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院種菜助精神病患「減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2018 年「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Jupas）今日放榜，約4.7萬名聯

招申請人中，有超過1.6萬人獲得學

士課程學額，取錄比例為三成五，

較去年稍跌一個百分點；另約2.6萬

人未獲任何資助課程取錄。升學專

家指出，今年獲學士學位或副學位

取錄比例與去年相若，提醒未有

「着落」的同學宜及早了解心儀聯

招以外的專上課程剩餘學額與招生

安排，並為相關面試作好準備，把

握升學機會。

大學聯招收生統計比較
項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申請人總數 46,703 48,502

獲派學士學位或副學位取錄資格人數 20,119（43.08%） 21,165（43.64%）

獲派八大或自資的公開大學 16,538（35.41%） 17,675（36.44%）
學士學位課程取錄人數

獲派第一組別課程人數 15,720 16,705
（包括學士、副學士、高級文憑課程）

獲SSSDP「資助計劃」課程取錄人數 3,227 1,262

註：括號內為比較申請人總數 資料來源：大學聯招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聯招今放榜 兩萬考生有着落
佔整體申請者43% 狀元不再個個讀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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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口持續老化，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昨日發表網誌指出，香港
在安老服務規劃上面對兩

個樽頸位，即人手及長者日間護理中心處所供
應不足。政府會「寸土必爭」、「千方百計」
覓地興建安老院舍，長遠會加入安老服務的規
劃比率，並加強長者健康政策，減低長期護理
需要。
羅致光指出，安老政策以「居家安老為本，

院舍照顧為後援」作方針，可是要「大幅加強
社區照顧服務」，並不可以一蹴即至，亦不是
「有錢」便做得到。

羅致光冀增薪級點紓人手荒
他指出，香港要面對的第一個樽頸是人手供

應。去年中有調查發現，資助機構的家務助理
空缺率達18%，故由本財政年度開始，政府為
有關職位的資助增加了兩個薪級點。就措施的
實行情況及空缺率是否有所減少，仍要待一兩
個月後的資料搜集再作檢視。
至於第二個樽頸是長者日間護理中心處所供

應不足。在中期，香港可善用非政府機構用
地，透過加建或重建，增加供應；在長期，可
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加入安老服務的規
劃比率，以確保日後在整體的規劃工作中，有
關服務處所已可獲預留地方。短期方法就有待
日後再交代。
他表示，正如他上月提到的「不可能完成任

務」，由現時至2058年的40年間，若按今天
資助安老院的需求率推算，香港需增加1,200
間資助安老院，這已未計算約4萬名輪候者所
需的額外宿位。不論是社區照顧服務或院舍服
務，所需要的地方與人手均難以「高攀」。

減護理需要 從健康入手
因此他指出，政府要「寸土必爭」、「千方

百計」去覓地興建安老院舍，除「大幅加強社
區照顧服務以達至減少住院比率」外，更要減
低長期護理的需要，在策略上一定從長者的健
康入手。
他透露，上月底曾到訪粉嶺的香港基督教女

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該中心安排義工
為長者提供免費檢測身體的服務，從而及早識別
疾病風險，安排跟進診治。中心還參與了賽馬會
一個結合電子健康管理技術、專業護士團隊跟進
及社區關懷的長者健康管理服務計劃。
他表示，由此例子可看到幾個未來服務發展

的重要元素：跨服務單位（如長者及青少年服
務）、跨機構、跨界別（如醫社）的協作；在
安老服務中的地區長者服務單位，已加入健康
體檢，及早識別疾病風險，以及健康管理服務
的元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寸土必爭建院舍
安老服務破樽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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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種有提
子、菠蘿及火龍果等水果的地方不一定是
農場，也可以是醫院內一個花園。沙田醫
院於2016年引入園藝活動先導計劃，協
助精神病患者改善病情，院方指活動可加
強患者之間的朋輩支援，從而為他們引發
希望，並指病人參與計劃後病情有明顯改
善，出院後要在短期內再入院的比率亦有
所下降。
沙田醫院於2016年9月開展園藝活動先

導計劃，邀請了67名病情穩定的住院精
神病患者參與。該院精神科資深護師陸國
雄昨日指出，參與的大部分病人都是患有
情緒病、精神不穩、智力遲緩及社交缺失
等問題，活動減少他們因住院而產生的壓

