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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香港保護兒童會

轄下「童樂居」，以

及保良局嬰兒組留宿幼兒中心

相繼揭發虐兒事件後，日前又

有傳媒揭發大埔特殊學校匡智

松嶺第二校至少有4名學生疑

遭虐待，包括被用外套笠頭至

少10分鐘、用口水肩強行蓋

臉、長期紮手致瘀傷，有片段

更顯示有學生被用手叉額頭、

大力扯手，並傳出學生發出慘

叫和哭聲等。教育局昨日確認

收到多宗校方行政失當及人員

不當處理學生投訴，已責成辦

學團體及學校嚴肅跟進及提交

調查報告，由於警方正跟進部

分個案，現階段不宜評論。匡

智會回覆查詢時表示，學校會

全力配合警方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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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目前公屋平均輪候時間長達
5.8年，上樓遙遙無期，非長者單身申請者更可能要等上十
數年。不少基層非長者單身人士被迫居於「貴、細、差」的
劏房內，承受壓力瀕臨「爆煲」。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最新一
項調查發現，近30%不適切居所的受訪非長者單身住戶感到
中度至非常嚴重的壓力，他們的抑鬱、焦慮及壓力水平均高
於適切居所的住戶，當中焦慮水平更高3倍，研究發現壓力
主要來源是「住屋」。 社協促請政府增加非長者單身人士
的公屋配額，並放寬現金津貼限制，讓非長者單身人士受
惠。

70%受訪者已申公屋
社協於今年6月至8月期間，成功訪問173名現正或曾經
居於不適切居所的非長者單身人士，了解他們的精神狀態等
情況。約70%受訪者已申請或正申請公屋，輪候年期中位數
是4.6年，最長輪候18年；逾半受訪者居於不適切居所近10
年，最長居住了多達41年。
調查發現，不適切居所受訪住戶的抑鬱、焦慮及壓力水平

全部高於適切居所住戶，當中抑鬱分數高2倍、焦慮水平高
3倍。扣除有定期覆診精神科的人士，近30%不適切居所受
訪住戶出現中度至非常嚴重的壓力，最令他們感到壓力的地
方是「住屋」；而適切居所的受訪住戶中，「住屋」壓力只
排第四位。

同時，約80%不適切居所受訪住戶因租金昂貴、擔心被加
租而感到普通或極度困擾，比例為適切居所住戶的5倍，反
映「住屋」因素是造成兩者精神狀況不同的原因。
現年60歲的阿蓮過往曾長期居於鐵皮屋，當時居住環境
狹窄、潮濕，廚廁合一，有不少老鼠、曱甴滋生，下雨時屋
內更會漏水。阿蓮亦因服用精神科藥物而未能去美容院上
班，每月租金3,000元，不過，她領取的政府津貼只有1,900
元，唯有靠僅存不多的積蓄支付租金，為了「慳錢」，她每
天傍晚與其他人到菜檔搶購特價菜。她形容之前住鐵皮屋的
人生「好灰暗」。
輪候了超過5年公屋後，阿蓮去年終獲恩恤上樓，整個人
精神狀態亦大大改善，「之前沒有自信，害怕被人看不起，
不願意外出與人交流，現時願意多點走出去。」

劏房戶冀獲發現金津貼
現居於劏房、46歲的阿英則已經輪候公屋5年半，她曾被

通知等候5年時可以見主任，結果被房屋署通知她還需等候
超過6年才能上樓，令她倍感心酸和壓力。阿英每月6,000
元工資加上前夫的2,000元贍養費，每月扣除約7,000元租金
及水電費後，只餘數百至一千元生活費。
她透露，自己曾於今年3月份失業，幸好有朋友借錢給她
交租，否則真的要流落街頭，她希望非長者單身人士都能領
取每月1,300元現金津貼，亦期望能夠盡快上樓。

住屋「貴細差」近三成人現抑鬱焦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接連有院舍發生虐
兒事件，繼「童樂居」虐兒案後，保良局嬰兒組留宿幼
兒中心兩名幼兒工作員亦涉嫌虐兒被捕。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孫玉菡昨日指出，保良局的虐兒事件是社會福利署
採用新巡查辦法，主動檢視閉路電視片段而揭發，正嚴
肅跟進，已敦促保良局徹查事件及提出改善辦法，並要
提交報告，警方亦已接手調查案件。他表示，會研究是
否訂明抽查閉路電視片段的最低時數要求，更有效防止
虐兒。
孫玉菡在電視節目上指出，保良局嬰兒組懷疑虐兒事

