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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第14/083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7月22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273,040 （5.5注中）
三獎：$55,620 （72注中）
多寶：$3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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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五」團隊港展探月工程成就
吳偉仁論四大挑戰 盼更多本地科學家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昨日出席一活動致辭時，鼓勵市民多關心身邊的
人和事，合力建造香港這個家。他又希望年輕人多參
與關愛活動，於日常生活中實踐尊重與包容、負責任
及愛心等核心的公民價值。
曾德成又指出，特區政府致力培育青年，從教

育、就業及全人發展三方面栽培本港的下一代。就全
人發展方面，政府鼓勵學生一方面學習知識，另一方
面激發潛能、培養良好品格、拓闊視野及服務社群。

他續說，今年的《施政報告》表明要進一步支援
青年發展工作，包括加強地區層面的青年網絡。

發揮正能量 克服挑戰
他呼籲年輕人要把握生活在香港的優勢，從多方

面裝備自己，並為社會的未來發展貢獻才華。他又深
信廣大市民本質善良，不管面前有任何風浪，都會堅
定地鼓勵大家凝聚及發揮正能量，克服所有困難和挑
戰。

市民踴躍提問 關心「攬月」歷程
因應首個中國探月工程主題展

覽，香港科學館昨舉行了「九天
攬月—探月話嫦娥」科普講
座，吸引近百名本地青少年和市

民出席。國家探月工程總設計師吳偉仁深入淺
出介紹了世界各地探月發展、中國探月工程的
科技創新成就等，同行的3位年輕系統副總設
計師也各自分享了從事探月工程的心路歷程，
以啟發本港年輕人對航天科技的興趣。有青少
年和市民在講座後，踴躍提出有見地的提問，
促進與傑出科學家的互動交流。
吳偉仁在講座中分享了中國探月工程發展歷

程，包括嫦娥一號、嫦娥二號與嫦娥三號研究

過程與成果，以及當中6個科技創新點等。至
於嫦三的現狀，他透露目前陸器進入第八個
月晝，一切工作正常。

嫦五改文昌發射 近赤道免擾民
在答問環節，多名現場觀眾也非常踴躍發

問，有市民便問及嫦娥五號由昔日嫦一至嫦三
的西昌衛星中心轉往海南文昌發射場發射的原
因，吳偉仁解釋指，當地的發射緯度較低，且
接近赤道，能源消耗較低，有利發射，而當地
遠離民居，可避免發射造成的影響。
另有青年問及年輕人要參與探月研究需具備

的條件，嫦三任務運載火箭系統副總設計師劉

建忠則回應指，按初步估計，參與火箭研製團
隊人員近700人中，近七成為35歲以下，笑言
只要熱愛航天工程的年輕人均歡迎加入，「只
要熱愛就可以了，並無特別要求的素質。」

祖國航天成就 中學生自豪驕傲
出席講座的中四生王慰琳自小熱愛太空議

題，經常上網搜尋國家最新的探月發展。她表
示，相比美國與前蘇聯在冷戰時期的太空競
賽，國家航天工程發展研究出發點更純粹，認
為很值得欣賞，也對短短日子已有現今成就，
感自豪與驕傲。
中三生蕭晉杰正參加由康文署舉辦的「少年

太空人」計劃，他自小學起閱讀科普書籍，認
為太空充滿奧妙，希望透過講座，了解中國科
學家從事探月工程的心路歷程，並學習更多探
月知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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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成勉新世代實踐公民價值

■曾德成等在「東區青藤計劃」啟動典禮上主禮。

兒時想做航天員 曾鈺成勉青年追夢

吳偉仁昨與傳媒會面時介紹指，探
月工程是繼人造衛星、載人航天

後，國家航天領域第三個重要里程
碑。嫦娥三號任務圓滿成功後，預計
於2017年前後發射的嫦娥五號是國家
航天局全力關注的項目。
他表示，在最新的探月工程三期
中，執行無人採樣返回的嫦娥五號需
要實現月面採樣、月面上升、月球軌
道交匯對接、月地轉移、高速返回地
球、陸回收等階段，其中有不少關
鍵的技術問題正待解決，並處理工
程、生產與實驗等工作，「國家需要
萬無一失、高度可靠，在這些方面需
要繼續努力。」

