫管局
和私家醫院加強監測期間，已錄得
270宗與流感相關而需入住深切治療
部或死亡的成人個案（包括183人死
亡）。同期亦錄得13宗兒童流感相
關的嚴重併發症或死亡個案（包括3
人死亡）。
發言人表示，由於現時流行的病毒

為甲型流感（H3N2），對長者影響
最為嚴重，安老院舍如發現呼吸道疾
病或缺席人數增加，應盡早通報衛生
防護中心，以立即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及控制措施。

醫局：即停醫院認證
因應公立醫院服務需求驟增，醫管

局宣佈即時暫停所有醫院認證活動，
直至明年6月底，以減輕醫護人員的
非臨床工作。醫管局亦正與私家醫院
探討支援醫管局病床需求，轉介適合
病人接受治理，以騰出公立醫院病
床，照顧病情較嚴重病人。
醫管局代理行政總裁張偉麟指出，

除已聘請的350名兼職醫生及2,200
名兼職護士外，醫管局會繼續經多渠
道聘請更多兼職醫護人員，及向願意
加班醫護人員發放特別酬金。醫管局
亦會增加普通科門診服務籌額，並邀

請衛生署醫生於工餘時間參與提供服務。
此外，各公立醫院目前正檢視非緊急手術及

專科門診服務，將暫停或押後非緊急手術及專
科門診例行個案，以騰出人手處理留院病人。

陳肇始：增聘兼職醫生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回應公立醫院急症

室迫爆情況時表示，醫管局已作出相關措施以
作紓緩。就人手不足問題，食衛局和醫管局將
增加資源，如增加聘請兼職醫生及醫務人員，
以及邀請衛生署醫生協助等。

政 府
擬 修 例

嚴打工廈劏房，發展局局長黃偉
綸表示，打擊工廈改建劏房的修
例建議，並非針對租客，又指會
考慮先讓屋宇署人員有進入工廈
單位的權力，再落實工廈劏房刑
事化。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討

論建議修訂建築物條例，以加強
針對以工廈作非法住用用途的執
法行動，多名議員關注將條例刑
事化的影響。金融界議員陳振英
提出，如負責劏房的裝修師傅會
否因而受影響。
黃偉綸表示，難以評論個別個

案，但強調刑事檢控必須無合理
疑點，檢控門檻高。他舉例，一
個地產代理明知物業是工廈，卻
向準租客表示毋須擔心，在單位
居住沒有問題，當執法部門有證
據證明地產代理教唆，就可能在
修例後墮入法網。
會上有議員關注修例嚴打工廈

劏房後出現的安置問題。民主黨

胡志偉指出，工廈作非法住用有
危險性，但加強執法行動，會引
伸迫遷問題；民主黨尹兆堅亦質
疑，現有中轉屋不足以容納受影
響工廈劏房戶，認為政府應先有
相關估算。
黃偉綸承認，由於現時進入單

位有困難，難以計算有多少人居
住在工廈劏房，但他引述關注團
體估計，有關人士涉及約1萬人。

研先賦權入屋 再落實刑事化
他表示，理解「一刀切」取締
工廈劏房不是最理想做法，會考
慮可否先賦權屋宇署，讓人員有
權進入工廈單位，更準確了解工
廈劏房情況，再落實將條例刑事
化。
他又說，條例一旦修訂後，有

關人士或會遷往屯門的寶田收容
中心，或繳付高一點租金在市區
居住。他強調，會小心衡量生命
安全和受影響人士舟車勞頓及花
費金錢的兩難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關懷愛滋」由去年 4月到今年 3
月，用電腦問卷訪問1,040名15

歲至24歲受訪者，845名為男性，195名
為女性。過去6個月，受訪少女與「非固
定性伴侶」、「固定性伴侶」及「伴
侶」發生性行為時，使用安全套比率分
別為29%、22%及16%；受訪少男則分
別為57%、55%及50%，顯示少女使用
安全套比率較低。