件仍在調查中，暫難以評論，而童樂居虐兒案後成立的
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在首階段檢討報
告中提出31項建議，包括將幼兒工作員人手比例由1比
6.2提升至1比4.5，他則表示會盡快跟進人手比例建
議。
他續說，約三四成住宿兒童有特殊需要，須增聘照顧

員、社工以及護士照顧，不過涉及資源運用，亦會在特
區政府內部爭取資源落實建議，而「童樂居」及保良局均
已運用自身資源增聘人手，另外，政府會盡快成立由太
平紳士及不同專業界別人士組成的服務質素小組以進行
突擊巡查。
孫玉菡表示，部分建議則已落實，包括安裝閉路電
視、改善巡查機制等，今次保良局嬰兒組事件就是社署
檢視閉路電視片段而揭發。不過，報告未具體建議須抽
查多少片段檢視，「社署會探討在設計安排上有否需要
定一個最低要求，要符合私隱，所以未必可完全實時
（監察閉路電視）。已找一間大學幫忙，用他們的技術
看是否可用好閉路電視片段，更易找出大家擔憂的地
方，現在已在童樂居試用。」
他並指出，日後將增設「幼兒照顧助理員」職級，
負責餵食、換片、沖涼等基礎工作，令幼兒工作員有
更多空間進行專業照顧，而照顧助理員雖然無須註
冊，但有關機構亦要就照顧員的工作及成效作出監管
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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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匡智松嶺第二校發生疑似虐兒事件的投訴
並非首次，早於2020年，該校因有學生被職

員以門夾傷及學童長期被綁在椅子上等，校方需要
進行調查，並向教育局提交報告。匡智會在完成獨
立調查後發表的報告，認為校方整體符合當局指
引，不過，個別崗位長期缺人、員工流動性大等運
作問題，以致未能完全避免意外發生。

8年間涉虐4學童
惟事隔兩年，該校最近又被揭發懷疑虐兒。警方

昨晚回覆傳媒查詢證實，早於8月24日接獲一名44
歲的女家長報案，指其兒子及另外3名學生（現介
乎15歲至22歲），疑於2014年至2022年6月期
間，在上址校內遭人不恰當對待。案件現由警方新
界北總區重案組人員暫列作「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
人虐待或忽略」調查，暫未有人被捕。警方呼籲任
何知情者如有相關資料提供，請致電3661 3370與

警方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聯絡。
匡智會表示，對於匿名投訴涉及學校行政管理、

教學指控，亦有家長關注學生的私隱資料被不恰當
披露等，法團校董會對此非常重視，已成立調查小
組進行深入調查，並會與各相關持份者溝通了解，
嚴肅跟進調查各有關事件。匡智會不能接受任何人
不當對待智障人士，如有發現個別人士曾對學生施
行不恰當行為，定會嚴肅處理。
教育局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時強調，一直有建議該

校善用正向行為支援策略，減少學生出現情緒行為
問題的機會。當學生出現嚴重情緒行為問題時，基
於保障學生或其他人安全的前提，學校可參考教育
局編訂的相關指引，與校內人員，包括教育心理學
家、教師及宿舍人員等，預先商討應如何按照不同
情況，採用包括約束帶或隔離的方法，作為管教的
措施，並與家長充分溝通。
發言人又指，根據《約束或隔離指引》，約束或

隔離學生的時間必須短暫，顧及學生個人感受、尊
嚴及私隱，確保不會對學生身心造成傷害；亦不應
該被使用作為懲罰。學校人員須緊記採用合乎情
理、比例及程度的介入方法處理所面對的情況。

師生染疫未及時公布惹投訴
另外，就部分家長早前亦投訴匡智松嶺第二校有

師生感染新冠病毒確診，校方卻未適時公布。教育
局昨日指，校方有按機制通報衞生防護中心及發信
予相關班別的家長。另在當局提醒後，已就確診事
宜發信通知全校家長。
位於大埔的匡智松嶺第二校是為嚴重智障兒童而

設的特殊學校。根據學校網頁資料，服務對象為嚴
重智障學生，學額為64人，校園分學校部和宿舍
部。學校除有教師團隊外，亦設有社工、物理治療
師、職業治療師、語言治療師、駐校護士、宿舍家
長等不同專職隊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由香港中文大學教
授領導的3個研究項目日前獲頒發健康長壽催化創新
獎（香港）2022。有關獎項由研究資助局與美國國家
醫學院合作舉辦，每項得獎者可獲得為期一年、共5
萬美元（約38.9萬港元）的研究經費。

