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三八婦女節的目
的，是慶祝婦女在社會、經濟的貢獻。有商場昨公布
一項有關本港女性的快樂調查，發現有近40%的受訪

女性感到不快樂，不快樂的主因是來自工作
和經濟壓力。有單親媽媽身兼父職，照顧一
名幼女又兼任兩份兼職，月入約萬元。她坦
言，現時承受家庭和經濟的壓力沉重，唯吃
甜品減壓。有營養師指出，吃甜品有助產生
血清素，讓人快樂的感覺，但呼籲女性切勿
過量進食，以免致肥影響健康。

不快婦八成屬在職女性
觀塘apm商場於上月以問卷方式訪問515

名女性，年齡介乎28歲至42歲，以了解香港
女性面對的不同壓力來源和常用的方法減
壓。調查發現，近40%受訪者感到不快樂，

當中有80%是在職女性，不快樂的主要原因來自工作
壓力(41%)，其次是經濟壓力(37%)、家務繁重(21%)及
工時過長(20%)等。調查又發現，在紓緩不快樂情緒方

面，近50%受訪者最常用的方法是吃甜品，其次是與
朋友傾訴(39%)及聽音樂(37%)等。
現年35歲的KK是單親媽媽，平日除了照顧2歲半的
女兒，亦要兼職新娘化妝和推銷員。她表示，由於女兒
年幼，不能全職工作，每月依靠8宗至10宗新娘化妝的
工作以維持生計。她又指，每月收入約萬元，房租連女
兒的費用已佔收入的逾80%。同時，每兩年要面對房
東加租的壓力，有時令她喘不過氣。她續說，平日要同
時兼顧家庭、經濟和工作，感覺壓力很大，因此會與朋
友相約聊天和吃甜品來減壓。她謂「有時感覺壓力太大
會一口氣吃下一條朱古力來減壓」。
註冊營養師李淑玶表示，甜品含有糖分可促進人體
大腦中的神經傳導物質血清素的分泌，有助穩定情緒、
抗憂鬱減壓。但由於部分甜品含高卡路里和脂肪，進食
過量可致肥胖和血脂過高，建議女士們可改食含碳水化
合物、蛋白質食物，同樣可達致同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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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本港近年
經濟轉好，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就業率上
升。有團體昨日公布一項「家庭快樂指數調
查」，發現有六成半受訪者認為擁有開心家
庭，七成人認為與子女和伴侶相處最開心。
同時，調查又發現，只有三成八人會找伴侶
和子女傾訴，以及逾半人不知道「家庭友善
政策」，反映本港家庭支援存在問題，建議
政府制定更多鼓勵政策推廣的措施，讓港人
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

45%陪子女最高興
香港婦聯於上月進行一項「家庭快樂指

數」問卷調查，訪問了674名屋邨居民。調
查發現有六成半人認為家庭生活愉快，當中
有四成五人認為與子女一起最高興，其次是
伴侶和朋友。該會執委楊倩紅認為，數字反
映出近年香港經濟向好，全民就業率高，令
不少基層人人有工開，因此多人覺得家庭生
活愉快。
另外，調查指只有三成八人會找伴侶和子

女傾訴，楊倩紅認為，反映現時香港人家庭
關係疏離，港人不開心卻只會找朋友傾訴。
她說，本港家庭支援存在問題，建議政府在
「家庭友善政策」方面多制定鼓勵的措施，
讓港人可在工作家庭達平衡的生活。
婦聯建議，政府可運用婦女團體的社會功

能，建立更大的群體網絡，加強支援，建立
「快樂社區」，同時政府應制定更多鼓勵措
施推廣「家庭友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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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碼種竹遮工程
董耀中倡研提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預算案提出，最快明年

底陸續推出啟德6幅臨海酒店帶商業用地。土木工程
拓展署啟德辦事處專員李關小娟表示，最接近郵輪碼
頭的的一幅土地料會最先推出，首間酒店預計在2017
年至2018年落成。不過，她承認周邊配套可能仍需時
興建，當局會在周邊種竹，遮擋遊客視線。香港旅遊
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則認為，種竹效果成疑，建議應
花時間研究如何加快施工進度，會更為實際。

首間酒店料3年後落成
李關小娟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由於郵輪碼頭已經

啟用，最接近郵輪碼頭的的一幅土地料會最先推出，
以便加強日後遊客接待的能力，而首間酒店預計在
2017年至2018年落成。她承認，部分基本設施及交通
基建應可與酒店同步完成，但周邊配套可能仍需時興
建，附近仍有不少工地。她表示，當局會在周邊種
竹，遮擋遊客視線，讓遊客可以有舒適及美麗的環
境，「旅客坐在旅遊巴上，視線會被遮擋，看不到竹
後的工程」。
董耀中指出，種竹效果成疑，且只屬權宜之計。他

