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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高層赴政總「照肺」
張炳良：政府無任何隱瞞 議員促下月會議全面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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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自拍，是
近年全球的大潮流，理工大學產品工程兼市場
學二年級生王嘉麗，看準這個商機，上學期就
與同學合作設計了能美化攝影效果的「自拍鏡
頭」，期望未來能進一步推出市場。這份對科
技的熱誠，令她和另外24位大學生各自獲頒
15萬元的「創新科技獎學金」，各人可到外
地交流外，更有人獲諾貝爾獎得主作為導師，
有機會踏入科研世界的殿堂。
王嘉麗表示，自己對產品工程相當有興

趣，以前就試過運用力學原理，透過改變支
點及固定點，令窗戶更易開關。至於研發
「自拍神器」，王嘉麗表示這其實是一份作
業，笑言一半是因為自己平日愛自拍，一半
則因為看到市場上有需要，「有很多女生都
喜歡自拍，再加上互聯網社交網站盛行，所
以有這樣的想法」。其實，自拍有很多限
制，如環境太暗時，用閃光燈又會「爆
光」，「我們就不斷研究拍攝角度、燈及濾
鏡，例如想瘦面就打燈，又或者用濾鏡把燈
光『打散』，令面部皮膚看起來漂亮一點
等」。他們更試過不同手機的拍攝效果，才
製成最後的作品。
獲得這筆獎學金，王嘉麗將到著名的墨爾

本皇家理工大學交流21個星期，「這所大
學很注重實踐教育，希望可學到當地文化和
專業知識」。

諾獎得主任導師 中大生感榮幸
就讀中文大學分子生物科技學的林霖則一直

視疾病及藥物研究為興趣，於計劃中獲配對諾
貝爾化學獎得主Roger Kornberg為導師，坦
言自己既有壓力亦感榮幸，「一開始看到時會
想『有無派錯』，這個平日只在書上看到、教
授口中聽到的人，居然是自己導師，所以也覺
得有些壓力，但其實這也是好事，因為是難得
的機會」。

「創新科技獎學金計劃」由創新科技署、匯豐銀行
及青協設立，已經進行了4屆，累積有百位本地年輕
科技人才受惠。昨日的頒獎禮上，前港大校長徐立之
等人更與大學生進行對話，分享科研心得。

■有見時下人們流行自拍，王嘉麗就研發了能美化拍
攝效果的「自拍神器」。 黃偉邦 攝

製防瞓手錶助溫書
中學生揚威產品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夢想、有想法是
實踐人生大計的第一步。近日一群中學生就展示出自
己的創意，構思出「大頭蝦貼紙」、「防睡覺手錶」
及「轉濾鏡電燈」等概念，並製作出產品雛型，與世
界各地的業界人士一起躋身「香港春季電子產品
展」，個別作品更獲業界人士青睞。
20位來自不同學校的中學生，透過參加「Think-
Series思賞行領袖計劃」，創造屬於自己的電子產品。
有關計劃獲貿發局支援，一眾學生獲得業界人士悉心
指導，並學會透過網路籌募資金，將親自設計的產品
以立體打印方式製作雛形，經歷了一段與別不同的學
習，更躋身大型展覽，讓業界人士提意見。

業界有意購「大頭蝦貼紙」
聖若瑟書院的卓其鋒及其團隊，就構思用「大頭蝦

貼紙」及提示手帶，透過無線射頻辨識（RFID）技
術，去自動識別及追蹤範圍內的指定目標。物品只要
貼上約1元硬幣大小的「貼紙」，就可被識別位置。
若物主離開太遠時，手帶會發出提示。
卓其鋒表示，雖然產品只在構思階段，但已有人留

下聯繫方式表示有意購買，也有人希望他們把計劃書
傳給公司，「有業界人士更向我們下訂單，希望我們
可以幫忙設計其他電子產品」。不過，至於能否真的
實行，卓其鋒亦表示要先想一想。
設計「防睡覺手錶」的則是來自聖保祿學校吳朗姿的
團隊，由於人睡覺時肌肉會放鬆，有關產品就透過電子
脈衝去探測使用者的手部肌肉，在使用者快要睡着時作
震動提示，讓一眾溫書、開會的人士可擊退睡魔。

「轉濾鏡電燈」改變光暗
其他創意設計還包括「轉濾鏡電燈」，該設計採用

相機換鏡的原理，希望將室內燈光透過「換鏡」去改
變光暗、聚集及光源散射，讓一盞燈做到三盞燈的效
果；也有學生構思「手機開關鎖」，讓大家只要一機
在手，就可遠距離遙控家裡或辦公室的各個鎖，並在
有人強行破開鎖扣時發出通知等。