高速返回技術待解決
他解釋指，目前研究團隊需要解決
四大關鍵技術：第一是月面採樣，通
過自動鑽將月壤取出，因鑽取過程中
或會碰到石頭，但不能破壞其層次結
構，故難度非常大。第二是為登月做
準備的月球軌道交匯對接，因嫦娥五
號要到距離地球40萬公里外的月球軌
道交匯對接，要求的精準度非常高。
第三是月面起飛，須反覆調控起飛的
緯度、平穩度等。最後是高速返回，
過往曾有其他國家的探測器在返回期
間失去聯絡，故要讓嫦娥五號安全並
完整地返回指定地點，是團隊需要解
決的問題。

港團隊推新航天設計
有份參與嫦娥三號工作的理工大學
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教授容啟亮昨陪
同吳偉仁一同受訪，他表示，配合國
家航天發展，香港近年於航天相關研
究也有一定進步，香港研究團隊會因

應國家不同需要，研究出全新的航天
設計，並要「零破綻」，是一大挑
戰。
吳偉仁當即讚揚，香港科學家的投

入為探月研究作出一定貢獻，寄語未
來能有更多香港科學家參與，結合兩
地的科研力量，進一步推動國家航天
工程的發展。

與理大研發採樣裝置
在「嫦五」中，理大也會參與採樣

月岩研製工作，容啟亮表示，有關
「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原理樣機」設計
系統全在香港研發，由於系統要抵禦
月球的極度溫差、採集多種月球土
壤，以及與返回艙對接等，工作細節
須進一步研究，「每個任務也是新
的，採樣是任務最重要的事，是首要
應付的。」
與吳偉仁一同來港的包括嫦娥三號

任務運載火箭系統副總設計師劉建
忠、嫦娥三號探測器系統副總設計師
賈陽及張熇，他們並會與特區政府有
關部門商談，及與本地科技專家學
者、院校科研人員進行學術交流。

科學館明起舉辦展覽
由國家航天局和香港民政事務局共

同主辦的「九天攬月—中國探月工程
展」將於明天在香港科學館正式開
幕，是次展覽是中國探月工程實施逾
十年以來首次舉辦的主題展覽活動。
科學館館長陳淑文指，希望透過是次
講座與展覽將中國探月工程成果介紹
予香港市民，藉以認識祖國到月球探
索的重要性、科普知識，以及香港在
探月工程扮演的角色，推動市民關注
國家探月工程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中國的航天研究經過近60年發
展，至近年的「嫦娥」探月工程，多次取得輝煌成就。國家探月
工程總設計師吳偉仁近日率領多位分系統設計師赴港，主持歷來
首次在香港舉行的「中國探月工程」主題展覽，昨日並率先與傳
媒會面，分享「嫦娥五號」的最新發展及面臨的四大挑戰，又進
行科普講座，為市民普及航天科技和月球探測知識。吳偉仁特別
感謝香港科研人員的投入與支持，期望未來有更多香港科學家參
與，結合兩地科研力量，以推動國家探月工程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
佩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為
文憑試剛放榜的考生送上
鼓勵及祝福，更特別表揚
克服身體殘障及無懼病魔
威脅的同學。此外，他希
望透過不同渠道的民官商
合作，喚起社會推動傷健
共融，為殘疾人士提供就
業機會。
張建宗昨日在網誌中勸勉

考生，無論他們的成績如何，
最重要是曾經努力，並且未來
仍會不斷努力。對於身體殘障
及患病的考生，張建宗認為他
們比一般人付出更多努力，而
且很多考生更取得驕人成績，
他亦送上衷心的祝賀。
當身體殘障及患病的學

