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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再推「安寧頌」 料惠 萬患者及家屬

工聯E+陪你傾 助長者接受科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持續受疫情困擾，不少人身
心俱疲，晚期病人和其家屬尤
甚。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昨
日宣布撥款 2.6 億元，推行第三
期「賽馬會安寧頌」計劃，讓更
多晚期病人及其家屬獲得全面支
援，同時為安老院舍職員提供培
訓，受惠院舍數目增加一倍至
96 間，服務亦會擴展至其他醫
管局醫院聯網，預計可惠及 1.6
萬名患者及其家屬。
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
監張亮昨日表示，希望有關計劃
能夠進一步推動社區安寧服務的
發展和成效，令安寧服務恒常
化，幫助更多有需要的病人及其
家屬。截至 2021 年 12 月，「安
寧頌」服務已為逾 3,200 名晚期
病人和 8,400 名家屬照顧者提供
服務，並培訓了 3 萬多名專業人
員和 3,400 名義工，亦有 22 萬多
名市民通過計劃的公眾教育活動
獲得了安寧照顧的知識。
根據有關計劃的統計數字，估
計有 1,000 名本港照顧晚期長者
的家屬平均年齡近 60 歲，平均
每日照顧時間高達 8 小時，其中
37% 家 屬 有 正 職 。 受 助 個 案
Vicky 需要照顧有末期病患的母
親。她表示，服務團隊定期通過
電話聯繫跟進其母親的病情，有
賴義工們的幫助，提供音樂治療
心靈等支援，減低母親和家人的
壓力。最後，Vicky 母親如願在
家中及家人身邊安詳地離去，她
形容是因為得到「安寧頌」服務
的幫助。
另一受助個案 Ellen 的母親患
有晚期疾病。她表示，疫情嚴峻
時，家人不敢入屋看望母親，怕
她染疫，壓力全落在照顧者弟弟
的肩上，令他身心疲憊，甚至逃
避提母親的病情。雖然義工和社工於疫情
間減少上門支援，但仍持續線上提供護理
建議等協助，亦送上抗疫物資、尿片和營
養品等，社工更為其家人提供輔導，令弟
弟終於願意出外社交，放鬆心情。Ellen
說，兄弟姐妹最終決定在母親生命的最後
幾周把她送往醫院，以處理晚期症狀，並
在一次恩恤探訪安排中與母親道別。

向 200 人送手機及數據卡 陪伴長者走入 E 世代
新冠疫情持續，市民要減少外出及與人接觸，大多轉為上網與
親友溝通。惟長者要面對「數碼鴻溝」的問題，無論是簡單的智

能手機使用、線上視像聯絡，甚至使用「安心出行」都有困難。為協助
長者由「恐懼科技」過渡到「接受科技」，工聯會康齡服務社推出「E+
陪你傾」活動，並於昨日向 200 位有需要的長者免費送出 100 部智能手
機及 200 張 4.5G 數據卡，及提供一對一的手機安裝及教導服務，讓他們
慢慢熟習智能手機的應用，享受智能科技為生活帶來的好處。

◀▲ 工聯會康齡服務社推出「E+陪你
傾」活動，讓長者慢慢熟習智能手機的
應用。
工聯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初，工聯會
康齡服務社已成立「抗疫同心」情
緒支援聯線，由樂齡人士組成了「抗疫同
心」情緒支援電訪義工隊，服務受疫情影
響而產生焦慮的長者，至今已為逾 1,000
名長者提供定期的電話慰問及情緒支援。
在提供服務期間，團隊發現有不少長
者要面對「數碼鴻溝」的問題，部分只
懂使用按鍵式手機，有些因欠缺認識或

在

流動數據收費等問題，對智能手機感到
卻步。
該社副主席曾志文昨日聯同「抗疫同
心義工」及「數碼義工」，向長者免費
送出智能手機及數據卡。義工即場教授
長者使用智能手機，陪伴長者一起走入 E
世代的領域，共同跨過數碼鴻溝，讓長
者逐漸享受智能科技為生活帶來的好
處。

物價拖累 消費者信心第二季度大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2022 年第二季度兩岸及港澳消費者
信心指數結果昨日公布。結果顯示，香
港消費者信心整體指數錄得 58.1，較上一
季度大幅下跌 26.7%，其中主要受物價狀
況分指數拖累。該項分指數僅錄得51.6，
與上一季度相比大幅下跌 41.4%，跌幅在
所有指標中最高。
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和編制由首都經

貿大學、中央財經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澳門科技大學和台灣輔仁大學共同
完成。指數評分範圍為 0 至 200，小於
100 表示「信心不足」，大於 100 表示
「有信心」。香港城市大學以計算機隨
機抽樣、電話訪問的形式，共訪問 1,000
位年滿18歲並在本地常住的香港居民。
在 6 項消費者信心指數中，第二季度有
四項的分指數均大幅下跌，包括：物價

除了昨日的實體教學外，隨後 3 個月，
義工會定期透過常用手機通訊程式微信或
WhatsApp 與受助長者聯絡，跟進他們的
使用情況，希望透過同齡人的支援，陪伴
長者慢慢熟習智能手機的應用，用科技加
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打破隔閡，從而享
受智能科技為生活帶來的好處。

