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石鼓洲焚化爐
正面對司法覆核，將軍澳等3個堆填區擴建又遭
到附近居民激烈反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
表示，香港廢物問題令他憂心戚戚，而擴建堆
填區討論多年，已磋跎不少歲月，稱若仍議而
不決，廢物問題勢必成為香港的危機。他希望
市民能本 和衷共濟的精神，為全港市民的利
益，多加包容。

討論10年仍蹉跎歲月

黃錦星昨日在港台節目《香港家書》中表
示，香港人均廢物產生量，比鄰近先進城市高
出幾成，這境況令他憂心戚戚，港人需要急起
直追。而本港3個堆填區會於2019年或之前逐
一爆滿，但2020年前都不會有「轉廢為能」設
施，故除回收以外，堆填區仍是未來幾年香港

固體廢物的唯一出路。他形容，香港已就擴建
堆填區討論了10年時間，蹉跎了不少歲月，指
社會若在擴建上仍然議而不決，廢物問題勢必
成為香港的危機，對整個廢物收集系統、公共
衛生和健康構成影響。

續就擴建堆填區溝通

黃錦星表示，理解市民不希望自己居住的地
區太接近廢物處理設施。政府會竭盡全力，處
理這些設施對居民可能帶來的影響，特別是空
氣質素、沙塵和交通方面；同時加強監察，並
願意通過不同方案，減少車輛流量、控制氣味

等；亦會與居民保持緊密溝
通。

黃錦星提到，立法會環境事
務委員會於上個月底通過動
議，反對擴建將軍澳堆填區，
但他指，由於將軍澳堆填區鄰
近九龍及港島，在應付市區廢
物上具策略重要性。當局會繼
續就擴建計劃與立法會、當區
居民及廢物運輸業界保持溝通
及推展相關工作。

他表示，他早前分別到首爾
和台北考察當地廢物管理經
驗，認為他們在約20多年積極
的官商民協作，不論在政策法
規、廢物基建，以至市民參與
方面，進展都比香港成熟得
多。他補充，這些城市的末端
處理包括現代焚化及堆填的適
當容量，亦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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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5℃ 雷暴
河　　內 28℃ 34℃ 密雲
雅 加 達 23℃ 31℃ 多雲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6℃ 32℃ 密雲
新 德 里 28℃ 38℃ 多雲
首　　爾 24℃ 29℃ 多雲
新 加 坡 25℃ 31℃ 雷暴
東　　京 26℃ 3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9℃ 14℃ 驟雨

悉　　尼 9℃ 19℃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1℃ 有雨
雅　　典 25℃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2℃ 多雲
日 內 瓦 11℃ 25℃ 天晴
里 斯 本 25℃ 38℃ 天晴

倫　　敦 15℃ 22℃ 多雲
馬 德 里 20℃ 36℃ 天晴
莫 斯 科 12℃ 21℃ 天晴
巴　　黎 15℃ 24℃ 密雲
羅　　馬 18℃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4℃ 38℃ 天晴

檀 香 山 23℃ 31℃ 天晴
洛 杉 磯 16℃ 23℃ 毛毛雨
紐　　約 22℃ 35℃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毛毛雨
多 倫 多 25℃ 37℃ 天晴
溫 哥 華 17℃ 24℃ 天晴
華 盛 頓 25℃ 37℃ 天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3℃ 雷暴
河　　內 28℃ 36℃ 驟雨
雅 加 達 25℃ 34℃ 薄霧
吉 隆 坡 25℃ 34℃ 驟雨

馬 尼 拉 24℃ 31℃ 多雲
新 德 里 32℃ 45℃ 天晴
首　　爾 20℃ 32℃ 多雲
新 加 坡 26℃ 32℃ 多雲
東　　京 21℃ 26℃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8℃ 15℃ 驟雨

悉　　尼 8℃ 19℃ 天晴

阿姆斯特丹 11℃ 22℃ 雷暴
雅　　典 24℃ 34℃ 天晴
法蘭克福 14℃ 28℃ 多雲
日 內 瓦 16℃ 29℃ 天晴
里 斯 本 17℃ 23℃ 多雲

倫　　敦 12℃ 20℃ 明朗
馬 德 里 18℃ 33℃ 多雲
莫 斯 科 12℃ 23℃ 有雨
巴　　黎 14℃ 21℃ 有雨
羅　　馬 15℃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1℃ 36℃ 大風

檀 香 山 23℃ 29℃ 大風
洛 杉 磯 16℃ 26℃ 多雲
紐　　約 14℃ 24℃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多雲
多 倫 多 19℃ 28℃ 多雲
溫 哥 華 12℃ 17℃ 多雲
華 盛 頓 16℃ 25℃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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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

