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鐵沙中線工程展開，致行駛土瓜灣馬頭圍道的公私營車輛
也要 「讓路」 。為配合工程，原來六線雙向行車的馬頭圍道將於
下月起分三階段封路，為期長達四年，且大部分時間只剩三線行
車，多條巴士及專線小巴線受影響。雖然港鐵及路政署聲稱將利
用附近道路加強分流，認為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但該區議員及市
民卻深信封路勢必導致嚴重塞車，影響居民日常生活。

本報記者 陸靜瑩

馬頭圍道下月起三階段封路
配合港鐵沙中線工程展開

部分公司用Apps培訓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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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面對鮮牛肉業界要求政府開放市場
，打破五豐行獨家專營，以遏止牛肉價格急升，五
豐行昨日羅列數據稱，活牛價格上漲有四大原因，
包括飼料成本與人工成本上升13%至一倍，否認是獨
家代理造成。五豐行又稱，內地低價牛肉與香港的
優質牛肉不能比較，而同類牛肉的價格，兩地水平
基本相若。

五豐行昨日發表聲明稱，上周約見了政府官員
，提交相關資料。就活牛批發價持續上升，至上月
份較去年同期大幅漲價44%，主要因為飼料成本上漲
，包括玉米較去年同期漲價13%，豆粕漲價30%，麩
皮漲價45%，青稞漲價50%，且大部分地區的普通養
牛工人工資提高超過一倍，月薪由1600元漲至3500
元。

聲明又說，飼養活牛周期長，從懷胎到出欄通
常需時兩年半以上，生長緩慢，資金流轉慢，農戶
及養殖戶不願養牛，曾大量屠宰母牛小牛，去年的

活牛存欄量不足 7,000 萬頭，較 2007 年的 1.3 億頭，
大幅下降46%，今年存欄量估計較去年同期進一步減
少20%。與此同時，內地消費力提高，對牛肉需求上
升，供應減少下，加劇牛肉貨源爭奪，刺激價格上
升。

五豐行稱，供港活牛以大規格優質西門塔爾良
種牛為主，內地活牛則以小規格良種牛、淘汰奶牛
、母牛及小部分的土種牛、水牛為主。本港街市牛
肉優質部位的零售價大約為每斤88至92港元，深圳
超市有售品質相近的優質部位牛肉，平均為每500克
售60元人民幣，換算折合為每斤90港元。五豐行認
為兩地品質相近的牛肉，售價不存在明顯差異，至
於內地市面上的低價牛肉，品質上無法與香港市場
的牛肉相比。

五豐行稱，香港鮮牛肉價格上升，並非由於該
公司獨家代理而造成，而五豐行從未抵制開放市場
，堅持市場化運作。

水痘猩紅熱個案趨升
【本報訊】衛生防護中心最新資料顯示，近期

水痘呈報個案持續趨增，今年 10 月錄得 743 宗水痘
呈報個案，較9月則錄得390宗增加近一倍；截至11
月10日止一周共有239宗，較10月6日止一周的147
宗同樣增加近倍。

另方面，由甲型鏈球菌引起的猩紅熱，每周呈
報數字亦由截至10月6日止一周的10宗，增至截至
11月10日止一周的33宗。

防護中心已發信予醫護人員和各學校及院舍負
責人，呼籲他們提防水痘和猩紅熱個案最近有所上
升，並向他們提供健康建議。

更多預防水痘和猩紅熱的資料可瀏覽防護中心
網頁，或致電中央健康教育組熱線2833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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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會推網上糖尿課程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香港復康會推出首個

「慢性疾病自學平台」（www.cde.hk），其中 「糖尿病自
我管理課程」亦同時啟用。網站設有慢性疾病資料庫、專
家解答、病人分享、聲效授課、自我管理工具箱等功能，
將傳統的慢性病自我管理教學帶入網絡世界，讓病患者及
其家屬學習更多管理疾病知識。

「慢性疾病自學平台」的疾病資料庫內有包括糖尿病
、心臟病、高血壓等13種慢性疾病的成因、診斷、治療等
詳細資料供患者查詢。網站設有豐富的互動平台，包括論
壇、自我管理長期病活動查詢和專家定期解答自我管理健
康的問題，供患者之間或者與專家交流。