80 歲獨居的明姐是該社的活躍會員。
她在疫情前積極參加各項活動，但疫後
被困家中，遇事時難即時求助，加上未
能及時獲悉準確資訊，令她一度感到無
助。不過，經「抗疫同心義工」的介紹
及鼓勵後，她決定邁出一步，學習掌握
「新科技」，因為她明白，掌握科技才
可以有更多可能性和選擇，以適應疫後
的生活。

狀況、投資股票、生活消費狀況和購買
房屋分指數。除物價指數大跌外，港人
對投資股票信心分指數為 55，環比下跌
29.8%；對生活消費狀況方面的信心分指
數為 68.9，環比大幅下跌 28.3%；對購買
房屋的信心分指數為52.6，環比大幅下跌
26.4%。
同時，消費者在經濟發展和就業狀況
分指數的信心亦有所下降，兩項信心分
指數分別錄得59.1和61.6，環比分別下降
15.3%和下降14.2%。
香港城大管理科學系副教授、統計諮

詢中心主任曹國輝指出，香港整體指數
結果與上個季度相比大幅下跌，是因為
居民對所有的分指數範疇的信心均顯著
下降，其中尤以物價狀況方面的信心下
跌幅度最大，反映消費者認為本港的物
價狀況會持續惡化。
今年第二季度，內地消費者信心總指
數錄得 102.7，處於樂觀區間，同比下降
4.8，環比下降 0.2。澳門消費者信心總指
數錄得 73.51，延續了上季的小幅跌勢。
台灣消費者信心總指數錄得 88.46，和香
港消費者一樣對物價水平最為擔憂。

隨後3個月定期與受助長者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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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鄉文化名勝展」開幕，賓主合影，香港海南社
團總會會長李文俊（二排右六）出席了開幕典禮並代
表總會任上台嘉賓。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參與 同鄉文化名勝展」 積極弘揚瓊文化

▲行政長官李家超（右五）、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右四）來到香港海南社團總會
展區參觀以表支持。
李
▲文俊會長出席活動時表示，
希望以本次展覽為契機，讓更多
市民了解海南文化。
李文俊會長向大家介紹大抽獎環節，憑總會印章的
入場券可於總會展位即場換取抽獎券，一人限領一張
以參加抽獎活動。

▲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左六）參觀總會展區。

展

品

介

海南椰雕

黎錦畫

海南貝雕

海南珍珠

紹

▲

李家超致辭時表示，香港的同鄉社團一直是政府的堅實
支持力量，協助推動香港發展，促進社會和諧。香港在面對
前所未有的艱難情況之時，包括「黑暴」、外部勢力干預香
港事務、危害國家安全等的破壞和政治衝擊，同鄉社團堅定
不移，支持政府依法施政，他對此表達衷心感謝。
典禮結束後李家超、何靖參觀了總會展區，並與會長李
文俊及一眾鄉親合照留念。李文俊接受訪問時介紹：「海南
的椰雕、貝雕、黎族黎錦等工藝品都具有獨特魅力，希望以
本次展覽為契機，讓更多市民了解海南文化，也希望未來有
更多機會，展現海南自貿港的無限魅力。」
李文俊續說，非常感謝行政長官李家超對社團工作的肯
定和讚揚，同鄉社團長期扎根基層，凝聚社群，是香港實踐
「一國兩制」的一股重要力量。總會作為一個旗幟鮮明的愛
國愛港團體，將會持之以恆地發展會務，關心社會需要，匯
聚鄉親力量，為市民提供服務和幫助，特別是關懷弱勢群體
或有需要的人。總會將攜手各同鄉社團，共同維護「一國兩
制」方針，全力推動香港實現由治及興，推動香港找
準自身定位，發揮自身優勢，着力解決深層次矛
盾，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同圓中國夢
貢獻新的更大力量。
總會為豐富此次展覽內涵，除了展出豐
富展品，還特別舉辦薏粑、清補涼工作坊，
傳統文化舞蹈表演以及抽獎環節，抽獎的獎
品為展品中的珍珠飾品、黎錦畫、椰雕、貝雕
等工藝品。

▲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特區政府與社會各
界舉辦一連串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以「砥礪奮進
廿五載 攜手再上新征程」為主題，回顧香港特區
過去發展的成果，其中民政事務總署於7月6日至12日
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同鄉文化名勝展」，展
覽匯聚由28個同鄉社團提供的各類別具地方特色的
展品，展現香港迎接新機遇，邁向更美好未來的嶄
新面貌。行政長官李家超、中聯辦副主任何靖、民
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常任秘書長林雪麗、
香港賽馬會主席陳南祿、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張趙凱
渝作為主禮嘉賓出席開幕典禮。香港海南社團總會
（下稱
「總會」
）也設展區向全港市民展示極具海南
特色的藝術品、工藝品、服飾等，同時介紹家鄉的
地道美食、人文名勝。會長李文俊出席了開幕典禮
並代表總會任上台嘉賓，常務副會長韓陽光、吳榮
堃及一眾鄉親出席陪同觀展。

黎錦─服飾、佩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