力和焦慮，從而減低做出自我傷害行為的
機會，並能促使他們進行社交互動，有助
產生積極和正面的情緒。

協助灌溉 少發脾氣
精神科註冊護士王成志指出，不少病人

參與計劃後情況均有改善，「年約20歲
的阿文患輕度弱智及自閉，並會做出暴力
行為，但他其實只是因為悶而要找方式發
洩，他在花園協助灌溉後少了發脾氣。」
王成志續說，另一名患焦慮與抑鬱症，

並曾有自殺念頭的患者參與計劃後亦愛上
園藝，改變了過往「收埋」自己的習慣，
會主動與人交談。
負責執行計劃登記護士（精神科）徐祐

榮本身亦是園藝愛好者，他特地將不同品
種的植物帶回醫院嘗試栽種，醫院的花園
現時除了有不同花卉外，亦種有香茅、番
薯及提子等不同蔬果。他指病人對計劃的
反應極好，一旦活動遇上惡劣天氣而要取
消，部分人更可能會「扭計」。
陸國雄表示，沙田醫院在計劃開始前及

結束後都有為參與的患者進行評估，發現
患者在焦慮、緊張及抑鬱等共18項評估
項目均有所改善，他們出院後的28天內
再入院比率亦偏低，認為計劃對精神病患
者有幫助。他指所有精神科住院病人現時
都可參與園藝活動，院方會多舉辦同類活
動予他們參加。

大學聯招處昨日公佈放榜統計數字，本
屆Jupas申請人數為46,703人，其中

20,119人獲派學位或副學位課程學額，佔整
體申請者43%。上述數字對比去年全數錄得
下跌，其中申請人數跌近兩千人，獲派學位
或副學位人次亦下跌近千人。

1.6萬人讀八大學士
至於「有着落」的兩萬名申請人中，
16,538人獲八大資助院校或自資的公大全
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取錄，佔整體申請人數
三成五，較去年的三成六輕微下跌（見
表），其餘3,581人獲派副學士或高級文憑
課程。
經JUPAS取錄的申請人中，有15,720人
獲派第一組別課程，當中有13,723人獲派學
士學位課程，1,997人獲派副學士或高級文
憑課程。
獲派第二組別課程的申請人有1,830人，
包括1,341人獲派學士學位課程及489人獲

派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
其餘分別有874人、833人及862人獲派

第三、第四及第五組別課程。

中大港大囊括狀元
應屆9名7科5**或上成績的「狀元」之

中，港大今年取錄了其中6人，當中包括
「滿貫狀元」黃子衡，他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確認將修讀「內外全科醫學士」。
港大發言人透露，其餘狀元的修讀學科意

向廣泛，除醫科外，還包括「牙醫學士」、
「法學士」及「工商管理學學士（法學）及

法學士（雙學位課程）」等課程。
另外3名「狀元」則由中大取錄，發言人
指他們將分別入讀醫學（環球醫學領袖培訓
專修）、環球商業學及環球經濟與金融跨學
科主修課程。
科大表示今年聯招取錄3名獲得6科5**的

高分考生，入讀工商管理學士（環球商業管
理）。
此外，由於政府宣佈2018/19學年起，增

加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
學額，獲取錄學生人數亦見明顯增加，由去
年 1,262 人增加至今年 3,227 人，其中有

2,433人獲派第一志願。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表示，

本屆學士課程的取錄比例表面看似錄得輕微
下跌，但理由或源於以往部分公開大學自資
學士學位課程今年起隨着SSSDP學額增加
而分開計算，故有關數字變動純屬統計方式
不同所致，實際變化不大。

別問讀什麼 應想做什麼
至於「未有着落」的一眾考生，吳寶城指

當中可細分為幾類：「一批是公開試放榜後
已打定輸數的，他們大都會在大學聯招放榜

前尋求後路，相對問題較少。」
另一批則是全心等大學聯招放榜，可能未

必揀中心儀課程，甚至意外地不獲取錄。
假若學生需要面對「讀非心儀學科，還是

重讀之類」的兩難情況，吳寶城提醒學生宜
作更長遠考量，「並不只是諗將到來的9月
要讀什麼，應想想數年後想要做什麼職業，
有關課題與這份職業是否相關」，特別是涉
及專門知識的工作，更應及早選擇有關連性
的課程報讀，提醒學生勿盲目因循「八
大」、「資助學位」、「大學排名」等片面
條件作出抉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廢電
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於上周起
實施，銷售商必須為購買「四電一
腦」的顧客提供免費除舊服務。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昨日表示，回收商可於
市民購買新電器後，最遲第三天上門
回收舊電器，三天限期是政府可以接
受的底線，目前部分銷售商已跟回收
商合作，加快回收舊電器速度。
「四電一腦」徵費新措施推出，根

