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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多

十個港人一個抑鬱
8.2%過去兩周曾萌自殺念頭

環境局申撥建岸電設施
最高 21 ℃
最低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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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十名單車發燒友昨凌晨組隊由九龍城騎
往屯門，馳至旺角太子道西一燈位，其中一單車漢被尾
隨的士撞及，尾輪楔入的士車頭底 「企直」（見上圖），
當場倒地雙腳受傷，行程敗興而回，幸送醫院無大礙。

受傷男子姓姚（20歲），與友組成單車隊四出騎車
，有時更透過互聯網相約其他發燒友壯大出遊聲勢。昨
凌晨1時許，一行10人由九龍城出發，計劃騎往屯門黃
金海岸，其間他留守最尾位置，所騎單車值逾5000元。

駛至太子道西近嘉道理道時，他因紅燈停車，但尾
隨的士收掣不及引致相撞，單車尾輪楔進的士車頭下方
，車身突然 「企直」被摔倒，撞傷左膝及右腳，需送醫
院敷治。的士林姓司機（60歲）通過酒精測試，意外原
因待查。傷者同伴則斥責對方 「發雞盲」，不過有資深
單車手指出，即使鬧市地方，深宵仍可能多車，單車人
士半夜騎車須小心安全。

【本報訊】蛇年將至，食物環境衛生署在全港十八
區展開為期三周的歲晚清潔大行動，迎接新歲。

清潔大行動將持續至二月六日。期間，食環署會加
強潔淨服務，並加設臨時垃圾收集站，供市民棄置大型
家居廢物，亦會因應各區的環境衛生情況進行針對性的
潔淨及防治蟲鼠工作。

抑鬱症的主要臨床病徵是患者顯著而持
久的心境低落，全球大概1%人口患上抑鬱
症；有些患者會極端憂鬱，另一些則極端興
奮。

抑鬱症其他表徵包括悲觀、缺乏自尊與
信心、精神不集中、思考緩慢、失去活力，
不願做任何事等；嚴重者會厭食、失眠，甚

至有自殺念頭。
至於患病成因，可以是生理、遺傳、性

格及環境因素所造成。若果有憂鬱情況，會
發現自己無法如常上班或料理一般事務，亦
越來越難抱持積極正面的心態和看法，難以
與人共處。若有以上情況，應與家人朋友傾
訴，並盡快求診。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日電】農
曆新年將近，大批內地旅客趁春節前的雙
休日赴港採購年貨禮品，近兩天深圳各大
口岸出現客流 「爆棚」現象。除了有深圳
一簽多行戶籍居民，更有珠三角多個城市
「年貨團」包車赴港。有內地市民指出，

內地年貨市場眾多且有折扣，專程跨境赴
港置辦年貨圖的是安全和放心。

據了解，深圳各大口岸近兩天的驗放
出入境旅客較平時明顯大幅增長，出入境
大廳多數出現客流爆棚的景象，其中深圳
灣口岸僅19日全天客流就突破11萬人次。

家住深圳福田口岸附近的鄭克彬表示

，昨天在福田口岸耗費兩個多小時過關，
雖然舟車勞頓，不過今次行程滿載而歸，
收穫很大。他告訴記者，此次買了不少應
景食品和物品，此外還給家裡人挑選了各
類中意的禮物。

鄭先生坦言，當前深圳也有眾多年貨
市場且有很低的折扣，兩地年貨價格差並
不明顯，之所以連續五年跨境赴港購置年
貨，更看重的是物品和食品的質量有保證
。另有不少深圳戶籍居民反映，由於人民
幣升值加上內地物價攀高，今年赴港購物
的次數明顯增多。

【本報訊】記者譚月兒報道：位於九龍東觀塘海濱
花園的 「反轉天橋底一號場」昨日正式啟用，為公眾及
藝術團體提供一個非正式的文化及表演場地。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韋志成在主持起動儀式
時表示，除了 「反轉天橋底一號場」外，區內的駿業街
遊樂場、海濱道、觀塘海濱長廊等會逐步改善和發展，
令九龍東成為一個充滿能量、動感和有藝術特色的社區
，讓九龍東打造成一個不平凡的面貌。

「反轉天橋底一號場」，是發展局 「起動九龍東」
辦事處負責推行 「起動九龍東」計劃中發展藝術長廊的
項目之一。 「反轉天橋底一號場」是將觀塘繞道下被圍
封的都市空間重新釋放給市民使用，供給不同團體舉辦
音樂、文化及展覽等各類活動。

起動儀式分別邀請了敲擊樂隊 「四擊頭」和香港青
年協會一眾成員進行表演。

【本報訊】兩男女（見上圖）昨日凌晨在食肆與兩
漢爭執，其後遭兩漢尾隨至旺角彌敦道襲擊，並搶去女
事主手機逃去。

遇劫兩男女事主分別姓周及姓王（19及18歲）。昨
日凌晨4時許，事主兩人在旺角彌敦道一食肆宵夜，因
目光問題與兩名年約20歲男子爭執，其後結帳離開，但
走到彌敦道近登打士街時，被對方追至襲擊男事主，糾
纏期間女事主的手機掉在地上，被對方檢走逃去，兩人
受輕傷報警，由救護車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敷治，已無礙
出院，警方在附近兜截賊蹤無發現。