生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工
作時，便需要有發揮所長
的機會。張建宗表示，很
多僱主以為聘用殘疾僱員
需要付出很多額外資源，
其實他們只需添置簡單的
輔助儀器，或稍為改裝工
作間，便可以為殘疾人士
提供就業機會。

社署資助添殘疾僱員儀器
張建宗又提及，社會福利署自去年

六月起推行「殘疾僱員支援計劃」，
讓僱主可為每名殘疾僱員申請一次性
資助，購置輔助儀器及改裝工作間，
以協助殘疾僱員於工作場所執行職務
及提升工作效率。這是一個恆常計

劃，每個季度都可申請。
對於有關計劃，張建宗說，僱主

可為每名殘疾僱員申請最多兩萬元
的一次性資助，能滿足殘疾僱員在
工作上特殊需要的輔助儀器及改裝
工程，均可獲考慮資助，例如購置
電腦配件或配置設備、視覺放大儀
器、聽覺輔助裝置、點字產品及安
裝扶手等。
張建宗續指，計劃首四期已批出

47份申請，涉及申請資助金額約65
萬元，其中接近九成的資助用於購
置輔助儀器，包括視覺放大器及軟
件及具備助視功能的電腦器材，其
餘則為改裝工作間的申請，如更換
活門以便殘疾僱員出入等。
社署現開始接受聘用殘疾人士的僱

主遞交第五期「殘疾僱員支援計劃」
的申請書，張建宗歡迎更多僱主活用
資助。而汲取計劃初期經驗，自
2014年至2015年度起，計劃委員會
將因應申請個案的特殊需要，以4萬
元為限，考慮資助購置價值超過兩萬
元的單一輔助儀器及其必要配件。

設嘉許計劃籲推措施就業
另外，張建宗表示，勞福局聯同康

復諮詢委員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
香港復康聯會，推出《有能者．聘之
約章》及共融機構嘉許計劃。他希望
透過此計劃，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實
習和就業機會，採用他們的服務和產
品，締造共融工作間。他亦呼籲各公
司，積極支持《約章》，因應工作性
質和業務需要，制定配合業務模式的
可持續發展措施，實施一項或以上推
動殘疾人士的就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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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韓詠儀）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與逾百位年輕人
對談，談人生說夢想，他勸勉年輕人多
關心社會，並腳踏實地向理想進發，積
極累積經驗、實現夢想。曾鈺成又分享
他的兒時夢想是當航天員，後來又希望
成為數學家，但結果卻做了教師。他笑
說，更意想不到的是，最終成為了「政
客」。在對談會結束時，眾人齊將夢想
寫在紙飛機上向前投放，曾鈺成在紙飛
機寫下希望香港成功實現普選的願望。

與逾百青年對談 鼓勵認清目標
今年是香港基督少年軍成立55周年，

昨日邀請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擔任嘉
賓，與超過100位年輕人舉行對談會，
希望藉此提高年輕人對社會的認識，鼓
勵他們關心社會。活動上曾鈺成分享了
他對夢想及現時學制的意見和看法，鼓
勵年輕人認清目標，向夢想邁進。

原赴外國修數 政局動盪留港發展
香港基督少年軍總幹事吳淑玲表示，
曾鈺成曾擔任學校教師、校長、校監等
職位、現更當選議員為市民服務，希望
藉他豐富的經驗，啟發大家的思考。
曾鈺成被學生主持問及兒時夢想，曾
鈺成坦言中學時希望成為航天員，遨遊
太空。大學修讀數學系時又希望成為數
學家，他回憶指當年原本能有機會到外
國留學，繼續進修數學，可惜當時外國
學生運動熾熱，政局動盪，最後只好留
在香港發展。
及後他因緣際會成為教師，後來更成

