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查：住得愈逼愈易病
兩成半劏房戶一個月內曾抱恙 全港住戶同期僅一成生病

劏房戶居住在狹窄空間、不時要

與蛇蟲鼠蟻同眠，加上空氣不流

通，身心健康也受嚴重影響。社聯

一項調查發現，居住環境愈差，住

戶對生理健康的自我評價愈低。近

兩成半受訪劏房戶過去一個月曾感

到身體不適、生病等，大多只服用

成藥了事。不過，全港住戶整體僅

近一成人一個月內曾生病。同時，

劏房戶在飲食和睡眠方面亦較整體

市民為差，甚至較少進行身體檢查

和求醫。社聯建議特區政府設立「18

區基層醫療發展基金」，資助社區組

織提供健康風險評估及篩查等基層

醫療預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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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住戶醫療支援對比

過去30天
感到不適、生病、
受傷或有病徵

買成藥食

去藥房問藥劑師
意見後買藥

在本地看私家醫生

在本地看公立醫生

過去3年
主動做身體檢查

25歲至64歲女性
接受子宮頸癌篩查

資料來源：香港社聯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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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成果豐碩 培育逾500支初創團隊
HK Tech 300以「創科無限 引領未來」為主

題，協助有志創業的城大學生、校友、研究人員，
以及其他人士成立初創企業，投入的資金及計劃規
模，均是亞洲區內大學之首。計劃目標於3年內培
育300間初創企業。現時已有超過1,300位城大學
生、校友、科研人員及其他人士，參加了由專業機
構提供的創業培訓，超過510隊初創團隊獲10萬港
元種子基金，逾110間初創公司更獲高達100萬港
元的天使基金投資。他們涵蓋深科技、資訊科技和
人工智能、生命科學和健康科技、金融科技、環保
和教育科技。

城大的基礎研究及創新水平屢獲國際權威認
同。在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公布的2023
年世界大學排名位列世界前百名，以論文被高度
引用的全球排名前2%科學家人數比例計算，城大
高踞亞洲大學三甲。根據美國國家發明家科學
院，全球頂尖100所獲頒最多美國專利的大學，

城大亦連續六年排名冠絕本地大學。城大校長郭
位教授說：「城大透過推動尖端科研成果和舉辦
創新創業計劃，產生協同效應，成為全球最具創
新力的大學之一。我們會繼續加快創新步伐，為
社會作出更多貢獻。」

HK Tech 300其中一個特色是，其他大學的
學生或校友及有志投身科創行列的人士，只需應
用城大的研發成果和技術於他們的產品和服務
中，便可申請參加，促進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
應用。目前超過15%的HK Tech 300項目便是由
非城大的學生或校友通過使用城大開發的知識產
權或技術而創辦的。

聯繫各界 壯大初創生態圈
初創需要具完善的商業模式及業界支持才能

行穩致遠。在短短兩年間，城大與包括華潤創業
有限公司在內的九間科創投資企業及基金建立了
共同投資合作夥伴關係，向獲甄選的HK Tech
300初創公司提供額外近兩億港元的天使投資。

數間初創公司更已獲風險投資者青睞，獲投資總
額超過7,800萬港元。

透過HK Tech 300，城大連結80個合作夥
伴，包括創新科技署、投資推廣署、香港科技園
公司（科技園公司）、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數碼港）、四大商會、工商及創科業界、專業
機構等，為初創團隊提供多元化專業服務及創業
支持。其中300多隊HK Tech 300種子基金團
隊，已同時加入科技園公司前期培育計劃，獲科
技園公司額外10萬港元的種子基金。約120位資
深工業家、成功企業家、傑出校友亦加入了「創
業師友計劃」，為初創團隊在創業路上出謀獻
策。多項成就印證了社會各界對城大促進產學研
合作的肯定，亦呼應了計劃矢志壯大初創生態圈
的願景。

延伸影響力 推進多地創新發展
為結合香港和內地的初創發展優勢和資源，並

將城大的研究成果及知識產權的實際應用延伸至內
地，城大在2022年6月推出第一屆「HK Tech 300
全國創新創業千萬大賽」，獲約300隊來自7個城市
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長沙、青島、蘇
州，與香港的初創公司及團隊參與。經過由多位企
業家、風險投資者、專業人士，及行業聯會的代表
組成的評審團數輪的篩選後，14隊初創公司最後於
總決賽脫穎而出，賽果詳情將於短期內公布。

