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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李嘉誠基金會
於前年和去年先後推出兩個回合
的「Love Ideas, Love HK 集思公
益計劃」，得到社會大眾廣泛關注
與支持，基金會昨宣布第三回合
今日正式啟動，廣邀全港市民在5
月3日至23日，到計劃的網站申請
資助（相關廣告刊本報A5版）。

主題香港核心價值
「Love Ideas, Love HK 集思公

益計劃」鼓勵香港人發揮自由的

創作空間、構思方案，以自己的
方式去愛香港和關心社區。計劃
設立選舉平台方便香港市民以

「一人一票」形式，投選他們支持
的「愛港方程式」。

第三回合以「香港核心價值」
的自由、公平與關懷作為廣告主
題。計劃申請門檻將和前兩回合
一樣，手續簡單，歡迎各界人士
登入www.loveideas.hk，以文字和
其他多媒體資料向公眾介紹其項
目內容，並爭取大眾支持。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與聖雅各福
群會會再次擔任活動的顧問機構
和支持機構，一起推動香港的公
益服務和互助精神。為了鼓勵公
益機構積極參與，社聯和聖雅各
將協助組成評審隊伍從獲選的公
益機構項目中選出兩個，然後由
基金會額外撥款共140萬元資助，
以幫助更多有需要人士。

網站可申請及投票
為了方便更多年輕人參與，基

金會更開設「Love Ideas, Love HK
集思公益計劃」的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loveideas。市民
可 透 過 原 有 的 計 劃 網 站
www.loveideas.hk申請和投票，申
請者可利用網頁和Facebook專
頁，廣泛宣傳其有關項目為香港
所帶來的裨益，爭取普羅市民的
投票支持。第三回合亦會以抽樣
方式邀請部分獲上載項目的申請
人或機構作錄音介紹，在電台推
介其項目並呼籲支持。

「Love Ideas, Love HK集思公益
計劃」是基金會撥款3億港元策劃
的「香港仁 愛香港」公益行動其
中一項活動，透過集結科技、公
益和社區觸覺的力量，由全港市
民投票選出心水項目，基金會撥
款支持的嶄新互動公益概念。計
劃至今共舉辦兩個回合，孕育出
接近2,100份項目建議，獲選的427
個愛心項目獲基金會一共捐款超
過6,400萬港元，惠及超過110萬人
次。

李嘉誠基金集思公益第三回合啟動

訪港兩艦最後開放日 冒雨參觀熱情不減
市民登神盾讚「中國好勁」

兩艘軍艦均曾參與亞丁灣及索馬里海域
護航，當中被譽為「中華神盾艦」

（裝有國產相控陣雷達系統）的「海口號」
自然成為市民參觀的焦點，不少市民爭相
在甲板上與主炮合照。

「海口號」配備多種新型雷達及武器，
相控陣雷達及防空導彈垂直發射系統更是
尖端裝備，不少市民皆表示嘆為觀止。有
中學生更雀躍地表示：「好開心！平時要
打遊戲機才看得見的軍艦、大炮，現在卻
可以親眼看得見，親手摸得 ，感覺很奇
妙！」

讚英明神武 學生感自豪
就讀小四的梁同學首次參觀中國軍艦，

感覺很壯觀，認為「中國好勁」，對身為中
國人感到自豪。他表示，初時感覺海軍

「很酷」，因此十分緊張，亦不敢發問，及
後發覺他們很親切，亦經常向參觀者微
笑，認為他們「好好人」而且「個個都英
明神武」。

就讀小六的庾同學認為，「海軍無私地
為人民服務，很值得尊敬」。她又指，是次
參觀加深對祖國的認識，比單靠課堂的國

民教育更全面，期待回家後跟父母細說所
見所聞。

軍備先進 顯國際競爭力
任教於觀塘一所中學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的吳老師，帶領9名中四級學生前來參觀，
讓學生了解祖國的軍事科技發展，並於早
會上與全體同學分享。該校黃同學表示，
平日亦有留意祖國的軍事發展，是次參觀
讓他親身感受祖國軍備之先進及國際上的
競爭力，他對此感到自豪。

「軍事迷」林先生對「海口號」的垂直
發射井最感興趣，他指，中國的軍事力
量，由80年代只能執行導彈快艇任務，提
升至目前能赴亞丁灣及索馬里海域執勤，
是一大躍進。軍事力量雖不斷提高，但他
認為外交的「軟實力」更重要，和平解決
國際糾紛，故支持目前中國堅持通過外交
途徑解決和平息黃岩島事態的立場。

阿叔「撕紙」奏軍歌致意
年屆花甲、擅長「撕藝紙」藝術的敏

叔，到場參觀軍艦，並向海軍致送他即場
製作的「中國海軍」字樣「撕藝紙」。他認
為，中國海軍為人民保土守疆，十分值得
尊敬。他更帶上一支笛子，於海軍面前演
奏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現場也有母親特地請假，帶同兒子參觀
軍艦，讓子女對祖國有更深入的了解及更
切身的感受。施小姐指，「兒子看到軍艦
上的直升機十分興奮、雀躍，解放軍不僅
親民，更抱起小孩合照，很親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淑貞）中