網站首次推出免費的 「糖尿病自我管理課程」，用家
可分患者、伴侶、親友三個不同的角色進入學習課程。課
程以語音教學為主，用家可以選擇廣東話和普通話兩種語
言，方便不同需要人士選擇，每章節有小測驗讓用家及時
了解學習效果。

為強化學習效果，課程還有學習食物類別、學習換算
食物糖分等互動遊戲，讓用家加強記憶。用家亦可以使用
自我管理工具箱來記錄血糖了解病情。課程特設行動計劃
幫助用家建立健康行為及習慣，行動計劃特設電郵提示，
供用家隨時可以提醒自己保持康復訓練。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天文台預測
今年香港將迎來特別嚴寒的冬天，加上聖誕元
旦、農曆新年期間打工仔勢必更多加班趕工，
有註冊脊醫提醒上班一族嚴寒與加班工作最易
引起包括頸椎錯位等痛症，甚至引起頭痛，
每年冬天該類病人的求診個案會較夏天多出
30%。

註冊脊醫張國民說，頸椎是支撐約 12 磅重
的頭部，假如頭向前傾，頸椎所承受的重量會
隨之增加，變成負荷30至40磅，如此重量容易
導致頸椎第一及第二節錯位，不單會出現頸痛
，嚴重者更會頭痛、暈眩、耳鳴、失眠及精神
無法集中，假如錯位的脊骨把手部神經線壓着
，便會出現肩痛、手臂肌肉痛、手指麻痹，尤
其是尾指，麻痹感覺會特別強烈。

張國民續說，天氣轉冷，由於冬天氣溫低
，肌肉收縮，肌肉狀態不佳，拉緊的肌肉，令
關節不能暢順運作，頸肩更緊更痛，頸椎錯位
所引致的頭痛亦加劇，加上冬天正是聖誕元旦
、農曆新年的加班趕工的高峰期，更容易令患
者病情惡化，若不及早接受治療，痛症持續可
影響日常生活及工作狀態，情緒亦受到困擾。

向張國民求診的頸椎移位病人主要是25至45歲的上班
族，當中以女性患者較多，相信是因為女性較少運動，肌
肉與關節未有適量伸展所致，在踏入冬季後，女性月經期
間頭痛徵狀更明顯，嚴重時甚至夜不能寐，這是由於荷爾
蒙變化引起血管腫脹誘發頭痛。

他建議，工作時頭不要向前傾，避免頸椎受壓導致錯
位，工作每半小時，適宜轉換坐姿或離開座位，而且可做
一些簡單的伸展動作，放鬆肩頸的肌肉，每天在公司做兩
至三次，每次一、兩分鐘，紓緩頸椎承受的壓力。

頸椎錯位的患者可接受脊骨神經科治療，脊醫以手法
把錯位的脊骨復位，並以超聲波治療增加血液循環，每個
個案的治療所需時間不同，一般情況十至二十次療程，痛
楚感覺已可消除。張醫生提醒，就算完成療程，亦要注意
良好姿勢，否則有可能復發，建議每半年檢查脊椎一次。

從事物流公司文職的邵小姐，今年30歲，工作時間長
，長假期前夕就更長，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超過10小時
。幾個月前開始經常頭痛，她說由一早返工便頭痛至晚上
放工，痛足10個鐘，每星期總有兩天出現此情況，大大影
響工作進度。起初她依靠服用止痛藥，但情況沒有大改善
，及後接受脊醫治療，才知道是因頸椎第一及第二節錯位
導致頭痛，經過兩星期治療，頭痛已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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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調查發現，今
年建築及地產的培訓成本大跌，由去年的 5.9%大幅
跌至 1.4%，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批評，
行內青黃不接嚴重，大削培訓預算難以培訓人才，又
指建造訓練學院師資及場地不足，難以提供更多培訓
名額，要求當局正視問題。

周聯僑表示，本港多項大型基建陸續上馬，正是
用人之際，但行內員工普遍年齡 50 歲或以上，出現
青黃不接情況，對建造公司今年的培訓預算大減感到
氣憤。他又指，現時建造訓練學院的師資及場地，根