研銀杏樹提取物製藥治神經退化
其中，中大醫學院藥劑助理教授吳濰龍擬利用銀杏
樹提取物製造銀杏內酯衍生物，並研究該些分子作為
治療與老化相關的神經退化性疾病藥物。研究團隊對

白果內酯進行直接化學修飾，可快速產生高化學穩定
性、具生物活性的多樣性化合物庫。透過建立前所未
有的化合物庫，將造就更多未知的化學和生物研究探
索空間，為研發治療神經退化性疾病的藥物帶來一線
曙光。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以及生物醫學學院助理教
授高浩、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周熙文同為聯合首席
研究員。
電子工程學系副教授任洪亮將開發用於肥胖治療的

可吞嚥封裝多穩態胃內氣球，擬研發可遠程控制和可
吞嚥的無繫繩封裝多穩態胃內氣球，能為肥胖患者提

供非手術治療選項。
至於醫學院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系主任容樹恒教授

及副教授呂寶儀則計劃利用空間轉錄組學方法，破解

退化性肌腱病變的發病機制和藥物靶點。
相關研究項目可為使用FFPE樣本進行肌腱空間轉

錄組學研究開闢新機會，幫助改善人口健康。

港中大3研究奪長壽催化創新獎

香港文匯報訊 男團MIRROR今年
7月底紅館演唱會發生嚴重事故，舞蹈
員阿Mo（李啟言）被墜下的大熒幕壓
至重傷，至今仍留醫中。其父李盛林牧
師昨日再發表代禱信，更新兒子的最新
情況。李父於代禱信中提及兒子女友
So Ching（蘇芷晴）給予阿Mo很大支
持：「So Ching的探望守候，成了啟言
在精神心理上的安慰和治療。」李父再
次感謝各界的幫助和支持，又希望政府
小組能盡快清楚找出是次事件的來龍去
脈，以及給事件中的傷者、表演者及公
眾一個公道和交代。
另外，李父於代禱信中說到當初支持

阿Mo跳舞的夢想，現時病床卻成了他
暫時的舞台：「還記得當天你放下課
本，爸媽也放下了自己，讓你放心向着
自己的夢想走上舞台。今天好像病床就
是你暫時的舞台，但爸媽知道你是暫時
用這舞台來見證主耶穌的榮耀和大能。
爸媽雖然為你流淚擔心，心情起伏，但
同時也為你驕傲！」而李父亦以同理心
去想，如果當日受傷的是另一位台上的

表演者，其家人將如何面對，李父表
示：「感恩的是，我們對創造主還有指
望，也有很多關心啟言、So Ching和我
們的有心人。他們問候的信息從各地四
面八方而來，給我們很多愛心的鼓勵與
安慰。」

料兒周末可拆頸箍
李父透露，阿Mo現時仍要強化自主

呼吸：「腹肌和胸肌在治療的過程中雖
有進步，但仍不能自主咳嗽，吐出痰
涎。預期周末可以拆除頸箍，繼而要面
對進一步的治療。」
李父並透露，政府「跨部門工作小

組」仍未就事件交出最後報告，他祈願
這份調查報告能盡快清楚找出是次事件
的來龍去脈，給啟言、各表演者及公眾
還一個公道和交代，並作出合理的處理
和跟進。
另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

日於電視節目中，亦講及男團MIR-
ROR紅館演唱會墜屏幕事件的調查，
表示包括舞蹈員身份屬僱員還是自僱
人士，以及警方及康樂文化事務署有
關舞台安全的調查，而三方面的調查
已近尾聲，當中外界關注的舞蹈員身
份問題，勞福局已做了大量工作，會
取得律政司的法律意見，希望盡快一
併向公眾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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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吳濰龍、高浩、周熙文
中大供圖

◆任洪亮
中大供圖

◆左起：容樹恒、呂寶儀
中大供圖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一項調查發現，近30%居於不適切居所
的非長者單身住戶，感到中度至非常嚴重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父希望政府的「跨部門工作小組」
能盡快交代，找出是次墜屏事故的來龍
去脈。 資料圖片

▶李父於代禱信中提及兒子女友So
Ching（右）給予阿Mo很大支持。

◆匡智松嶺村有多座設施，包括懷疑發生虐兒的匡智松嶺第二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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