又認為，距離酒店落成尚有一段時間，當局應花時間
研究如何加快施工進度，「政府目標是興建五星級酒
店，如果配套設施不足，將會影響國際酒店集團競投
的意慾」。

「拓嶼」諮委倡同時滿足住商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今天召開首次會議，有委員認為應採取綜合模式發展
大嶼山，同時滿足住屋、商業及旅遊需要。亦有委員
稱，會在會上表明，將保留郊野公園作為香港人的
「後花園」，否則爭議很大。有團體批評發展大嶼山
是「掠奪式」，而且會影響自然生態發展。
行政長官梁振英會出席今天舉行的首次會議，討論

有關大嶼山的規劃和發展事宜。據消息透露，是次會
議中，政府介紹大嶼山及周邊項目發展現況，然後由
委員發表意見，但不會為規劃大綱定調，亦未必談及
人工島的發展形式。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劉炳
章稱，當局可能在會上提出規劃方向，而劉炳章認為
應採取綜合模式發展大嶼山，應同時滿足住屋、商業
及旅遊的需要，而非如發展局於2004年提出，以旅遊
休閒為主的發展模式。
同為委員胡志偉則指，大嶼山有逾半用地被列為郊

野公園，故會於會上表明，將郊野公園保留為香港人
的「後花園」，否則爭議很大。

團體質疑發展損生態
守護大嶼山聯盟表示，大嶼山現時的遊客量，已達
到可以承受的臨界點，要求規劃處將大嶼山所有地
區，納入規劃限制級別。聯盟又強調，香港不應只為
旅客而發展，亦應保留休閒地方，如大嶼山正是香港
的「後花園」。
聯盟又質疑，政府聲稱發展大嶼山是滿足房屋需

求，但項目卻以商場和酒店為主，更會影響生態發
展。聯盟發言人謝世傑補充，大嶼山並非絕不能發
展，但應先做好環境保護研究，否則會影響自然生態
發展。
聯盟質疑委員會的獨立性，又批評大部分委員都代

表政府立場，缺乏公眾參與，應讓環境團體和民間組
織代表加入，並要求委員申報利益。

港府覓地打造邊境購物城
商務局副局爆料 關注民建聯疏導旅客建議

梁敬國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強調，
特區政府會盡力解決香港承受力

問題，並透露當局正物色土地興建邊境
購物城，但就拒絕交代具體詳情，「港
府一直非常關注邊境購物城的建議。今
（昨）晨政府內部亦已展開相關討論，
研究兩塊土地能否興建購物城，但定要
確保依法辦事」。
他強調說，任何土地要改變用途，須

經城規會、區議會及其他地區人士，盼
望社區能夠配合政府措施。

信張德江無不滿政府旅評報告
被問及張德江提出由港澳辦牽頭評估

個人遊對香港的影響，是否反映中央否
定了特區政府的旅遊評估報告時，梁敬
國否認，並強調當局自完成旅遊評估報
告後，已經開展了3方面促進旅遊發展
工作，包括不斷提升接待能力；發展旅
遊特色景點及群組，吸引更多高增值旅
客，發掘各區新景點減輕壓力較大的旅
遊區，及與內地部門作經常性的緊密溝
通，「我相信不是外間所指張德江委員
長不滿，檢視問題屬正常工作」。

譚志源：張留意港事促兩地檢視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同一

活動後回應說，內地旅客來港的個人遊

措施實施10年，當中涉及的各項設施及
交通承載能力均值得探討，特別是「一
簽多行」是否過於頻繁影響本土居民生
活，香港會與內地作緊密溝通，「我深
信張德江委員長是留意到香港最近發生
的事，要求內地部門與特區政府部門，
在現行溝通基礎上檢視個人遊實施情況
及研究調整空間」。

譚強調個人遊助中小企
他強調說：「香港需要個人遊旅客協

助中小企發展，當中涉及很多的零售批
發、旅遊餐飲等經濟活動，但同時亦需
檢討香港交通承載能力，應否興建更多

旅遊設施，包括邊境大型商場等，以滿
足旅客需求」。
被問及會否收緊個人遊簽注甚至單程證

時，譚志源說，內地同胞來港旅行有各式
簽注，而香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均透過
保安局與內地對口部門溝通，包括內部保
安情況，各項設施及交通承載能力等，而
單程證及家庭團聚等簽注，也會因應人道
理由在不同簽注制度作出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談到個人遊的問題，在香港引起熱

烈討論，民建聯等建議應在邊境建設購物城以疏導旅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昨日透露，