本難以提供更多培訓名額，要求企業於聘用後，提供
更多培訓予員工。

他又說，建造業有不少工種是欠缺培訓的重災區
，如：木工、測量、紮鐵及混凝土，特別是紮鐵。他
解釋，紮鐵業由於今年工資大幅度提升，吸引不少新
人應聘，但由於欠缺培訓學額，培訓的課程需排至明
年3月才開課。他建議，政府應規定承建商投標時，
應硬性規定一定金額的標價，用作培訓人才之用，又
期望承建商 「目光遠大」，不應擔心培訓人才後，會
有員工 「跳槽」。

【本報訊】記者李家祺報道：流動 Apps 教學大
行其道！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調查發現，本港今年
的培訓成本佔整體薪酬約 2.7%，數字與去年相若，
當中以運輸及物流的培訓預算比例最大達 6.2%，但
建築及地產的培訓成本則大幅下跌，只錄得 1.4%；
調查更首次將流動學習提供培訓，雖僅有1%的公司
利用流動 Apps 為員工提供培訓，但學會認為隨着科
技發展，利用Apps培訓員工的方法將會流行。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於今年 7 至 8 月訪問了
128間、合共僱用14萬名員工的公司，了解他們向僱
員提供培訓的成本比例及時數等資料。結果顯示，有
80%公司表示今年有涵蓋僱員培訓及發展的支出，平
均培訓成本總額佔全年整體薪酬開支的 2.7%，數字
與去年相若。

以行業分類，運輸及物流行業的培訓成本最多，
達 6.2%，較去年增加 3.1%，相反近年行業繁榮昌盛
的建築及地產行業，公司培訓成本佔整體薪酬開支則
錄得大幅度下跌，去年建築及地產行業的培訓開支達
5.9%，惟今年則只有1.4%，跌幅達4.5%。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兼學習及發展委員會
聯席主席莫家麟認為，建築行業近年僱員工資不斷提
升，其中今年的工資升幅更是全行之冠，故培訓成本
佔整體基本薪酬比例相對減少，他又指，行內的培訓
大多是申請綠卡及職安健範疇，故今年的幅度大減尚
算合理，相反運輸及物流行業近年大量使用電腦化，
需要大量的員工培訓，故預算開支比較大。

今次調查首次將應用流動學習培訓納入調查範圍
內，雖有98.4%的公司沒有為流動學習提供培訓預算
，但仍有 1.6%公司則利用流動 apps 程式培訓員工。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學習及發展委員會聯席主席曾

永昌指隨着科技發展，智能手機日漸普及，利用流動
apps教學程式培訓員工日後將會盛行，又估計相關的
成本不會太高。

莫家麟補充，本港過去 10 年間經濟反覆，部分
企業過度削減培訓預算作為節省成本的措施，自近年
當經濟好轉，即發現缺乏所需人才，無法把握復蘇良
機，失去企業優勢，部分更無法過渡新經濟環境，呼
籲公司仍投放更多資源於僱員發展及培訓，又歡迎政
府重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認為有助本港的長遠人
口策劃及人才發展。

金融調解中心接13申請
【本報訊】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董事局主席鄭若

驊昨出席電台節目後表示，自中心6月成立至今，共
接到13宗個案申請，當中有12宗獲得受理、六宗則
成功調解，其餘仍在調解中，個案主要涉及保險產
品的爭議。

她說，中心至今僅收到13宗個案，遠較預期每
年調解1千至2千宗個案為少，她估計，主要是由於
市民對中心認識不深，加上部分金融機構有內部機
制處理糾紛，減低市民向中心求助意慾，不過她強
調社會仍存在不少金融糾紛個案，相信隨着中心加
強宣傳，接獲的個案數目會上升。

沙中線工程於2012 年6月展開，落成後將連接多條鐵路線，而九龍城段為
首批開展的工程，走線包括啟德、土瓜灣、馬頭圍及何文田等四個車站。由於九
龍城區樓宇密度高，空間有限，港鐵選擇在馬頭圍道地下展開工程，興建地下鐵
路和三層高的馬頭圍車站。