■20位中學生發揮創意，將構思轉變成雛形，與專業
人士一起參加電子產品展。 黃偉邦攝

港鐵前日公開承認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
程將要延誤9個月，通車時間亦要順

延至2017年。政府昨日下午邀請了港鐵公
司主席錢果豐和行政總裁韋達成到政府總
部，向行政長官梁振英、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和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交代事件，港鐵董事局傍
晚亦就事件舉行特別會議。

路政署每月了解工程進度
張炳良昨日出席港鐵董事局會議前

指，政府一直有就港鐵的高鐵工程項目行
使監察權，路政署署長亦每個月主持一次
項目監管委員會，並與港鐵工程管理人員
進行協調會議，了解工程進度。路政署亦
聘請了獨立顧問作為顧問工程師，對工程
進度作評估。
對於有報道指早在去年已有文件指工

程出現延誤，張炳良澄清在去年5月出現
相關報道後，以及11月政府向立法會提
交工程進度報告，以至今年3月路政署和
港鐵的工程管理人員協調會議，港鐵的工

程人員仍然維持在2015年完成工程的施
工目標。
張炳良強調政府沒有任何隱瞞，而他

於上周末才收到港鐵知會工程會延誤到
2016年，故認為前日對事件表示「驚
訝、意外」也是很正常。
政府了解公眾和立法會議員對高鐵工

程延誤的關注，而議員對工程進度、延誤
成因、政府監管角色等疑問亦有其道理。
他重申，當局已要求港鐵盡快提交就工程
進度的全面評估報告，希望可在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作全面交代和評
估。他同時要求路政署署長提交一個獨立
的審視工程進度和評估報告。

鄧維勇指黑雨停電令情況惡化
港鐵總經理鄧維勇昨在電台節目再為

事件解畫，高鐵工程同時面對資源問題，
若果承建商資源不足，也很難追回工程進
度。而工程遇到延誤情況後，已盡量矯
正，但上月底的黑雨令大量雨水湧入隧
道，當時短時間內發生泥土鬆脫，使明渠

堵塞，加上停電令水泵不能使用，未能抽
走隧道內的積水，使情況惡化。

撥款額暫仍可應付工程開支
不過，有消息引述港鐵內部文件，指

去年7月評估西九總站需延至2016年6月
完工，今年1月評估更延至2017年8月。
鄧維勇指有關內容為承建商的資料，港鐵
並未同意。至於有關文件又指，今年1月
評估工程成本在最壞情況下需要超過697
億元，超過向立法會撥款的669億元；而
樂觀而言亦需660億元。鄧維勇則指立法
會撥款數額暫時仍可應付工程開支。

鄧家彪：不排除引特權法調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批評港鐵在

記者會上再次隱瞞事件，對政府的監管也
不太在意，反映港鐵好像「獨立王國」。
他指，已去信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要求討論事件，但若港鐵繼續隱瞞事件，
他不排除以權力及特權條例要求召開調查
委員會，讓港鐵全面披露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港鐵日前承認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工程延誤，完

工和通車時間需要延遲。

港鐵高層昨日被政府邀請

到政府總部交代事件。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

示，政府自去年5月至今

年3月期間，港鐵仍然維

持在2015年完成工程的施

工目標，政府並沒有任何

隱瞞。有立法會議員促請

港鐵在下月的會議全面交

代事件，更不排除以權力

及特權條例成立委員會調

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提出的「三堆
一爐」方案昨日再到立法會闖關，工務小組委員
會昨日討論擴建將軍澳堆填區和興建石鼓洲焚化
爐，建制派議員大多支持方案，但關注政府推行
回收工作的力度，以及如何改善附近民居的設
施。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指出，今屆政府提出的減
廢政策已是空前地多，未來亦會繼續推行，強調
減廢和基建應雙軌並行。委員會最後因有十多項
動議仍未處理，有關撥款押後至下月7日再作審
議。

麥美娟促交代10億「回收基金」用途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昨日討論擴建將軍
澳堆填區和興建石鼓洲焚化爐，議員關注當局推
行末端廢物處理設施同時，有關推動回收和源頭
減廢的力度。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要求當局
交代10億元「回收基金」如何使用。她同時關注
當局建造焚化爐，會否改善附近設施，包括毗鄰
的戒毒所和現仍沒有食水供應的大浪村，以及幫
助受影響漁民可持續發展漁業，並促請當局研究
將石鼓洲焚化爐產生的爐灰循環再造。

