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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隧地質出事 沙中線或更遲
港鐵：鑽爆工程遇「不可預見」問題 或額外灌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本港多項
大型基建同時上馬，令港鐵鐵路建造工程
出現「人才荒」。港鐵表示，今年是港鐵5
條新線建造高峰期，明年則是沙中線施工
高峰期。其中，沙中線工程仍欠1,000名工
人。現時工程主要欠缺隧道工、落石屎、
扎鐵、噴漿等工種，促請政府加快審批程
序。

料「人才荒」維持一兩年
港鐵總經理（沙中線）黃唯銘表示，港
鐵土木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勞工問題
較緊張。他估算，5條鐵路線工程需要1.5
萬人，但現時仍欠4,000人至5,000人。當
中，沙中線工程人力需求為4,200人，現時
已有3,200人，還欠缺1,000人。他相信，
有關人手短缺情況還會維持1年至2年。
他指沙中線17公里走線中，有11公里
是隧道。多條隧道已開展爆破和鑽挖工
序，均需要大批隧道工，但部分技術人員
在港難以尋找，落石屎、扎鐵、噴漿等工
種招聘亦遇到困難。工程可能會因為人手
短缺導致工時增加，機器租借時間和開支
均上升，但現時難以評估實質金額。

盼政府壓縮程序速審批
黃唯銘認為，本港需要趕及在高峰期前補充所

需勞工，但「補充勞工計劃」最少需要6個月至8
個月。至於去年10月已申請的21個隧道工名額，
近期才獲批准。有些個案等待15個月至18個月也
未有消息，期望當局壓縮有關程序，加快審批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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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沙中線（大圍至紅磡段）工程受考古工作影響，
預計2018年通車目標難以達成。港鐵總經理（沙中

線）黃唯銘昨日在傳媒聚餐中表示，考古工作影響豎井
建造工程進度，隧道鑽挖機鑽挖工作亦告受阻。馬頭圍
站需要待鑽挖機到達後，才可繼續進行車站建造工程，
故預計工程進度滯後11個月。

兩三周內可交考古報告
黃唯銘指，考古團隊將於今年9月完成考古挖掘工作，

相信可在隨後2星期至3星期內向古蹟辦提交最終報告。
但發展局和古蹟辦等，仍需要時間對保育方案進行諮
詢，是否保留或採用甚麼方案，仍待當局決定。他表
示，甚麼可能情況都會考慮，但需要保持沙中線完整
性，現未考慮「飛站」方案。
考古團隊早前在豎井工地範圍T1區內發現古井和其他

古物。港鐵用閘板保護和分隔，繼續進行豎井建造工程。

土瓜灣隧道盼明年中鑽挖
黃唯銘表示，原定於今年中進行的土瓜灣至何文田隧

道鑽挖工程，至今未可展開，期望可於明年農曆新年
後，開始在地底安裝隧道鑽挖機，並於明年中開始進行
鑽挖。隧道鑽挖機「文成公主」將先從土瓜灣挖至馬頭
圍，隨後「鐵扇公主」亦會從土瓜灣開展鑽挖。
除了考古工作外，沙中線同時面對不同潛在挑戰，包

括地質問題。黃唯銘表示，港鐵已於本月中在顯徑開展
隧道鑽爆工程，在獅子山下貫通至馬仔坑。雖然港鐵在
工程開始前已曾進行地質勘探，包括在2.4公里隧道走線
上設41個勘探點，但由於上一次在獅子山開挖隧道距今
已有一段時間，對其石層改變情況並不了解，預料貫穿
獅子山隧道時可能出現「不可預見的問題」，或需要進

行灌漿等額外工序。
馬頭圍站同樣面對不同岩石層的地質情況，加上早前

因應當地居民意見，更改馬頭圍道交通改道安排和施工
程序，去年5月有樓宇居民感受震動亦需要時間處理，故
馬頭圍站工程亦滯後5個月。

顯徑站啟德結構工程料明年完成
沙中線至今已動工18個月，部分地點施工進度相對理

想。其中，顯徑站和啟德結構工程預計明年可完成，屆時
部分地方可開展路軌鋪設工程，其他地點的隧道建造工作
亦正陸續展開。隧道鑽挖機「女媧」已在鑽石山完成安
裝，本周五開始向馬仔坑鑽挖，以連接隧道爆破位置。
「穆桂英」將於今年8月中由啟德向鑽石山方向鑽挖。