香港心理衛生會於去年11月25日，在全港18區擺設測試站，
為市民測試抑鬱指數，共收集了3,269份有效問卷。抑鬱困擾總分
最低為0分，最高為27分。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孫玉
傑分析數據時表示，總分達10至14分的受訪人士，被列為 「應關
注」的組群；總分達15分或以上的人士，則為 「臨床組別」，即
可以估計他們患有抑鬱症，以及需要接受專業輔導及治療。於這
次調查中，兩者分別有7.5%及3.8%市民，兩個組群合共的百分比
總數達11.3%。

多做帶氧運動有助紓壓
受訪者較多受困擾的是 「感到疲倦或精力不足」，有23%市

民受困擾次數是 「一星期或以上」或 「幾乎每天」；其次是 「難
以入睡、容易睡醒或過度睡眠」，佔16%。另外，會方表示根據
醫療文獻，抑鬱症是自殺風險最高的精神疾患。調查顯示受訪日
期前兩星期內，出現過自殺念頭的人數有8.2%，會方認為情況相
當值得關注。

孫玉傑指出，香港人常忙於工作，感覺身心疲憊，但根據是次
研究結果，做帶氧運動次數愈多的受訪者，抑鬱程度愈低。所以他
呼籲市民多做運動，因為運動有助紓解壓力，減少焦慮，對促進身
心健康有很大裨益。而政府亦應加大對全民參與運動的推廣，以及
改善相關的社區設施，令市民有更大的興趣和動力去多做運動。

香港心理衛生會助理總幹事程志剛建議，市民應多關注精神健
康，主動學習管理壓力及情緒的方法和技巧，例如︰正面面對壓力
及負面情緒、發展正面思維等，預防抑鬱症。另外，他又認為政府
現時投放在精神健康的教育及推廣方面的資源相當有限，建議政府
將精神健康教育納入中小學課程之內。會方呼籲市民，如果發現自
己或者身邊的親友有情緒困擾或其他精神問題，應勸喻其盡早尋求
協助。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到了2020年，抑鬱症將是困
擾人類最常見的疾病。有調查發現，近10%市民在過
去兩星期內曾出現過自殺念頭；而超過10%市民受到
抑鬱困擾，當中有近4%市民估計患有抑鬱症及需要接
受專業輔導及治療，情況值得關注。

本報記者 張綺婷

什麼是抑鬱症？

單車友被的士撞傷

全城大清潔行動展開

兩男女旺角遇襲失手機

內地客蜂擁來港辦年貨

觀塘反轉天橋底開幕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香港去
年引入最新無創非侵入性消脂塑形高能量
聚焦超聲波溶脂技術HIFU，比傳統入侵
性抽脂手術安全有效，求診者更可在術後
迅速回復正常生活。

皮膚科專科醫生王夢貞表示，不少人
對減肥過程都存有謬誤，例如：採用極端
減肥方法及節食能 「有效」塑造完美身形
；只要減去脂肪就能 「自動」修正身形；
透過運動、飲食控制等方法減肥均能 「迅
速」消脂。她指出，要有效塑造健康體態
，需正確及安全選擇醫療塑形技術，配合
適當飲食和運動方可持之以恆保持形態。

整形外科專科醫生張永融表示，消脂

技術主要分為侵入性和非侵入性。侵入性
消脂手術俗稱 「抽脂」，手術前需全身麻
醉，過程中利用抽脂針負壓抽出多餘脂肪
組織，容易破壞血管組織。手術後，求診
者的皮膚會出現一定程度瘀腫，且恢復期
長達3到6個月。

最新無創非入侵性消脂技術HIFU利
用高能量超聲波，在皮下脂肪層1.3厘米
深處震解與破壞皮下脂肪細胞，透過新陳
代謝排出體外。張永融表示：「這類溶脂
技術並無創傷性，安全性亦較侵入性消脂
手術高，且恢復期短，對求診者的正常生
活及工作並不造成影響。」張醫生補充，
HIFU技術擁有十多年研發和生產經驗，

並於2011年12月獲美國食
品及藥物管理局認可應用
於下腹部及腰間。另外，
歐盟亦批准此技術應用於
臂部和大腿上。

【本報訊】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
昨日出席一個關於郵輪廢氣問題的論
壇時表示，政府將會就規管泊港船隻
採用低碳柴油的問題進行立法，估計
最快於明年完成；並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在郵輪碼頭興建岸電設施，維護
本港綠色港口，確保九龍東區內市民
的健康。

船舶污染於2011年已超過電廠和柴
油車，成為本港最大的空氣污染源頭；
郵輪碼頭將於今年6月正式啟用，昨日
由 「地球之友」主辦的一個名為 「郵輪
廢氣殺埋身，無煙啟德怎落實」的論壇
上，多位講者一致質疑政府，只顧旅遊
收益，罔顧郵輪廢氣對區內28萬居民的
健康構成威脅。