葛珮帆：交代改善措施落實時間
民建聯葛珮帆則指，去年討論擴建將軍澳堆
填區時，已表明當局必須落實改善措施，方會
支持擴建將軍澳推堆區方案。而今次當局羅列
出10多項改善措施，但部分居民指未看到成

效，要求政府交代落實的時間。新民黨立法會
議員田北辰則指，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若要
香港不會成為「垃圾城」，便需實施「三堆一
爐」，共同承擔，缺一不可。多名反對派議員
則要求當局應先做好源頭減廢和回收工作，才
會支持撥款。
黃錦星回應時指，本港社會整體上支持「三堆
一爐」，但明白不同社區有不同訴求。而今屆政
府提出的減廢政策已是空前地多，未來亦會繼續
推行，強調減廢和基建應雙軌並行。他又重申，
政府提出的將軍澳堆填區擴建方案已距離民居2
公里，較現時遠1倍，未來將軍澳堆填區亦只會
接收建築廢料，來往堆填區的垃圾車數量會減少
一半。

撥款押後至下月初再審議
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則指，廢物回收和垃圾徵

費涉及大改變，需要更多時間推行，又否認不獲
部門支持的說法。她又認為，若今次基建的撥款
不獲通過，推行其他計劃時也不會順利。
委員會最後因為有13項相關動議仍未處理，主

席盧偉國宣布有關撥款押後至下月7日再作審議。
另外，約20名將軍澳居民在會議前在立法會外

請願，要求委員會否決撥款，並批評局長黃錦星
未有落區聽取居民意見。他們又將氣球放上天
空，要求政府刊憲交代關閉將軍澳堆填區的確實
時間表。

黃錦星：減廢基建雙軌並行

除顫器植皮下 港大創亞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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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
會昨日討論擴建將軍澳堆填區和興建石鼓洲焚化爐撥
款申請。委員會主席盧偉國在討論前提出將兩個議題
一併討論，並分開表決，引起部分議員不滿。盧偉國
指自己作為環境事務委員會成員會有自己立場，但作
為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會主持會議，又指安排是有利
討論，議員毋須猜測動機。
盧偉國在討論擴建將軍澳堆填區和興建石鼓洲焚化

爐撥款申請前提，提出將2項議程一併討論，但引來
部分反對派議員反對不滿。「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
陳偉業表示，雖兩個議案與環保有關，但項目細節並
不相同，而有關安排會減少議員發問時間。他又指稱
盧偉國是希望配合政府，盡快通過議案，認為做法處
理不公正。

指議員不必亂猜動機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則指，上月底環境事務委員會會

議當日曾收到盧偉國在WhatsApp群組中錯發的短
訊，稱：「今早投票三堆一爐，建制派要夠人至
得！」他批評盧偉國對「三堆一爐」有預設立場。
盧偉國回應指，自己作為環境事務委員會成員，當

然會有自己的立場，但作為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其
功能便是主持會議。他又解釋，「三堆一爐」在社會
上也是作為一個整體廢物政策討論，而有關議題性質
相近，環境事務委員會亦作一併討論安排。他指，有
關安排有利討論，議員毋須猜測動機，強調合併討論
不等於胡混過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本港每年約有200名病人安裝心
臟除顫器，港大早前成功為兩名病人安裝新型植入式心臟除顫器，
成為全亞洲首兩宗成功個案。新型除顫器只需植入病人肋骨與胸
骨的皮膚下，毋須經血管將電極放置於心臟之內，所以不會阻礙
心臟運作，大大減低手術後引起併發症的機會。有專家表示，一
些高風險心臟病病人，如患有心血管病、心衰竭或遺傳性心臟病
等病人，經醫生評估後都適合安裝心臟除顫器。
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謝鴻說，「新型除顫器最大好
處是電極毋須經血管進入心房，減少對心臟的影響；手術後不
會因細菌入侵，而引致心肌發炎，因此心臟受細菌感染及穿插
的機會降至零，讓病人可以迅速復原」。
同時，他指出，日後病人可以透過簡單的手術更換已老化的