紅磡站大堂部分區域9月封閉
另外，港鐵按照工程需要，開始在紅磡站附近實施交

通改道措施，今年底將以「線代線」方式遷移整條漆咸
道。工地移至現時漆咸道行車道，但行車路線不會減
少。至於紅磡站C出口車站大堂約40%面積非付費區，
亦將於今年9月封閉，麥當勞和附近商舖將受影響，以加
建設施連接新的「東西走廊」和「南北走廊」月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香港
教育學院本月中向教育局提交「正
名」為大學的申請，為升格大學向前
邁進一步。該校副校長（研究與發
展）莫家豪昨日指，希望該校可以成
為亞洲地區具領導地位的研究和知識
轉移重心。近年教院積極推動研究，
2014學年獲研資局批出研究項目達34
項，為歷年最高，涉及金額近2,000萬
元。研究生學額亦增近倍，研究實力
不斷提升。

擬打造亞洲研究知識轉移重心
莫家豪昨日與傳媒茶敘時指出，銳
意把教院打造成亞洲區具領導地位的
研究和知識轉移重心，尤其是教育和
政策研究方面。
他指作為「大學殿堂」的教院重視
研究，認為最重要是研究成果影響社
會和政策發展。教院教研人員亦堅信
研究與教育有關係，期望研究成果對
學生學習有正面影響。

研究生學額增 高層增設兩職

政府分配予教院的研究生學額，由
2009/10學年的30名，增至2014/15
學年的49名。莫家豪指出，雖然仍難
以與綜合型大學研究生名額比較，但
已反映教院的研究表現。校方今年又
增設協理副校長（研究與知識轉移）
和知識轉移總監，加強研究實力。

34研究項目 涉資助額1,922萬
他又提到，教院在2014/15學年獲

研資局批出34個研究項目，數量是
歷年最高，涉及資助金額達1,922萬
元。除了既有在教育等領域的研究
外，獲批項目還包括工程學和生物科
學，證明教院研究範疇的突破。其
中，以教育為「主打」的研究項目包
括「融合教育」，已獲批66萬元。
負責項目的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教

授冼權鋒表示，研究為期兩年，針對
特教生和非特教生家長，探討影響其
對融合教育態度的因素，並提出改善
建議。
另一項「網絡欺凌」研究，由心理

研究學系講師梁雅文負責，以63萬元

撥款開展研究一年，追蹤和研究網絡
欺凌者及受害者，了解網絡欺凌因
素，以及旁觀者反應造成的影響等。
獲批項目還有由人文學院文學及文化

學系講師李婉薇主持的戰後香港方言
文學運動研究；以及由博文及社會科
學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教授周基
利領軍的本港長者貧窮量度研究。

教院獲研資局批出項目創新高

吳克儉今率教界訪甬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今日

會率領香港教育界代表團前往寧波，參與甬港教育合作交
流活動。吳克儉將代表港府出席由寧波市人民政府和香港
貿易發展局合辦的「2014甬港經濟合作論壇」及「甬港教
育合作交流會」，見證甬港兩地高等院校及職業培訓機構
簽署教育合作文件，以及中小學簽約結為姊妹學校。
吳克儉並將與寧波市教育局官員會面，就教育事宜交換

意見，並出席「甬港兩地學生交流會」，聽取兩地學生在
生活、學習、成長等方面的心聲。
香港教育界代表團一行約50人，成員包括教育局官員、

大專院校及職業訓練局代表，以及中小學和特殊學校校長
等。除了教育合作交流活動外，代表團成員亦會參加連串
考察活動，包括各類學校、文化古蹟等。
吳克儉將於8月2日返港，離港期間由教育局副局長楊潤

雄署任教育局局長。

■詠藜園與聽讀樂合作，打造全港首個「說話」餐牌。
趙虹 攝

梁智鴻：標時調查料年底前交委會中電試「用電報告」倡家居慳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為了鼓
勵港人節省用電量，提高節能意識，中華
電力有限公司（中電）於7月推出「家居
用電報告」試行計劃，是亞洲區首間引入
這種節能工具的公用事業機構。 中電表
示，試行計劃為期兩年，已隨機抽出
56,000個住宅客戶，每兩個月向他們寄出
「家居用電報告」，其間會進行電話調
查，測試他們收到報告後用電習慣有否改
變。

外國經驗：可省3%用電量
中電市場及客戶服務業務部總監周立文
表示，「家居用電報告」是節能工具，以

簡單的行為科學，如與類近家居比較競
爭、圖像化數據等，期望改變住戶行為模
式，提高節能意識。目前，全球已有8個
國家、超過90間電力公司使用「家居用電
報告」。這些外國經驗顯示，「家居用電
報告」可協助客戶節省1%至3%用電量。
周立文進一步解釋指，報告將分為3部