「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主任周

月翔指出，據2009年通過的啟德發展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發現環境局一直知悉
啟德泊位啟用後，空氣污染必將超標。
一艘船發放的廢氣等同2000多輛汽車，
郵輪碼頭啟用後，第一年將有5艘船泊
岸，至2014年會增至11艘，按德國環保
組織 「自然保護聯合會」的統計，15艘
超級郵輪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等同7.6億
架汽車的總排放。

周月翔批評，政府未有就郵輪污染
問題對症下藥，沒有在郵輪碼頭啟用前
建設岸電設施，否則可減少郵輪90%的
廢氣污染。

不過，陸恭蕙反駁，政府在興建郵
輪碼頭時已預留空位興建岸電設施，但
因該設施一直沒有國際標準可供參考，
直至去年中才制訂標準；目前只有歐盟

和北美等地設有該類先進設施。
她續謂，環境局將就此問題向立法

會的環境事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並需由
財政事務委員會通過，估計會於今年完
成；獲撥款後，因工程需進行招標等程
序，所以現時難以掌握岸電設施的竣工
日期。

此外，環境局也會就有關規管遠洋
船來港泊岸採用低碳柴油的問題展開立
法工作，估計最快明年可完成。在立法
工作未完成前，陸恭蕙呼籲航運業界積
極參與目前的自願轉用低碳柴油資助計
劃，減少泊岸船隻的廢氣排放。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前年發表的財政
預算案中，撥出2.6億港元資助那些轉
用含硫量低於0.5%或更清潔燃油的遠洋
船，但迄今僅有約1/3船隻參與。

消脂新技術 安全效能提升

確保郵輪抵港低污染

【本報訊】記者麥國良報道：愛犬愈生愈多竟為狗主惹來官非。居於
元朗的愛狗之人，買來一對英國獵犬比高犬豢養，結果 「2變11」，昨日
被發現其中5隻被困在一個狹窄的鐵籠內，另2隻則因無食水供應，遭警方
以虐畜罪拘捕。這名苦惱狗太多的狗主，一度向在場記者示意可免費送贈
，被婉拒大感失望。

涉嫌虐畜的男子姓莊（50餘歲），在元朗大樹下西路居住一村屋，家
中共飼養了11隻比高犬，全部養在地下一層，面積約300多呎，並無擺放
傢俬物件；他則住在閣樓。

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檢查，證實全部狗隻皆健康。疑遭虐畜的七頭
狗隻屬七母子女，狗媽媽被繩索綁在屋外，另一頭半月大狗BB放進一籠
，兩母子附近皆沒放食水；另5隻身長約2呎狗仔狗女，則放進一個鐵籠內
，鐵籠體積約2呎半乘2呎乘2呎。另外還有四頭包括狗爸爸在內的犬隻則
在屋內可任意走動。

昨日中午12時許，有警員巡經上址村屋外，發現傳出一陣狗臭異味，
走近了解時赫見屋內地下有多隻狗同困一個鐵籠內，附近又無食水供應，
懷疑虐畜通知上司；戶主事後返回助查，向警員聲稱在早上10時許，外出
前曾經餵食。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協助，經初步檢查證實全部狗隻身體
健康；不過其中7母子女因困於籠內擠迫或身邊缺乏食水，戶主涉嫌虐畜
罪被捕帶署，受虐的七頭犬由警員檢走。

戶主事後無奈稱，愛犬愈生愈多，以致一家11狗飼養吃力；他還詢問
在場記者是否願意領走部分狗隻，被婉拒後滿臉失望。

比高犬（Beagle）源自英國，屬小型犬
隻，因嗅覺特別靈敏被用來打獵，專門捕捉
白兔，故又有 「獵兔犬」之稱。美國著名的
「花生漫畫」，主角查理布朗所養的犬隻史

諾比（Snoopy）便是比高犬。

5隻困一籠 2隻無食水
元朗狗主涉虐畜被拘

抗抑鬱建議
1

2

3

4

資料來源：香港心理衛生會

應多關注精神健康，主動認識抑鬱症

可多做帶氧運動，有助抗抑鬱、紓解壓力

學習管理壓力及情緒

如果發現自己或者身邊的親友有情緒困擾，應勸喻其盡早尋求協助

◀左起：香港心理衛
生會助理總幹事程志
剛、城大專業進修學
院講師孫玉傑與心理
衛生會執行委員會主
席黎守信呼籲市民多
做運動，減低抑鬱

▲一隻狗BB被愛
協人員帶走

本報記者
麥國良攝

▶五隻比高犬被
困在狹窄的鐵籠
內

本報記者
麥國良攝

◀張永融（左）及王夢
貞（右）表示，需配合
正確及安全的醫療塑形
技術和適當飲食及運動
，才能有效塑造健康體
態

本報記者李兆德攝

▲陸恭蕙昨日表示，政府將會就規
管泊港船隻採用低碳柴油的問題，
進行立法，估計最快於明年完成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韋志成（中）昨日為 「反轉天橋底一號場」 活動
主持起動儀式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