顧及伴侶「唔想破壞氣氛」
當中20%的受訪少女不使用安全套因
顧及與伴侶關係，包括「對方要求不使
用安全套」、「唔想破壞氣氛」、「覺
得不用套是『關係更親密』的表現」以
及「怕要求對方用套會令關係變差」。
81%受訪少女被測試員評估為「高風
險」感染性病。
137名受訪少女自願接受性病檢測，
當中16%即22人感染性病，其中21人
感染衣原體，佔15.32%，較「香港衣
原體整體感染率」1.4%及「過去12個
月有性行為的女性感染率」2.6%為高，
另有1人感染淋病。
481 名自願接受性病檢測的受訪少
男，4.5%感染性病，18 人感染衣原
體，2人感染淋病，及另有2人同時感
染衣原體及淋病。

「關懷愛滋」項目經理何冠雄指出，
調查顯示少女安全套使用率較少男低，
性病感染率則較少男為高。
少女不用安全套的原因主要與伴侶有

關，反映少女在性關係中處於不利情
況。

專家：不戴套難防性病
「關懷愛滋」高級預防項目主任鍾詩

韻指出，少女在安全套使用上有3大誤
區。
首先是知識誤區，大部分少女最怕在

性行為中意外懷孕，以為通過體外射精
及計算生理期可取代安全套避孕。她指
出，體外射精及計算安全期並不能預防
性病、愛滋病，亦不能實現避孕。
部分少女過於相信伴侶，認為自己是

對方唯一性伴侶，或在伴侶關係中處於
弱勢，因對方要求不使用安全套而順
從；亦有少女受傳統性別定義影響，認
為購買及使用安全套是男性責任，女性
不應主動購買安全套，從而增加不使用
安全套性交的比例。
何冠雄要求新政府加強並更新性教育

模式，將以往偏重知識性灌輸轉變為將
性教育資訊生活化，融合在社區服務
中，增加對生活化性行為及兩性互動的
指導，並開展多元性教育課題，如性別

敏感、正確使用安全套等。
他又呼籲教育局立即檢視發佈達20

年的《學校性教育指引》，對相關教師

進行再培訓，拋棄舊有性教育方法及觀
念，以更為靈活、實用、生活化的方法
展開性教育。

「年少無知」，更易做出
長大後會後悔的事。然而現
實生活中，家長與學校面對

性教育議題時往往相互推諉，且學校性教育服務
多蜻蜓點水或枯燥死板。城市大學學生Yannes
笑言，在香港讀書至大學，接受性教育的次數
「一隻手可以數得完」，中學時主要是理論性知
識，較少涉及生活應用層面，大學時則會刻意迴
避性議題，性病感染者不能得到足夠支援。香港
中文大學學生Jay指出，社區及學校內性健康支
援混亂、無系統，缺乏連貫性及長期支援。
Yannes分享，中學時的性教育局限於理論性

知識，如性器官、生殖系統認知，通識會涉及少
部分愛情話題，但不會涉及生活應用層面的知
識。同學很難了解什麼是健康性行為、安全套用
途及如何使用等，更有學校在性教育課播放墮胎
短片，她認為阻嚇性畫面可令學生感到害怕，但
不能樹立正確的性意識。

城大生：大學刻意迴避
隨後Yannes升讀大學，學校及同學普遍迴避

性議題，「因為話題太敏感」。她強調逃避不如
面對，現時大學生已有足夠意識自主選擇適合自
己的性健康服務，但校內支援不足，尤其對性病
感染者的支援不足夠。
Jay則指出，在社區層面，提供性健康服務的

機構相互間鏈接不足、無有效溝通，青少年需要
協助時不知應向哪些機構求助，或學校轉介個案
時不知應向哪些機構轉介，而令學生求助失去下
文。
他補充指，中學內性教育服務連貫性差，好多

時是「單次、一次性活動」，相隔太久且無連貫
性。他認為性教育重在連貫性及長期支援，反對
學校只為實現教學目標而孤立舉辦幾次性教育活
動算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家校互推諉
性教育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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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支持九龍東環保連接系統採用高架模式。

■「關懷愛滋」公佈調查，僅16%的受訪少女在過去6個月內與伴侶發生性行為時使
用安全套。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關懷愛滋」會不定期免費派
發安全套予青少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Yannes（右）、Jay。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調查指出港
人甚少與家人
出遊。圖右四
人 為 Loretta
與阿恒一家。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吳子晴 攝

■鍾詩韻展示女性用安全套，她
指一般只能在藥房購買，而且價
錢較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