氣溫：28℃-32℃ 濕度：70%-90%
潮漲：08:47(2.2m) 22:31(1.4m)
潮退：01:52(1.1m) 15:52(0.5m)
日出：05:39 日落：19:06

10/6(星期一) 11/6(星期二) 12/6(星期三)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10－45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45－60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13/6(星期四)

氣溫：26℃-28℃

濕度：80%-95%

多雲，有驟雨

及狂風雷暴

氣溫：25℃-28℃

濕度：80%-95%

多雲有幾陣驟雨及

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

氣溫：26℃-29℃

濕度：75%-95%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氣溫：27℃-31℃

濕度：75%-95%

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

驟雨稍後有狂風雷暴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18℃ 21℃ 有雨
長　　春 20℃ 28℃ 天晴
長　　沙 23℃ 29℃ 密雲
成　　都 19℃ 28℃ 多雲
重　　慶 21℃ 23℃ 有雨

大　　連 16℃ 25℃ 多雲
廣　　州 26℃ 33℃ 雷暴
貴　　陽 17℃ 24℃ 有雨
海　　口 26℃ 36℃ 雷暴
杭　　州 20℃ 26℃ 多雲
哈 爾 濱 22℃ 29℃ 雷暴
合　　肥 19℃ 25℃ 有雨

呼和浩特 13℃ 22℃ 多雲
濟　　南 20℃ 29℃ 密雲
昆　　明 17℃ 24℃ 有雨
蘭　　州 11℃ 21℃ 驟雨
拉　　薩 11℃ 25℃ 天晴
南　　昌 23℃ 30℃ 多雲
南　　京 19℃ 24℃ 密雲

南　　寧 26℃ 34℃ 雷暴
上　　海 20℃ 24℃ 有雨
瀋　　陽 17℃ 28℃ 多雲
石 家 莊 20℃ 23℃ 有雨
台　　北 27℃ 34℃ 多雲
太　　原 16℃ 24℃ 有雨
天　　津 21℃ 25℃ 有雨

烏魯木齊 17℃ 32℃ 天晴
武　　漢 19℃ 28℃ 密雲
西　　安 20℃ 29℃ 驟雨
廈　　門 25℃ 33℃ 驟雨
西　　寧 7℃ 14℃ 有雨
銀　　川 12℃ 22℃ 多雲
鄭　　州 22℃ 27℃ 有雨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4℃ 雷暴
河　　內 28℃ 38℃ 密雲
雅 加 達 27℃ 34℃ 多雲
吉 隆 坡 25℃ 33℃ 驟雨

馬 尼 拉 27℃ 33℃ 多雲
新 德 里 30℃ 41℃ 多雲
首　　爾 21℃ 32℃ 天晴
新 加 坡 25℃ 33℃ 雷暴
東　　京 19℃ 28℃ 天晴

澳洲
墨 爾 本 7℃ 16℃ 天晴

悉　　尼 11℃ 20℃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1℃ 20℃ 天晴
雅　　典 17℃ 27℃ 驟雨
法蘭克福 13℃ 24℃ 多雲
日 內 瓦 11℃ 25℃ 雷暴
里 斯 本 12℃ 17℃ 驟雨

倫　　敦 10℃ 19℃ 天晴
馬 德 里 11℃ 21℃ 驟雨
莫 斯 科 12℃ 23℃ 有雨
巴　　黎 15℃ 26℃ 雷暴
羅　　馬 13℃ 24℃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10℃ 23℃ 多雲

檀 香 山 23℃ 30℃ 天晴
洛 杉 磯 16℃ 25℃ 多雲
紐　　約 15℃ 27℃ 多雲
三 藩 市 15℃ 23℃ 天晴
多 倫 多 13℃ 21℃ 多雲
溫 哥 華 12℃ 20℃ 天晴
華 盛 頓 20℃ 28℃ 多雲

CY分享爸爸經：
不可因公忘私

黃錦星盼市民支持焚化堆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下周日是父親節，育有3個孩子的特首梁
振英向來與子女關係密切，去年CY競選特首時，向來作風低調的長子傳
昕、二女齊昕及三女頌昕，更從英國返港為爸爸助選打氣，溫情洋溢。在
父親節前夕，CY接受香港電台節目《活在有情天》錄音訪問，詳談身為
人父的感受及分享育兒心得。他強調，自己縱然工作繁忙，但仍堅持抽空
陪伴家人，因他覺得在孩子成長時，爸爸是擔當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任
何人都不可以代替。

CY的「爸爸經」專訪今日正午12時至下午1時，在香港電台第五台節
目《活在有情天》播出。該節目由主持人錢佩佩、獲頒十大傑出青年的
失明人士汪明欣，以及八仙嶺山火倖存者張潤衡等參與製作，期望透過
大氣電波發放正能量，藉 不同嘉賓點點滴滴的人生經驗，勉勵港人勇
敢前行。