分，包括住戶與鄰近100個面積相若的同
類家居平均用電量比較、住戶本身與去年
同期的用電量比較，及中電向住戶提供的
節能建議。報告中的比較結果均以簡單、
易明的圖表顯示，譬如客戶用電少於其同
類家居的平均用電量，將得到「笑臉符
號」；相反若用電多於同類家居平均數，
就會得到「皺眉」表情符號。研究證實，
圖像能更有效地鼓勵慳電。
7月開始，「家居用電報告」試行計劃
展開，中電隨機抽出56,000個住宅客戶，
包括公屋、居屋、私樓、村屋等不同群
組，每兩個月向他們寄出「家居用電報
告」，其間又會進行電話調查，測試他們
收到報告後用電習慣有否改變，預計一年
後可公布初步結果。周立文表示，雖然
「家居用電報告」在外國實行成功，但亞
洲人文化始終與外國不同，所以推出試行
計劃，進行大型社會實驗，為「家居用電
報告」對亞洲人的影響提供科學化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韓詠儀）標
準工時公眾諮詢期今日結束，標準工時
委員會昨日舉行第八次會議，委員會主
席梁智鴻會後表示，委員會聽取了
「2022年人力資源推算」主要結果，現
階段未有就標準工時達成任何傾向及共
識，但有信心年底前可把轄下兩個小組
的調查結果交給委員檢視，期望盡快完
成諮詢及研究小組報告，並提交政府。
工時研究方面，委員會現正進行大型

住戶統計調查，與10,000名就業人士面
談。工時研究小組召集人劉展灝指出，
截至7月28日，小組已經成功訪問超過
7,000名住戶，距離限期還有5個星期。
他有信心在限期內能達到目標人數，甚
至超額完成。

吳秋北：諮詢參與率高
委員會轄下工時諮詢小組召集人吳秋北亦表示，委員會至今舉行及

參與近40場諮詢活動，包括諮詢會、座談會、實地考察等，共有近
1,000人參加，參與率高。
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相信，社會對標準工時分歧大，委員會

現階段亦未有達成任何傾向及共識。他指出，「應否立法，和立甚麼
法，是最大分歧，因此很希望在某方面將分歧盡量收窄」，令各方受
益。他又表示，現時未有確實的進度時間表，期望10月底能完成報告
遞交大會，就報告進行討論，並在今年年底前提交報告予政府。
標準工時公眾諮詢期今日結束，梁智鴻呼籲市民及有關團體把握機

會，向委員會表達意見。

■梁智鴻(中)表示，現階段
委員會未有就標準工時達成
任何傾向及共識。

韓詠儀 攝

■周立文指，「家居用電報告」分為3部
分。 陳廣盛 攝

■莫家豪(左三)銳意把教院打造成亞洲地區具領導地位的研究和知識轉移重心。
右一為梁雅文；右二為冼權鋒；左一為周基利；左二為李婉薇。 馮晉研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趙虹）失明人士於
餐廳自行點菜十分困難，為照顧他們的需要，詠
藜園將於9月推出全港首個「說話」餐牌。顧客
只需要拿一支錄音筆點在餐牌位置上，菜式名稱
就會自動唸出來。詠藜園董事長楊王小玲希望，
透過「說話」餐牌維護失明人士的自尊心，期望
在業界起帶頭作用，尊重他們自由選擇的權利。
楊王小玲認為，失明人士屬社會被忽視的一

群，「出外用餐，失明人士通常選擇固定菜式，
點餐需要旁人幫忙，甚少有自行選擇的機會。」
為此，詠藜園與聽讀樂（MPR）攜手合作，打造
全港首個「說話」餐牌。
餐牌上印有方便失明人士閱讀的凸字，他們只

需要在凸字旁用錄音筆一點，就可以聽見菜式名
稱、成分，甚至典故。這技術可兼顧尚未懂得
「閱讀凸字」的後天失明人士。逾70歲的王鳳倩
年幼失明，出外用餐為求方便，通常只點炒飯數
樣菜式，「現在多了這技術，可以嘗試其他菜
式，不用麻煩別人。」

普粵日英發聲 照顧外地遊客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總幹事盛李廉提到，餐牌可

以普通話、粵語、日語及英語發聲，不但可照顧
失明人士的需要，而且可兼顧不諳中文的外地遊
客。楊王小玲希望，藉此維護失明人士自尊心，
亦可在業界起帶頭作用，尊重他們自行選擇的機
會及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港鐵沙中線進度或再受阻，繼土瓜灣站發現古蹟令工程進度至

今滯後11個月後，港鐵預告，正進行的獅子山隧道鑽爆工程，可能遇到「不可預見」的地質問

題，或需要進行灌漿等額外工序。至於紅磡站C出口大堂近半非收費區範圍，將於9月封閉，

以進行紅磡站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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