城大積極在初創生態圈中營造合適的氛圍，推
動創科邁步向前，為香港創新發展寫下亮眼的新篇
章，並將繼往開來，培育更多初創生力軍，助力建
設香港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香港正全速朝着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方向發展香港正全速朝着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方向發展，，而在培養人才和鼓勵創新發明方面而在培養人才和鼓勵創新發明方面，，大學大學
一直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一直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城大城大））自自20212021年年33月宣布投放月宣布投放55億港元億港元，，推行大型創推行大型創
新創業計劃新創業計劃「「HK TechHK Tech 300300」」，，至今已培育了超過至今已培育了超過500500支初創隊伍支初創隊伍，，及向超過及向超過100100間初創公司提間初創公司提
供每間高達供每間高達100100萬港元天使基金投資萬港元天使基金投資，，不但為香港年輕人開不但為香港年輕人開 科創旅程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科創旅程提供了支持和保障，，亦亦
為香港創科發展注入了新動力為香港創科發展注入了新動力。。城大更進一步把計劃推至內地城大更進一步把計劃推至內地，，舉辦了第一屆舉辦了第一屆「「HK TechHK Tech 300300
全國創新創業千萬大賽全國創新創業千萬大賽」，」，將城大的研究成果及知識產權的實際應用延伸至內地將城大的研究成果及知識產權的實際應用延伸至內地，，推動並建構推動並建構
兩地更緊密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兩地更緊密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

城大大型創新創業計劃HK Tech 300兩年培育逾500初創團隊

立足香港 延至內地 推動創科發展

▲城大推行大型創新創業計劃HK Tech 300，鼓勵城大學生、校友、研究人員等積極投入創科行列，
將創意轉化為初創企業。

▲城大與80個合作夥伴為初創團隊提供天使及風險投資、多元化專
業服務及創業支持。圖為城大校長郭位教授（右五）、董事會成員
梁少康博士（左五）及一眾創投公司代表和嘉賓合照。

▲城大舉辦多場活動，為初創團隊
提供絕佳的項目展示平台。圖為
HK Tech 300初創團隊向創新科技
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右）介紹其科
創產品。

科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說：「科技園公司與城大
HK Tech 300合作，培育頂
尖人才成為未來創科領袖，
將他們的意念轉化成具影響

力的創新成果。很高興由HK
Tech 300推出至今，我們已攜手

培育了數百隊初創團隊，幫助他們在科創路上
逐步成長。」

數碼港主席陳細明說：「數
碼港與城大同抱培育創新創
業人才的願景，合力扶掖創
新青年實踐創業理想。通過
HK Tech 300及數碼港的協

同支援及 導，更多青年得以創
業實現創新意念，推動大學科研成

果的轉化應用及產業化，甚至拓展海內外市
場，不但為香港的創科及新經濟發展注入動
力，更在內地及國際舞台上展現香港的創新

實力。」
計劃的創業導師之一、薈港資
本董事及科技總監、城大電機
工程學系特約教授林曉鋒博士
說：「HK Tech 300帶動及
孕育了團隊間互相砥礪的氣

氛，並集結一眾業界精英，為初
創團隊指引甚至搭橋鋪路，形成一個

獨有且發展愈趨蓬勃的創科生態圈。」

另一創業導師、立法會（科
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說：
「城大連繫研究機構、大
學、產業等持份者，有助支
持更多初創企業加速成長，

令創科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新
引擎。」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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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才的願景，合力扶掖創
新青年實踐創業理想。通過
HK Tech 300及數碼港的協

同支援及 導，更多青年得以創
業實現創新意念，推動大學科研成

果的轉化應用及產業化，甚至拓展海內外市
場，不但為香港的創科及新經濟發展注入動
力，更在內地及國際舞台上展現香港的創新

實力。」
計劃的創業導師之一、薈港資
本董事及科技總監、城大電機
工程學系特約教授林曉鋒博士
說：「HK Tech 300帶動及
孕育了團隊間互相砥礪的氣

氛，並集結一眾業界精英，為初
創團隊指引甚至搭橋鋪路，形成一個

獨有且發展愈趨蓬勃的創科生態圈。」

另一創業導師、立法會（科
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說：
「城大連繫研究機構、大
學、產業等持份者，有助支
持更多初創企業加速成長，

令創科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新
引擎。」

（特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勞工處將於明天
（8日）起一連兩天在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大型
招聘會，為求職者提供大量不同行業的職位空
缺。為期兩天的招聘會共有約60間機構參加，
提供超過4,700個優質職位空缺，其中超過2,400
個來自飲食、零售及酒店業。
招聘會每天分別約有30間機構於會場內設置

櫃位，進行即場招聘，提供的職位類別相當廣
泛，包括麵包技師、會計主任、訓練幹事、機
電維修員、客戶服務主任、廚師、禮賓助理、
管理培訓生、助理安全主任及保安員等。
勞工處昨日表示，是次招聘會中，約81%為全
職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1萬元至2.2萬元。約
97%職位空缺學歷要求為中六或以下，約58%職
位空缺無需相關工作經驗。求職者可即場遞交職
位申請，有機會即場接受面試，亦可在勞工處設
於場內的櫃位查詢該處提供的就業服務。
招聘會將於上午11時至下午5時30分在麥花