國人民解放軍海軍171護航編隊導彈

驅逐艦「海口號」和導彈護衛「運

城號」，昨天作訪港行程中最後一天

的公眾開放。縱然天氣驟晴驟雨，

但絲毫不減市民參觀的熱情，近百

名市民早於軍艦開放前半小時到達

昂船洲海軍碼頭門外排隊等候，當

中不乏扶老攜幼的家庭，有市民特

意穿上軍裝到場與海軍合照，更有

人現場用「撕藝紙」藝術，向祖國

的海軍致敬，眾人異口同聲讚揚：

「中國好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離島
偏遠，交通不便，調配醫護人員困
難，令長洲醫院人手短缺問題更棘
手，一旦遇上大型災難事故，傷者分
流及醫護人手調配最為重要。該院於
2005年起實施「災難應變計劃」，按
傷者傷勢分為4級，以直升機載送重
傷者往東區醫院，或轉送其他市區醫
院救治，但醫護人手緊張仍是該計劃
的一大障礙。

長洲醫院急症科副顧問醫生池丕恩
指出，該院醫護人員長期不足，「災
難應變計劃」首次應用於2011年10月
發生在長洲海域的撞船事件上，當時
急症室只有一名值班醫生，院方遂通
知其他醫護人員從市區乘搭渡輪趕往
長洲。經分流後，重傷者被送往東區
醫院及瑪麗醫院進行救治，其他傷勢

較輕的傷
者亦在短
時間內得
到該院醫
護人員的
救助。他
表示，傷
者分批到
達醫院，
人手尚可
應付，但
如果遇到
更加緊急
的情況，因缺乏醫護人員，或令救治
更困難。長洲雖然只是一個3萬人口
的小島，但每年太平清醮等盛事舉
辦，吸引眾多遊客前往，完備的醫護
團隊不可缺少。

港 聞 拼 盤

長洲醫院人手短缺難應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聯

合醫院繼有外展護士未按程序棄置
醫療廢物，被環保署發信警告後，
昨日再證實一宗不適當處理棄置血
包事件。該院初步查證後確認，一
個在輸血後被棄置的血包，於上周
六隨同其他回收物品，被運送到回
收商作進一步處理，血包內只載有
約少於5毫升的剩餘血液，血包並
沒有破損及滲漏，事件未對公眾構
成影響。院方就今次事件，向公眾
致歉，並已聯絡和通知環保署。

院方即採緊急程序
聯合醫院表示，回收商發現該血

包後已即時採取分隔措施，院方管
理層高度重視今次事件，已即時採
取緊急程序，包括展開全面調查，

追查事件起因及就院內處理醫療廢
物的程序作全面檢討，並提出改善
建議；即時暫停相關環保回收物品
程序；增加收集醫療廢物的次數；
更換以較大的容器盛載醫療廢物；
及加強培訓，確保所有員工及外判
清潔承辦商均了解及遵從處理醫療
廢物的程序。

院方在調查後，若發現有職員或
外判清潔承辦商未依從處理醫療廢
物的正確程序，定會作出適當的紀
律程序跟進。聯合醫院發言人表
示，該院一直有敦促員工及外判清
潔承辦商遵從有關處理醫療廢物的
正確程序，亦一向有定期為新入職
的員工提供相關訓練。院方已透過
早期事故通報系統通知醫管局總辦
事處。

聯合醫院亂棄血包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曹晨）

智能手機、平板電腦越趨普
及，針對有關產品的病毒也
隨之增加。去年全球針對智
能手機、平板電腦的病毒近
4,000種，是2010年的逾2倍。
黑客最常攻擊受歡迎的網
站，而香港的中小企業亦成
為黑客新目標。有防毒軟件
開發公司提醒市民上網及使
用智能產品時，應先加強防
毒裝置，小心提防資料外
洩，減少損失。

中小企成黑客新目標
防 毒 軟 件 開 發 公 司

Symantec指出，流動電子產
品的保安漏洞眾多，針對智

能操作系統的安全威脅亦日
增，部分惡意軟件透過智能
操作系統搜集用戶資料、竊
取用戶信息，以賺取利潤。
黑客多選擇宗教、社交等受
歡迎的網站散播病毒，盜取
未獲授權的訊息。

去年黑客的攻擊不再局限
於大型機構，而將攻擊目標
轉向250人或以下的中小企，
若企業未及時對裝置進行管
理，可能引起數據外洩。

Symantec香港董事總經理
徐海國提醒，智能電子產品
的用戶不應隨意開啟互聯網
連結，盡量避免使用流動裝
置進行網上交易，以免資料
外洩。

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病毒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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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叔向海軍致送他即場製作的「中國海

軍」字樣撕藝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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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志豪小學的學生看到軍艦上的直

升機，十分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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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丕恩指，現時長洲

醫院醫護十分短缺。

香港文匯報記者曹晨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