據回收商歐綠保的服務承諾，最快在
顧客購買日後第三天，提供免費上門
回收舊電器服務。惟因回收與送新貨
並非同步，不少市民批評措施令他們
不便。
黃錦星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表
示，「三天除舊」的安排是一個平衡
做法，政府希望建立一套制度，由一
個承辦商覆蓋香港、九龍、新界的
「基本盤」回收服務，有信心可以做
到，因局方有監察數據。而最遲第三
天除舊是政府的底線，如星期一購
物，星期四同日送新貨、除舊貨，這
可基本上滿足主流市場。
他又指，若將回收時間縮短，需要
額外成本，意味徵費將較現時每件
15元至165元不等為高，部分銷售商
已跟歐綠保合作，以加快免費除舊速
度。

被問及有銷售商誤導消費者，聲稱免費除舊
需時，消費者可額外付錢加快除舊，黃錦星表
示，市民如發現有關情況，可致電熱線投訴。
他重申，計劃的初衷是透過規管，改善回收
業胡亂拆解廢電器、污染環境的情況，希望市
民能支持。

黃
錦
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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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
除
舊
」是
底
線

長洲推走塑 環保有着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琋）「走

塑」的風潮登陸長洲！新創建集團與
社會初創企業「BottLess」合辦「無塑
好日子．長洲」活動，在本月每個周
末免費提供餐盒、餐具借用服務。首
兩天反應不俗，吸引不少遊人響應。
主辦方期望營造「走塑」氛圍，減少
島內一次性耗廢，並推廣環保租借模
式，讓市場上其他機構及商戶借鑑。

20元按金租餐盒
活動於本月一連4個周末於長洲提

供餐盒及餐具借用服務，參加者支付
20元按金後，即可租用「摺摺餐盒」
及餐具，並在惠顧指定商戶時享有優
惠。其後，餐具會交由島上公司清
洗，並贈予團體繼續提供租借服務，
持續推廣無塑生活習慣。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

裁魏群星接受訪問時坦言，很多港人
亦喜歡到長洲旅遊，促進島內的經
濟，惟長洲大街有很多食店匯集，垃
圾桶「爆滿」、垃圾棄置街道兩旁的
情況屢見不鮮，對島內居民構成負面
影響。他說：「香港人是貪圖方便，
失去對一次性耗廢的意識，養成『吃
完便棄置』的習慣。」
新創建集團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

展總監鄧祥兒亦有同感，她認為很
多港人有環保的意識，惟實際實行
上卻有「差距」，希望是次活動可

以拉近距離，提高港人「走塑」的
動機，「香港一直有『掃街』文
化，今次正好讓所有人有一個掃街
新體驗。雖然用環保餐盒有少少麻
煩，但有着數喎。」

既減耗廢 亦增意識
她期望，是次活動能在兩個層面上

產生正面影響，一是實際使用環保餐
盒的人，即時減少當日島內的一次性
耗廢，其次是營造氛圍，冀這次活動
可成功改變部分市民的意識，同時吸
引更多機構、商戶等考慮以租借模
式，共同改善香港一次性耗廢問題。
魏群星說，是次活動與商戶接洽時

反應亦頗熱烈，全因很多店主也是本
土長洲居民，同樣關注垃圾棄置的問
題。
有些店主向他反映，早已不想使用

發泡膠盒，但無法迫使客人自攜餐
盒，「走塑」願望難以實行。
鄧祥兒認為，使用一次性餐具「乾

手淨腳」，固然較方便，但長洲不少
商戶也選擇共同肩負責任，又積極向
活動提供優惠。
新渡輪服務是長洲的交通命脈，其

公司亦樂意出一分力，共同協力推動
活動，並承擔背後的成本，碼頭及船
上均會設有「走塑」宣傳品，冀借助
企業優勢，吸引更多人響應活動。

■■羅致光（左三）與中心長者交談。網誌圖片

■■精神病患者參與園藝活動後病情均有改
善。 醫管局提供

■■醫院的花園種有提子等水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沙田醫院以園藝活動助精神病患者改善病情。左起︰王成志、陸國雄及徐祐榮。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無塑好
日 子 ． 長
洲」活動吸
引不少遊人
響應。
受訪者供圖

■■滿貫狀元黃子衡確認將修讀港大滿貫狀元黃子衡確認將修讀港大「「內外全科醫學士內外全科醫學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