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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會福
利署「檢視院舍實務守則及法例工作
小組」昨日開會，討論提升院舍人均
面積及罰則問題。安老事務委員會主
席林正財認為，一個足夠的空間是最
低要求，能夠提升人均面積是好事。
不過，他強調，即使提升了人均面
積，亦不代表該院舍服務優質，一間
優質的院舍要有健康的生態，需要有

整體質素管理系統，而非單靠巡查。

林正財倡擴大「院舍券」規模
林正財表示，關注現時大部分私人

院舍均收取等同長者綜援金的住院
費，私院在市場上難以受到監管，建
議應擴大「院舍券」的規模，讓接收
院舍券的私院接受政府的規管，按合
約要求提供有質素的服務。

他認同罰則有改善空間，因虐待長
者的情況遍及全球，老人院更是高危
地方，有阻嚇性的罰則可令相關人士
承擔後果，包括可考慮為院長設立持
牌制度，需要持有合資格的牌照才能
出任。
檢視院舍實務守則及法例工作小組開

會前，多名安老服務倡導聯盟成員聯同
約20名殘疾人士及長者，到會議所在
的灣仔胡忠大廈平台請願，要求政府盡
快落實「8+8方案」，將寢室及非寢室

的人均面積分別增至8平方米。
安老服務倡導聯盟發言人鄺永泰批

評，即使委員提出將人均面積提升至8
平方米至9.5平方米，當中已計算浴室
及廚房等設施的空間，變相寢室的活
動範圍仍會少於8平方米，對行動不
便長者構成阻礙。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促請政府逐步規

定將現有院舍的人均面積提升至9.5平
方米，並規定新建院舍實踐「8+8方
案」，同時建議改善人手比例。

人均面積增 院舍未必優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管局
普通科門診電話預約系統推出以來，
被指經常「打唔通」及額滿。新界社
團聯會一行約20人昨日到政府總部門
外請願，要求改善醫管局普通科門診
電話預約系統，建議增加「人工接
聽」服務、因應預約籌碼爆滿而作出
調整籌額、增加預約電話線路等。

溫啟明：不少市民放棄求診
新社聯總監溫啟明與多名區議員合
共逾20名代表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
要求改善醫管局普通科門診電話預約
系統。
他們表示，醫管局普通科門診電話
預約系統全面推出以來，門診預約電
話經常「打唔通」及額滿，無法取籌
求診，市民親身到診所進行預約又遭
拒，令不少求診市民放棄門診，轉用
公立醫院急症室服務，導致急症室服
務爆滿。

新社聯指出，現時普通科門診電話
預約服務只提供未來24小時的普通門
診預約，但若求診者未能一次成功電
話預約，則需等下一個時間段重新致
電，相當擾民。同時，門診服務使用
比率較高的多數是基層長者，使用電
話預約相對困難。
新社聯認為，醫管局必須正視使用

電話預約的困難而作出檢討，進而改
善電話預約服務。

劉國勳李世榮李世隆等請願
新社聯建議增加「人工接聽」服

務，幫助長者、殘障及有需要人士解
決預約問題；醫管局應因應預約籌碼
爆滿而作出調整籌額、增加預約電話
線路，解決電話「打唔通」的問題，
同時透過不同途徑，加強電話預約宣
傳，讓更多市民了解預約方法。
同日，新社聯副理事長、立法會議

員劉國勳，總幹事李世榮、總監李世

隆等新社聯及民建聯20名代表會見了
食物環境衛生署，指現時新界各區公
共街市的不足，硬件方面包括不少街
市的設施過快老化、冷氣和通風系統
陳舊、欠缺升降機、公廁環境惡劣、
公共空間狹窄、通道設計欠佳導致街
市大樓內的其他公共設施使用率偏低
等問題。
同時，他們反映了街市的管理也欠

善，包括：更換破舊設備工程緩慢、
地面防滑安全措施不足、升降機指示
不清、政府部門間在街市的管理上溝

通不足等。
他們建議署方要做好計劃，並與地區
的議員、街市租戶和市民加強溝通，特
別是能向租戶提供優惠措施以取得更多
的支持。此外，在現代化街市設計上要
與時並進，如增設WiFi、提供電子支
付系統等以方便街市使用者。
署方表示會認真研究代表的建議，

