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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80周年 打造「工展小鴨」義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沚芊）
今天為聯合國訂定
的國際義工日，向
全球義工致意。早
前香港亦有一批青
年，停工休學到內
地山間小鎮，為當
地的中小學生作支
援教學，為期半年
至一年。香港青年
服務團（第三期）
上、下學期團長莊
俊軒和利嘉露均表
示，需離開香港一

年半載，並於資源貧乏的情況下獨立生活有一定難
度，但能貢獻自己的力量，並能以生命影響生命，
認為非常有意義和滿足感。
莊俊軒受情傷困擾，毅然放下工作，在2012年9

月加入第三期香港青年服務團，到紹興沙溪鎮的小
學作支援教育一年。

日覆逾50信 學生純真熱情
莊俊軒指，自己任教小學四年級的體育科和六年

級的足球隊時，運用過往義工的經驗，以有趣的方
式教學，加上自己的普通話差成為學生的笑點，大
家很快打成一片；當地學生多為父母在外省打拚的
留守兒童，故特別希望有個心靈依靠，常常寫信給
他傾訴心事。莊俊軒指，有時一天要回覆逾50封信
予學生，而且不少熱情的學生，更會在他房間留至
晚上11點方肯離開。莊俊軒坦言，當地的物質條件
雖然較差，但學生的熱情和純真，令他感到滿足和
快樂。
在香港浸會修讀大學體育及康樂管理學系的利嘉

露，於今年2月決定休學半年，到紹興的中學擔任
中一學生的體育科老師。
利嘉露表示，父母雖然不捨得，但仍支持她離港

進行義教。她指當地資源缺乏，十多個學生只能共
用一個籃球場，而在內地的生活亦相當艱難，如沒
有熱水洗澡、與飛蛾共浴、夏天沒有冷氣等，利嘉
露認為辛苦但是值得，因為有學生指希望將來長大
後亦要到山區義教，利嘉露覺得可以生命影響生
命，很有意義和滿足感。
民政事務局總行政主任林文明表示，到內地作支

援教學的青年除了貢獻外，亦會安排活動，讓他們
有機會了解當地文化生活，而四期的香港青年服務
團，已有合共60位青年參加，他期望有更多青年能
參與如此具意義的事。

港青北上義教
聽留守童訴心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港人生
活重擔多，影響青年進修發展意向之餘，
更會影響結婚育兒的決定。九龍社團聯會
上月調查發現，儘管近半受訪者月薪不足
1萬元，但薪酬福利及發展機會良好依舊
是筍工必要條件，另希望能在10年後達成
置業與進修目標的亦各有逾20%，反映青
年對前景仍然樂觀。不過，調查亦發現逾
15%受訪者不願結婚，估計與不想承擔做
父母的責任及社會不穩定有關，建議港府
增加對青年的就業協助，以加強青年對未
來的信心。
九龍社團聯會為了解青年選擇職業及伴

侶的意向，於上月初以電話訪問1,000名
年介17歲至36歲青年。調查發現青年就
業情況不理想，失業率相對高。接近五成
青年收入少於1萬元，比入息中位數1.23
萬元少接近2成，出現「有份工但貧窮」
的現象。雖然整體有48.6%受訪者月薪不
足1萬元，但對於未來10年的人生目標，
仍有22.6%受訪者以置業為最大目標，選
擇進修則有21.9%；其餘賺第一桶金、貢
獻社會及創業，則各有11.9%至16%受訪
者選擇，反映青年態度樂觀。

憂未來 15%拒絕成家
調查又發現，理想工作的條件依次為高

薪好福利、可發展所長、工作時間彈性、有良好晉
升機會及就業前景穩定。若加以細分，調查亦發現
不論是在學、待業、在職還是失業的受訪者，均未
有以高薪作為工作首要考慮因素，反而持續晉升及
穩定的工作環境，更能吸引受訪者投入工作。
此外，調查亦指出，生兒育女不再是大部分青年

的未來目標，其中願意結婚的只有84.6%，而在不
願意結婚的15.4%受訪者內，男女各佔14.4%及
16.2%，當中大部分男性因享受個人生活，女性則
認為同居已足夠而毋須結婚。

鼓勵就業設求職津貼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政策研究小組主席顏汶羽表

示，受訪青年拒絕成家立室，相信與社會環境不穩
定及對未來生活缺乏信心有關；至於不願生兒育
女，則是不想承擔為人父母的責任，恐怕與近年學
位及醫療資源不足有關。聯會建議港府加強針對青
年發展的撥款，如提高現時8萬元的持續進修免稅
額，另監管本地副學士課程，及鼓勵青年就業，提
供初次求職青年津貼，以加強青年對未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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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展會一元海味福袋抗通脹
月中開鑼 谷宣傳盼內地客增10%