臣場館一樓舉行（近旺角港鐵站E2出口），費
用全免，每日截止入場時間為下午5時。求職者
如欲進一步了解空缺詳情，可瀏覽勞工處的互動
就業服務網站（www.jobs.gov.hk）。

勞工處明辦招聘會
提供逾4700職缺

香港文匯報訊 繼聯合醫院手術燈墜落、屯門
醫院吊運病人路軌甩外殼後，近日網上流傳青山
醫院病房冧石屎。在接連發生醫療儀器及設施保
養維修問題後，醫管局昨日宣布成立檢討委員會
檢視，就醫管局處理有關事宜的政策方向提供意
見。
醫管局發言人昨日表示，局方會邀請不同專業

界別的人士，包括醫管局大會成員、工程及傳訊
專家加入委員會，協助醫管局改善醫院處理有關
事宜的政策方向。醫管局已指示轄下各聯網及醫
院於一個月內完成有關儀器及設施的初步檢查，
並同時加強現行保養維修工作。
檢討委員會將會就以下範疇進行檢視︰近期數

宗涉及醫院保養維修事宜的應變及整體管理工
作；全面檢視公立醫院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報告有
關事宜的程序及聯繫；公立醫院發生有關事件後
對內及對外的溝通工作。委員會將於3個月內向
醫管局提交改善建議。

醫管局成立委員會
檢視醫療設施維修

輪候公屋超過8年的59歲獨居戶李先生，每月花
4,200元租住一間面積僅100呎的劏房，房間放下

床、一個櫃及一張細枱後，便僅餘一條狹窄通道。從
事夜班司機工作的李先生日間需在劏房休息，惟因劏
房隔音差，經常被鄰居開水喉聲及一些裝修聲音影響
清夢，導致精神不振，甚至影響晚上開車。
由於劏房內沒有廚房，李先生甚少煮食，最多只煮

即食麵，平日三餐幾乎都是外賣，亦甚少食新鮮蔬
果。家中的窗戶對着二樓天井不能打開，空氣不流
通，他寧願到公園坐，至少可以呼吸新鮮空氣。

劏房戶盼速「上樓」改善生活
李先生深知自己飲食不健康，但因居住環境限制較
難改變，如有病痛亦甚少去睇醫生，大多購買成藥服
用，過往亦沒有做過身體檢查。他只盼望盡快「上

樓」改善生活環境及飲食習慣，讓自己變得健康。
許多劏房戶與李先生一樣，惡劣居住環境影響身心

健康、飲食習慣普遍較差，亦欠缺預防性的支援服
務。社聯去年中下旬訪問1,105名低收入劏房住戶，發
現九成半以上受訪者自評健康狀況時，平均值低於50
分，16%人自評健康狀況屬於「差」。劏房居住環境愈
差，住戶的自評生理健康愈集中在低分區。
研究亦發現，劏房戶在飲食和睡眠方面較整體香港

市民差，亦更容易生病，過去30天感到身體不適、生
病或有病徵的受訪劏房戶約24%，遠高於整體香港市
民的9%，然而他們較少做身體檢查和求醫，亦欠缺預
防性的支援服務，而住劏房的單親家庭及獨居戶有較
高的健康風險。
社聯總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黃和平解釋，單親家庭

或需兼顧上班及育兒，因此睡眠時間較少，身心疲憊，

健康風險更高，而獨居戶居住的劏房可能沒有廁所及廚
房，一個人煮食亦不方便，因此大多食高鈉高糖的即食
食物，較多患上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冀建「社區空間」改善生活環境
黃和平指出，未能建立健康生活習慣的劏房戶，正

是基層醫療服務的主要目標對象。政府早前公布基層
醫療藍圖，較多探討已病者的介入、治療等，而如何
從社區環境、居住環境出發讓基層不要生病亦同樣重
要，故社聯建議設立「18區基層醫療發展基金」，設
計合乎社區需要和針對個別特殊社群的服務，同時增
設社區藥房，為基層市民和長期病患者提供免費藥物
諮詢服務和可負擔的藥物，及提供用藥教育活動，建
立「社區空間」提供廚房、寬闊光明的學習或工作空
間等，協助劏房戶改善與生活環境相關的生活問題。

▲社聯一項調查發
現，居住環境愈差，
住戶對生理健康的自
我評價愈低。

◀獨居戶李先生居於
一間面積僅100平方
呎的劏房。

特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