並盡快檢視現行近百個公共街市的硬
件和軟件問題，初步構思會先興建一
座現代化的模範式街市，以便日後能
在其他地區有效推行。

預約門診「打唔通」新社聯倡增「人工接聽」

■劉國勳、李世榮、李世隆等新社聯及民建聯20名代表，向食環署遞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
女性的精神壓力相當沉重，雙職婦女
面對家庭及工作的雙重壓力，更是高
危一族。一項調查發現，近年香港女
性的學歷及收入提高，但99%受訪婦
女卻同時飽受不同程度的女性疾病及
精神困擾，當中主因是來自工作壓
力。調查同時指出，近80%受訪者認
為政府對婦女健康的關注不足夠，顯
示政府需要加大力度擴展婦女服務。

李樂昕：比率較2015年增長
香港婦女動力協會於上月至本月份
訪問1,078名婦女。協會社會政策研究
部副主任譚美普指出，99%受訪者表
示曾出現不同婦科病的徵狀，最常見
的為「骨質疏鬆」與「更年期問
題」，其次為「月經失調」，對比
2015年同類調查有22%受訪者表示完
全沒有出現婦科病的徵狀，顯示婦女

遇到相關的問題有明顯的增長。
協會健康大使李樂昕表示，99%受

訪婦女表示曾遇到不同的精神困擾，
比率同樣地較2015年有明顯增長。
她續說，引發上述問題主要成因，

由2006年的「家庭」因素，變為2015
年及2018年的「工作壓力」，是次調
查更有逾半受訪者認為工作壓力是導
致上述問題困擾的主要因素。

劉桂容：92%指政府關注不足
協會主席、元朗區議員劉桂容表

示，92%受訪者認為政府對婦女健康
的關注「不足夠」或「沒有留意」，
她們期望政府能增加一些婦女健康服
務，依次序是「免費婦女健康普查計
劃」（71%）、「免費子宮頸癌、乳
癌檢查服務」（62%）及「免費子宮
頸癌疫苗注射」（52%）。
劉桂容指出，近10年來，政府沒有明

顯着手調整婦女
健康服務，令人
擔心現時由政府
提供的母嬰健康
服務是否足夠應
付實際所需。
協會會長、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
麥美娟表示，過
去15年間，本
港女性勞動人口
有持續上升的趨
勢，但婦女在家
庭的角色卻沒有
很大變化，意味着愈來愈多香港婦女需
同時承擔工作和家庭的壓力，身心均背
負雙重負擔。

麥美娟倡社區設服務中心
協會建議政府透過重新審視婦女健

康政策，擴闊照顧女性健康的範疇，
包括考慮於社區設立「婦女綜合服務
中心」，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更全面的
「一站式」支援服務。
協會建議衛生署轄下31間母嬰健康

院設婦女健康服務，制定政策支援在職
婦女，實施全薪產假並延長至14周。

工作壓力爆煲 九成婦女身心受困

■調查指近80%受訪婦女認為政府對婦女健康關注不足夠。

港大名譽博士學位是頒授予對大學、社
會或學術方面有傑出建樹，在知識思

想上，社群或文化方面對整體社會及全球有
寶貴貢獻的人士。昨日典禮上，馬雲及蒙德
揚各獲頒港大名譽社會科學博士，鄧青雲則
獲頒港大名譽科學博士。

信港可成世界創新中心
馬雲在代表3位名譽博士致謝詞時表示，
香港是世界其中一個最好的城市，擁有開放
的貿易、開放的空間、政策，多元化的文化
及不同種族的人，而自己最欣賞香港的創
新、包容及年輕人，相信香港有成為世界的
創新中心的條件。
他又提到，現在全球教育界均遇到同一個
難題，就是如何將教育與科技結合，與時並
進。他指以往教師經常教導學生如何像機器

思考，惟現時機器反而做得較人類好。
他續說，「機器有晶片，而人類有心

臟」，建議在教育方面，不應再以知識為
主，而是應該要培養年輕人有創意、創新、
自主學習及獨立思考方式，讓年輕人更加了
解及關心世界的發展。
馬雲引用自己的「IQ, EQ, LQ」論，指

成功不單要靠智商、情商，還要有愛，應要
關心城市、國家以至世界的發展，「真正的
企業家並不只為賺錢，而是如何運用資金，
去解決社會及世界的問題」，寄語年輕人放
眼世界，多了解世界的發展及變化。
他提到現時外界有不少聲音指香港有好多