反對西灣納郊園 發叔動議遭否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政府早前以「先訂
立、後審議」方式刊憲，把3幅「不包括土地」納入郊
野公園範圍，其中大浪西灣涉及私人土地，遭當地村
民反對。立法會昨日討論由立法會議員劉皇發提出，
廢除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議案，議員意見分歧。環
境局局長黃錦星強調，把西灣村納入郊野公園範圍，
絕對沒有剝奪村民現有土地權益，居民日後可申請增
建丁屋。劉皇發動議最後遭否決。
身兼鄉議局主席的經民聯議員劉皇發提出議案，反
對大浪西灣納入郊野公園範圍。他昨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表示，政府強行把西灣村私人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
圍，卻沒有給予合理賠償，業權人將蒙受巨大經濟損
失，擔心建屋申請獲批機會近乎零，土地價值急跌，
形容政府做法「於法不合、於理不通、於情不乎」。
劉皇發稱，港英政府於1979年與鄉議局作出多項承
諾，包括不把私人土地和有人居住的鄉村納入郊野公
園、郊野公園須距離鄉村最外圍至少300呎、郊野公園
不會影響村民土地權益等，認為政府是次修訂令如同
違反當年契約。他更指，政府說法令他想起日本帝國
主義抬頭，把併吞東亞行動稱為建立「大東亞共榮
圈」，把性奴隸稱為「慰安婦」。

黃錦星：可申增建丁屋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重申，當局絕對沒有剝奪村民現

有土地權益。土地納入郊野公園後，現時小型屋宇和
農地土地仍受尊重和保護，當地居民如有需要，可申
請增建丁屋。漁護署將加強資源和人手保護當地環
境，適當改善硬件和軟件，以至與村民和非牟利組織
合作管理協議計劃，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投放資
源，進行保育和環境教育工作，達致多贏局面。

葛珮帆指影響村民權益

會上，議員對大浪西灣
應否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意
見分歧。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指，政府應與村
民商討如何同時保育和保
留鄉村式發展，及以換地
等方式賠償，形容當局做法如同把私人物業納入法定
古蹟，必對村民權益構成影響。

石禮謙憂濫用「先訂後審」
石禮謙支持劉皇發提出的修訂，擔心政府日後會濫

用「先訂立、後審議」方式，政策刊憲後造成既定事
實和不可逆轉的影響。
立法會最後以功能界別13票贊成、14票反對、2票

棄權；地方選區9票贊成、22票反對、1票棄權，否決
劉皇發提出的修訂。若一切順利，當局修訂令將於本
月30日起生效。
另一邊廂，西灣村村民、鄉郊人士等共數百人，昨

日在立法會外示威，聲援劉皇發動議。由多個環保團
體組成的「保衛郊野公園行動」，亦在立法會門外野
餐，支持政府修訂令。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和部分立法
會議員亦有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及
M+博物館將於明年1年舉行首個建築展覽，展出獲選
的M+大樓設計方案及合共逾百件藏品，為期1個月。
M+行政總監李立偉表示，展出作品來自不同地區的35
位建築師、事務所及藝術家，當中不少是首次面世，
相信可展現博物館對二戰後當代中國建築藝術的重
視。他指出，現時M+進度良好，相信可達成2017年
完工的目標。
西九管理局及M+博物館將於明年1月10日起，在港
島東太古坊舉行「構·建M+：博物館設計方案及建築
藏品」展覽，重點展出20世紀及21世紀藝術、設計與
建築及影像。M+行政總監李立偉表示，由於有關展覽
是M+所策劃的第5個「游擊」展覽，亦是M+首個建
築展，故展覽將回顧國際評審團對M+大樓設計方案的
評選過程，並同時簡要介紹其他入圍設計方案，及進
一步揭示6萬平方米的M+大樓，是如何逐步發展完

善，直至預計在2017年底完工。
李立偉指出，展覽將由M+及Herzog & de Meuron

聯合策劃，採用模型、圖解、效果圖及投影方式，呈
現M+大樓的亮點，當中包括毗連的公園與海濱，及藝
術廣場的地面公共入口處，「大樓樓高兩層，另位於
機場快綫隧道上方的『found space』展區，亦會是大
樓的地下展區，此外博物館大型屋頂平台亦有一空中
花園」。

2017年完工 確保不超支
此外，M+自今年3月已着手開始收藏建築藝術品，

屆時展覽將從過往10個月已購置或正購置數百件藏品
中，挑選出逾百件建築模型、圖紙、照片、裝置及錄
像藏品，體現博物館對二戰後香港和當代中國建築藝
術的重視。李立偉補充，展出的作品內不少是首次面
世，而展品均來自內地、本港、亞洲及其他地區的35

位建築師、事務所和藝術家，貫穿上世紀20年代至今
的建築歷史。
問及M+的發展進度，李立偉表示，現時進度良好，
相信可達成2017年完工的目標，而西九委員會亦會不
時監察工程進度，確保不會超支。