3成學費低於5,000助基層

中西區傳統名校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正就轉為直資
辦學開展諮詢，吳克儉昨出席電台節目指，相信該
校管理層及董事局能處理內部討論，而家長、教師
及校友都是重要持份者，教育局會於收到申請後作
評估，並嚴格把關。他又表明，直資校能讓整體教
育制度更多元發展，現有73所只佔全港學校總數
9%，比例可接受，加上近4年只有3所津貼中學轉
制，未見出現大量學校轉直資的趨勢。他又強調，
當局有規定直資校獎助學金及學費減免安排，現時
並有3成直資校全年學費低於5,000元，能幫助有需要

學生。
但吳克儉亦指出，若未來出現轉直資越來越多的

情況，教育局亦會檢視有關制度，研究對教育發展
有何影響，特別是有意見提出，要求直資校將一定
比例學額撥作中央統一派位，當局也會進行探討，
不過暫沒需要硬性規定一個直資比例或學額水平。

直資校擁較大收生自主權，主要透過面試申請入
學，被指對富有家庭學生有利，因為可參與大量課
外活動及培訓班爭取優勢，統一派位則可避免有關
問題。不過，現時近60所直資中學中，也有約三分
一自願撥出部分學額參與統一派位，惟當中沒包括
傳統名校。

紓北區學額措施盼9月公布

另外，吳克儉亦在電台節目中提到，當局因應北區
小一學額不足而推出的「返回」機制，將於下星期初
在網頁公布參與的學校名單和學額分配，約200名被
派往大埔區小學的北區學童，其家長應留意有關資
料，並於6月17日至19日回覆當局是否參與機制；至
於明年安排，教育局未來數月也會加快研究包括設立
獨立跨境校網等應對方案，將學童分流至不同地區，
希望於9月公布一籃子措施供家長選校參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同性戀者在香港社會獲接納的

程度不高，家人支持顯得格外重要。有團體首次針對同性戀者父

母進行質性研究，發現當他們知道子女是「同志」時，普遍反應

極負面：輕則焦慮自責，重則拒認子女，甚至想自殺等。團體又

發現，家長接受「同志」子女的時間不一，最快一星期、慢則10

年也未適應。有曾主動協助兒子「出櫃」的父親過來人認為，當

初知悉兒子是同性戀時，確需要時間消化，但適應後只要明白

「愛子女最重要」，便可與其一同跨過難關，日後反可建立更親密

的親子關係。

群益會首研家人反應

香港小童群益會與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洪雪蓮合作，

於2011年至2012年間，針對20名同性戀者的父或母進行深度研

究，以了解他們對知道子女是「同志」後的反應、適應歷程及日

後如何與子女相處等。洪雪蓮表示，在接觸的家長個案中，負面

反應居多，形容為「好似無 個仔」、「晴天霹靂」及「知道那

刻從天堂跌落地獄」等，甚至有家長顯得歇斯底里，一度想自

殺，也有個案拖了長達10年，也未完全接受現實。

過來人：接納反更親密

有份參與研究的鄭爸爸分享指，自己與妻子於6年前發現兒子

有同性戀傾向，起初完全不能接受，不斷想辦法希望「解決」兒

子的同性戀傾向問題，又因壓力要與妻子去見心理學家、參加同

性戀者家長小組輔導等，歷時達1年。後來，他理解這是兒子與

生俱來的特質，於是主動協助兒子「出櫃」，笑言雙方關係反而

更親密：「最重要是愛，我們一定會陪他走到底。」

今年30多歲的同性戀者Peter，仍未向母親透露其同性戀傾向，

但獲得父親的支持，「朋友、工作我能選擇，但家人不能；如有

他們的支持，即使外界如何看我都沒有所謂。」

小童群益會助理總幹事何婉華建議，家長如知子女「出櫃」

後，首先不要批評，而是讓自己消化事件及調整情緒，稍後再聆

聽子女表達，並可尋求專家及同行家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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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直資學校制度的推行近年一直備受爭議，不少人

批評收取高昂學費的直資校「貴族化」，影響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入讀機會。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昨重申，政府對批核學校轉直資有嚴格把關，曾有11校申請被拒，

亦規定獎助學金及學費減免安排；而現時全港只有9%學校屬直資，是教育制度

多元化的重要部分，比例不算高。但他首次表明，直資校收生模式存在檢討空

間，若未來學校數量大幅增加，政府會考慮研究將直資校部分學額，抽撥至統一

派位，讓更多學生可毋須面試，獲隨機分配入讀。

■吳克儉表

示，若未來

直資校數目

大增，將研

究把一定數

目的學額，

抽撥至統一

派位。

梁祖彝 攝

■梁振英與主持人以爸爸為題對談。

吳克儉重申轉制把關嚴 多元教育收生可探討

直資校倘大增 學額或須派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