特區政府正物色土地興建邊境購物城，但未有交代具體詳情。

四成港女不快樂 近半吃甜品減壓

■調查發現有六成半人認為擁有開心家庭，數字反映
出近年香港經濟向好，全民就業率高。 張文鈴 攝

■■調查發現調查發現，，近四成受近四成受
訪女性感到不快樂訪女性感到不快樂。。

張文鈴張文鈴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沚芊）冬去春來，
繁花盛放，一年一度香港花卉展覽昨日開
幕，並由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主禮。維多
利亞公園內鋪滿逾35萬株盛開的鮮花，可惜
天公不造美，陰涼的天氣下飄着綿綿細雨，
以致入場人數不多，放眼望去，每個花圃外
圍滿的幾乎全是小畫家，他們都全神貫注地
執着畫筆、把鮮花的美態留在畫紙上。雖然
他們都是年紀小小的小學生，卻功架十足，
為了能於繪畫比賽中勝出，更各有各策略。
每間學校均可派出12名小畫家「出戰」賽

馬會學童繪畫比賽，小畫家們需要自備畫
具，並限時3小時內，用任何繪畫方式，繪
畫場內的花卉展品或園林景點，當中「賽馬
會學童鑲嵌花壇──珊瑚群『樂』是我家」
花圃，以八爪魚、小丑魚、海馬等多種海洋
生物為造型，吸引不少學生駐足。就讀小學
二年級的駱詩瑤指，用花造成海洋生物的造
型很特別，加上自己喜歡海星，所以決定以

描繪此花圃來應戰，而且更把附近的大廈和
天上的烏雲作背景，駱詩瑤有信心可以拿下
獎項。

潮濕棄水彩 改用木顏色
而就讀三年級的梁煒杰表示，為配合主題

所以會集中繪畫家樂花，而且因天氣潮濕，
故放棄用難乾的水彩而改用木顏色。六年級
的江倩晴則選用色彩較多的油粉彩作畫，吸
收過去年參賽的經驗，是次選畫線條較簡單
的向日葵和喇叭花。
花卉展除了吸引一眾小畫家，現場的快門

聲亦此起彼落，由10多歲的青少年到七八十
歲的銀髮一族，每人手上都幾乎手執一機，
更有人拉着一行李箱的專業攝影器材前來，
捕捉鮮花的最美一面。專誠從馬鞍山過來的
張先生，帶備了微距鏡頭和燈來「影花」，
馬上又要趕到大埔工作，但仍堅持趁工作空
檔前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
港城市大學昨日與國際著名的發電、輸
電、交通基建企業兼世界500強公司之
一的阿爾斯通（Alstom）簽訂合作框架
備忘錄，結為長期協作夥伴。除了共同
進行能源及交通研究、研發智能城市的
先進開放系統外，雙方還會共同培養研
究生，阿爾斯通會提供研究經費、技術
支援及實習機會，預計今年將會有首批
城大研究生到其法國總部實習。
簽約儀式在城大舉行，城大校長郭位
與阿爾斯通首席創新主任 Ronan
Stephan 代表締約雙方在協議書上簽
字。根據協議，阿爾斯通將提供資助及
技術支援，協助城大進行能源及交通領
域的研究，並支持學生創業。城大則協

助阿爾斯通招聘人才，並藉助雙方設立
的聯合研究中心，在上述領域內尋找有
商業發展潛力的研究成果。

學者：研運用層面檢節能
負責有關合作的城大電子工程學系教

授鍾樹鴻表示，該校自2003年起已致力
推動可持續發展，5年內已節省了7%的
用電，其後每年更透過總總措施，額外
節省4%。也由於該校於這方面已有一
定基礎，是次合作才能順利開展。鍾樹
鴻表示，城大將與阿爾斯通開展多項研
究，包括「智能城市的先進開放系
統」，從整體能源運用層面研究，檢視
如何節省能源。此外，該校在阿爾斯通
資助下，亦正在進行優化用電研究，目

標是研發出智能估算系統，因應課室人
數自動調節空調等，以降低課室及演講
廳耗電。
阿爾斯通集團的業務遍布各大經濟發

達國家，在近100個國家共聘有9.3萬名

員工。城大與阿爾斯通亦將聯手向香港
的創新及科技基金、國家科學技術部等
政府機構申請研究資助。有關成果將先
於城大作應用示範，以供香港的政府組
織及商業大廈參考。

城大夥阿爾斯通城大夥阿爾斯通 育才研能源交通育才研能源交通

■城大校長郭位（左四）與阿爾斯通首席創新主任Ronan Stephan（右四）代表
締約雙方簽署合作框架協議。 城大供圖

■梁煒杰表示，因天氣潮濕，故放
棄用難乾的水彩而改用木顏色。

吳沚芊攝

萬花滿維園萬花滿維園 小畫家鬥藝小畫家鬥藝

■駱詩瑤指，除了花圃外，更把附
近的大廈，和天上的烏雲作背景，
有信心獲獎。 吳沚芊攝

■■特首夫人梁唐青儀主持特首夫人梁唐青儀主持
香港花卉展開幕禮香港花卉展開幕禮。。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現場下着綿綿細雨，有小畫家穿雨衣入場。 梁祖彝攝

■梁敬國透
露，政府正
物色土地興
建邊境購物
城。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