M+博物館下月展設計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沚芊）第四十八屆

工展會將於本月14日至明年1月6日在維園舉

行。今年會繼續推出「抗通脹購物優惠」，當

中19款「一元產品」中，更包括海味福袋、燕

窩、官燕盞、鮑魚等名貴食材。中華廠商會副

會長兼展覽服務有限公司主席吳永嘉表示，由

於在內地有做宣傳，去年內地旅客佔入場人次

20%，希望今年會吸引多5%至10%的內地旅

客進場。不少參展商都信心十足，表示期望今

年工展會的生意額會有10%至20%的增長。

一年一度的工展會將於本月中開幕，為期24日，工展
會今年設有12個主題展區，包括糧油麵食、參茸海

味、美容保健等，共880個攤位，逾400個參展商參加。
工展會今年繼續推出「抗通脹購物優惠」活動，分別
為「一元產品」、「割價大傾銷」、「購物送大禮」，
當中「一元產品」共19款，包括1元印尼官燕盞（6
克）、1元海味福袋（原價480元）、1元蠔皇鮑魚（25
克）等。當中亦有藥材參茸海味連鎖店，推出購物手拉
車裝的「參茸海味湯包套裝」，並由原價2,498元減價至
1,380元，大約五五折。亦有參展商同樣推出購物手拉車
裝的調味品套裝，售110元至160元。此外，「購物送大
禮」活動是在不同的參展商購物滿一定金額，就會送出
不同的禮品，全部先到先得。
為方便旅客，今年亦會繼續提供行李寄存服務和送貨
服務，工展會又會提供由深圳灣口岸到會場的跨境巴士
服務。吳永嘉表示，相信可吸引更多巿民趁農曆新年前
提早到場「掃貨」，期望入場人次會較去年上升5%至
8%，達260萬人次。去年的入場人數中，內地旅客佔
20%，因在內地有做宣傳工作，如在內地媒體宣傳，並
和中國郵政合作，擺放宣傳海報和小冊子，並與內地旅
行社合作，希望今年會吸引多5%至10%的內地旅客進
場。

展商有信心 料生意增20%
參展商位元堂、南北行、華園等都有信心，是次工展
會的生意額會有10%至20%的增長。參展商之一的位元
堂銷售總監張文耀表示，內地旅客消費力強，他們平均
消費數千元，而且內地旅客對香港產品有信心，故今年
會加推一些「民生產品」如洗滌、沐浴用品等，預計生
意會有14%升幅。

資助加碼 料助逾萬人
中華廠商會會長施榮懷表示，「工展顯關懷」資助計
劃亦會擴展，由去年的300萬元增加至400萬元，預計可
幫助超過1萬個弱勢群體人士。
吳永嘉又指，2014年是廠商會成立80周年，故今年工
展會特別設立「廠商會80周年誌慶」主題區，區內特設
「願望照相館」，讓市民拍照留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早前荷蘭設計師設

計的巨型黃色橡膠鴨，在香港風靡一時，殊不知早於

1948年，已有港產黃色膠鴨玩具。中華廠商聯合會
今年請來港產黃色膠鴨設計師林亮，為廠商會80周
年構思設計一隻「工展小鴨」，並會在工展會會場內
義賣，收益在扣除成本後，會捐贈予兩所中學作為獎
學金。
為支持本港教育及響應「傳統工業撐工展」，適

逢廠商會80周年，今年工展會邀請了香港玩具業始
祖林亮，及玩具設計師Gary Man和 William Ng，以
1948年設計及生產的黃色膠鴨玩具為藍本，構思設
計了兩款分別名為「Lamon Tea」及「Lamon Tea
Jr.」的工展會版小鴨，並於會場內的攤位慈善義賣，
並推出多種與小鴨有關的產品，如擺設、手提電話防
塵塞、磁石文件夾等，價錢約為市面上的半價。而義
賣所得的收益在扣除成本後，將分別捐贈予廠商會轄
下兩所中學作為獎學金，及「工展顯關懷」活動用
途。

■林亮（右）及William Ng，構思設計一隻「工展
小鴨」。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第四十八屆工展會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施榮懷表示，「工展顯關懷」資助計劃亦
會擴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南北行
推出購物
手拉車裝
的「參茸
海味湯包
套裝」並
由 原 價
2,498元，
減至1,380
元。
潘達文 攝

■近半受訪者月薪不足1萬元，但薪酬福利及發展
機會良好依舊是筍工必要條件。 郭兆東 攝

■由多個環團組成的「保衛郊野公園行動」在立法會
門外野餐，支持政府的修訂令。 梁祖彝 攝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及M+博物館將於明年1年，舉行
首個建築展覽。 郭兆東 攝

■桌上厚厚一疊，全是學生寫
給利嘉露的信。 吳沚芊 攝

■劉皇發提出議案最後遭
否決。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