為「政客」，他笑言實在意想不到。談
及未來的目標，曾鈺成表示，希望在立
法會主席的任期完結後能退出政壇，享
受退休生活，重拾看書、寫書法等陶冶
性情的興趣。

享受求學過程 認清自己強項
有中學生表示中四選科時感壓力，曾

鈺成勉勵青少年應享受求學過程，選擇
自己有興趣的科目。他又指，家長緊張
子女的學業無可厚非，可是也要主動關
心子女，了解他們的需要。曾鈺成席間
說了兩個寓言故事，語調幽默，對談會
氣氛輕鬆，啟發同學思考。
曾鈺成勸勉年輕人要認清自己的強項

和能力，不要把目標定得太過不切實
際，變成理想的奴隸。他又勉勵年輕人
應裝備自己，「雖然理想像天上的星
星，但是我們也可低頭腳踏實地向理想
進發。」他鼓勵年輕人積極累積生活經
驗，有助實現夢想。

齊放紙飛機 望普選成功落實
他又認為參加制服團隊有助身心的全

面發展，如溝通技巧，他表示現時主持
會議的技巧也是年輕時參與制服團隊和
學生會累積的經驗，因此希望政府多加
宣傳，吸引更多年輕人參加制服團隊。
在對談會的尾聲，席上超過100個參

加者把自己的夢想寫在紙飛機上，然後
向前投放，祝願大家的夢想起航。七彩
的飛機「漫天飛行」，場面壯觀，曾鈺
成亦在紙飛機寫下希望香港成功實現普
選的願望。

政總裝欄 料當局稍後解釋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韓詠儀）早前政府宣布，在政

府總部外東翼對出的廣場加裝圍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相
信，政府稍後會向市民解釋封鎖原因。至於立法會示威區
的重新開放日期，他表示，立法會已將有關問題交予保安
顧問公司研究，希望在保障大樓內工作及活動人士的安全
下，維持立法機關的開放形象。
曾鈺成昨日在出席一活動後，被問及政總正為加強保安

進行工程時表示，他事前並不知情，政府也無知會立法
會，但他相信政府稍後會向市民解釋封鎖原因。由於工程
範圍封閉了金鐘通往立法會的道路，工程進行期間，立法
會議員亦需繞道而行，因此期望金鐘至立法會的有蓋通道
扶手電梯能盡快開放。

重開示威區 交保安顧問研究
有關立法會示威區的重新開放日期，他表示，保安顧問

公司正研究有關問題，待工程完工後，才有具體詳情，但
強調立法會對出的空間從來沒有想過要封閉，那是讓市民
表達意見的地方。
就有反對派議員聲稱在立法會復會後繼續拉布，曾鈺成

認為，是否需要因此而修改議事規則，需要由議員決定。

「九天攬月—中國探月工程展」資料
日期 2014年7月21日至8月24日
開放時間 7月21日 下午2:00－下午7:00

7月22日至 星期一至五（星期四休館）：上午10:00－下午7:00
8月24日 星期六及日：上午10:00－下午9:00

地點 九龍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二號香港科學館地下展覽廳
展覽內容 主要分三個部分，包括：

(1) 嫦娥一、二、三號任務取得的成果
(2) 探月工程和月球的科普知識
(3) 香港參與嫦娥三號任務的科研工作

票價 免費入場
查詢電話 2732 3232
資料來源：香港科學館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吳偉仁(左)與容啟
亮手持探月車模型
合照。 莫雪芝 攝

■■昨於香港科學館舉行的昨於香港科學館舉行的「「九天攬九天攬
月—探月話嫦娥月—探月話嫦娥」」科普講座科普講座，，吸引近吸引近
百名青少年和市民出席百名青少年和市民出席。。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蕭同學希望了解科學家從
事探月工程的心路歷程。

莫雪芝 攝

■曾鈺成鼓勵年輕人追尋夢想。與會者將夢想寫在紙飛機上
投放。 韓詠儀 攝

■王同學對近年國家的探月
工程發展迅速，感到自豪與
驕傲。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