電極，減低病人進行大型心臟手術的風險。
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蕭頌華表示，這項手術需要在
病人左胸開3個切口，並將新型除顫器放置於肋骨與胸骨的皮膚下。
整個手術毋須進入血管或接觸心臟，減低細菌進入血管引起嚴重
併發症的機會。而醫護團隊只需透過身體結構特徵協助定位，毋
須以X光照射定位，減少病人受到一定劑量的輻射照射。
新型除顫器雖然並非植入心臟，但亦仍可發揮與傳統除顫器
一樣的功能。它的體積較傳統的稍大，但能夠安裝在皮下，毋
須將電極插入血管及心臟，進行高風險的手術，故相對安全。
而且手術較簡單，約1小時便可完成，比傳統手術需要1至2小
時短，病人毋須長時間進行麻醉。

愉景灣渡輪申加價超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有區議員透露，愉景灣渡輪已
申請加價，單程船費加8.1%，T卡加4.1%，運輸署正處理加價申
請。有區議員表示，加幅高於通脹，居民難以接受；不少居民亦
認為加價不合理，但由於船公司獨市經營，要無奈接受。

單程船費40元加8.1%
愉景灣航運上月開居民大會，宣布已經向運輸署申請加價，
單程船費加8.1%，T卡加4.1%。現時愉景灣至中環渡輪的單程
成人收費37元，小童18.5元，成人T卡月費由858元至1,300多
元；加價後，來往愉景灣至中環，用八達通付費，成人單程由
37 元加至 40 元。今次是愉景灣航運，自2011年以來第3次加
價，過去曾經分別加價7.5% 及9.5% 。
離島區議員容詠嫦表示，加幅高於通脹，居民難以接受，又表
示愉景灣渡輪去年5月已加價9.5%，由於船費不斷增加，不少居
民已改搭巴士，但巴士又相當擠迫，她認為交通是愉景灣的最大
問題，運輸署需要正視；居民沈小姐亦指加價不合理，但由於船
公司獨市經營，別無選擇，她每周至少5天都要來回愉景灣及中環
工作，坐船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香港城市大學昨舉行第三屆傑出校友獎頒獎典禮，社會企業家魏華星及工業家何稼楠獲嘉
許。校方同時為校友專訪集《三十而立》舉行新書發布會，分享30位校友的成功之路，以慶
祝城大建校30周年。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會長鍾逸傑及長江製衣有限公司創辦人陳瑞球主持典
禮，城大副監督兼第三屆傑出校友獎評審團主席梁乃鵬、大學司庫彭玉榮、城大校長郭位亦為
主禮嘉賓。 ■城大圖片

城大頒獎典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大部分家長對子
女的英語水平有很高期望，但一項大型調查卻發
現，逾兩成育有6歲或以下孩子的家長承認在接受
訪問前的一周內，未曾使用英語與孩子互動，甚
至從未曾跟子女閱讀英文書。整體而言，家長每
日平均用少於16分鐘陪伴子女的閱讀，僅有約3%
的家長能做到日花200分鐘為孩子讀英文書，但這
類家長多來自高收入家庭。
牛津大學出版社早前贊助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

育學系助理教授黃國成，進行「親子閱讀習慣和
英語學習」問卷調查，成功訪問了3,276名6歲或
以下的幼兒家長。結果發現，56%家長不介意子女

在學前階段因學習英語而窒礙母語發展，可見不
少家長很重視孩子要學好英語，但實際行動卻往
往未能配合。在受訪前的一周內，22%家長未曾使
用英語與子女溝通、21%家長從未跟子女閱讀英文
書、9%受訪者家中無英文兒童圖書。
黃國成表示，幼兒在4歲前，家庭對其英語發展
的影響遠比學校教育重要，建議家長多使用英語
與子女溝通，每天堅持「2+1」原則，陪伴子女閱
讀2本舊書、1本新書，以及善用情感與引導式閱
讀教學技巧，提升幼童對英語詞彙的理解能力。
洪珮嘉6個月大時已安排入讀playgroup，今年
3歲的她在幼稚園預備班。因愛看英文書，家中藏
書逾600本，加上父母常用英語與她聊天，令她的
英語比粵語更流利，但洪太指並不介意。為讓女
兒多元化發展，月花近6,000元為她報讀英語、普
通話、日文、芭蕾舞、烹飪等興趣班。
黃國成則認為，家長應平衡子女學習兩文三語

的機會，避免過分側重某一語言，「例如有學童
上課時，才發現聽不懂廣東話，這就會影響學習」。
對於家長要求子女學習各種語言，他建議指：「日
常生活有多少機會使用其他語言？不如集中時間
讓小孩學習兩文三語。」

陪幼兒讀英語 家長日均16分鐘

■調查發現，逾兩成家長從未跟子女閱讀英文
書。 鄭伊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