問題，尤其是年輕人方面。不過，他認為
「每個城市都有問題，每個年輕人都有問
題」，有信心香港可以解決現有的問題，與
時並進，將來繼續成為創新及金融的領導
者。
對於3位名譽博士，港大讚揚馬雲為中國
及全球帶來電子商務革命後，又指他正致力
透過文化、企業精神和教育去改善世界，包

括設立基金為創業者和年輕人提供了很多資
助和發展機會。

鄧青雲被譽為「OLED之父」
鄧青雲以其有機發光二極管（OLED）

研究聞名全球，被譽為「OLED之父」，
有關技術成功創造數以十億元商機的產
業，並廣泛應用於日常生活的電子設備

中。

蒙德揚熱心支持教育發展
至於蒙德揚，港大指他熱心支持教育發

展，關心社會，重視民生，並透過其「信興
教育及慈善基金」大力支持香港、內地以至
海外的文化藝術、教育、環保、醫療及科
研、體育運動及公益慈善等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

香港大學昨舉行第一百九十九屆學

位頒授典禮，並由行政長官兼港大

校監林鄭月娥主禮，頒授名譽博士

學位予阿里巴巴集團主要創辦人馬

雲、「OLED之父」科技大學高等

研究院教授鄧青雲及信興集團主席

蒙德揚3位傑出人士。其中馬雲代

表3位名譽博士致謝詞時表示，欣

賞香港的創新、包容及年輕人，認

為香港有成為世界創新中心的條

件。他提到，當今世界正因科技而

急速轉變，寄語香港應與時並進，

在保持貿易中心地位的同時，亦要

領導科技及金融發展，而教育方面

則不應再以知識為主，要強調創

意；又勉勵年輕人應放眼世界，相

信未來，遇到困難不應輕易放棄。

■■香港大學昨日舉行第一百香港大學昨日舉行第一百
九十九屆學位頒授典禮九十九屆學位頒授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馬雲表示，自己最欣賞香港的創新、包容
性及年輕人，相信香港有成為世界創新中心
的條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近日有網民發現，在
葵芳有一個名為「安全
島 」 的 大 型 「 藝 術

品」，可是此裝置卻引來網民熱議，不少網
民質疑其外表似山墳，更有人直指「好核
突」。
發展局回應傳媒查詢表示，歡迎市民對展出

的藝術創作提出意見，該局會細心參考，就展
覽期作出適當調整。民建聯則已去信發展局要
求移去裝置。

有近日經過葵芳地鐵站附近的網民發現，位於葵涌廣場與
新都會廣場的交界處，有一個中間拱起的環保磚小丘。有
facebook專頁分享此裝置照片，令網民議論紛紛。
不少網民都像「Angelaiyin Chan」一樣， 指該裝置有如
「一座山墳」；「Siu Yin Dora Shia」則認為其「 似山墳
又似紀念碑」；「蘇國明」諷刺說：「 梁山伯個墓？點解
使成億唔鑿埋個碑？」
有網民則推測設此裝置之目的，「Jacky Cy Chan」說：

「唯一諗到作用係……防止小販擺賣。」「Wolf Kin 」亦
靠估：「為左（咗）趕絕電單車泊車可以去到幾盡！」有網
民關心其造價，其中「Thomas Cho」就要求「強烈要求政
府交代呢嚿嘢整咗幾錢」。

鄧麗玲：令人不安 影響行車
民建聯葵青支部社區主任鄧麗玲則在fb發帖，上載了自己
在裝置前拍攝的「佛系安全島」照片，還貼出代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陳恒鑌向發展局發出的信件，指裝置令人不安，亦影
響行車安全，要求將裝置移去。
據該展品上簡介，該藝術品稱作「安全島」（Safe

Island），標明是「城市藝裳公共藝術」委約藝術作品，活
動由發展局與建築師學會等合作舉辦，並印有回歸20周年
標記。
簡介說明該作品的設立，是希望可以利用地磚伸展出來形

成的起伏山形輪廓，供人坐下來聚會及見面；但同時又貼上
「請勿攀爬」警告，實不知可如何不攀爬而坐上去。

發展局：歡迎市民提意見
發展局回覆傳媒查詢時指出，歡迎市民對展出的藝術創作

提出意見，他們會細心參考，就展覽期作出適當調整。發展
局未有正面回應安全島涉及的實際開支，但指作品的安裝費
用上限為85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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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玲在fb發帖，上載自己在裝置前拍攝的
「佛系安全島」照片。 鄧麗玲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