封路措施長達四年
為配合工程，現為六線行車的馬頭圍道，介乎浙江街和上鄉道的馬頭圍道，

將於下月初展開為期四年的分階段局部封路措施，首階段將把原為六條行車線的
馬頭圍道封閉當中的三條南行線（往尖沙咀方向），而現時的北行（往九龍灣方
向）三線則改為兩線南行、一線北行（另兩階段封路見附表）。

港鐵沙中線總經理黃唯銘表示，原有路段共涉及的28條巴士線均不會改變
行車路線，惟當中23條巴士線和7條專線小巴線的車站則需作前後遷移，所有
通宵巴士將不受影響，同時規定所有車輛由早上7時至深夜12時，禁止於馬頭
圍道北行線停泊。

他續稱，港鐵已對馬頭圍道及鄰近道路作出相應的調整，同時加設交通燈及
提示標語板等，提醒駕駛人士和行人預早計劃行程。

路政署鐵路拓展部總工程師楊港生表示，現時於早上繁忙時間段，馬頭圍道
北行線的行車次為900次，而南行線則為1,500次。他認為，馬頭圍道的主要行
車以巴士為主，只需解決巴士上落問題，配合附近道路紓緩措施，相信對交通影
響不大。

不過，該區區議員吳寶強卻表示，馬頭圍道為土瓜灣主要行車幹道之一，現
時下班繁忙時間，南行線往往塞車塞到九龍城迴旋處，封路後情況只會更加
嚴重。

吳寶強續稱，港鐵早前曾就此諮詢區議員，不少區議員均表示反對，其中以
馬頭角道及樂民區議員反對聲音最大，因工程首先會影響該區。而他引述港鐵當
時回應稱，若不能進行相關工程，會影響沙中線工程竣工時間。

市民：提早半小時出門
有該區市民則表示，興建沙中線對全港有利，對封路展開工程表示理解，但

估計下月起勢必日日嚴重塞車，他已作好準備，每天提早半小時出門，以免受塞
車影響而上班遲到。

九巴表示，旗下有20條路線途經馬頭圍道，將密切留意封路後該區的交通
情況，若出現阻礙延長市民乘車和候車時間，將會向運輸署反映。

【本報訊】對政府決心展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香港建築師學會表示歡迎，但對當局有意提高發
展區的公營房屋建屋比例至43%，則有保留，該會認
為發展過程不應只解決單一問題，應注意綜合平衡
發展。

學會認為，目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爭議強烈，
當局應該盡可能讓該區農民維持原地農業耕種，並

提供機會給予有機農業及溫室種植，只有在沒有其
他選擇下才改變農地用途。

學會建議政府成立一站式審批部門加快發展計
劃，過程中要有當地居民參與，令落成後的設施，
切合他們需要，並研究採用公私型合作模式發展。
學會又建議在新發展區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更多
遷入新發展區的居民不用跨區工作。

▲港鐵總經理──沙中
線黃唯銘（左）及路政
署鐵路拓展處總工程師
楊港生（右）介紹將於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在馬
頭圍道實施的臨時交通
管理措施，以配合沙中
線九龍城段建造工程▲
沙中線模擬落成後的

車站出口

馬頭圍道3階段封路措施詳情
第1階段（為期1年）

第2階段（為期1年半）

第3階段（為期1年半）

註：封路地段為馬頭圍道介乎浙江街至上鄉道，南行向尖沙咀，北行向九龍灣
資料來源：港鐵

南行3線全部封閉，北行3線變成2線南行、1線北行

北行3線全部封閉，南行線變成1線北行、2線南行

南北的快線封閉，變成南北行各剩2線行車

五豐行：牛肉價漲無關獨家代理

建築地產削培訓不利發展

建築師學會倡新東北平衡發展

▲ 註冊脊醫
張國民講解
脊椎伸展動
作，示範者
為邵小姐

本報記者
夏盧明攝

▲復康會推出 「慢性疾病自學平台」 及 「糖尿病自我管
理網上課程」 本報記者夏盧明攝

▲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會長兼學習及發展委員
會聯席主席莫家麟（左）指，建造業今年的培訓
預算佔整體薪酬大跌，主要是建造業工資大幅上
升有關。右為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學習及發展
委員會聯席主席曾永昌 本報記者李家祺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