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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快樂榜 港跌兩岸升
瑞士人最開心 星奪亞洲一哥 泰日居亞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入境處昨日公布，
深圳灣管制站入境及出境大堂由4月27日起，將各增
設一條語音輔助「e-道」，以方便視障人士辦理自助
出入境手續。視障人士屆時可採用裝設在該管制站內
的摸讀平面圖，了解語音輔助「e-道」位置，並沿地
上引導徑前往該「e-道」辦理自助出入境手續。發言
人指，入境處自2013年9月起，在落馬洲支線管制站
推出語音輔助「e-道」服務後，該服務已於去年4月
擴展至港澳客輪碼頭管制站。於語音輔助「e-道」研
發與測試過程中，入境處一直與視障人士團體保持緊
密聯繫，就運作和實施收集意見，務求進一步為視障
人士帶來便利。

獲創科獎學金 中醫生學解剖

66%人一年無參加職安健活動

深圳灣增語音「e-道」惠視障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日前有導遊涉嫌把旅
行團團友的行李袋扔出旅遊巴外，旅遊業議會主席胡
兆英昨日表示，已確認該導遊名叫崔紅櫻，入行8年
至9年，曾在2009年因態度問題被投訴一次及被停牌
一個月。胡兆英指，直至現時仍未能與崔紅櫻取得聯
絡。
胡兆英指，崔紅櫻的行為可能違反導遊守則，但
是否有強逼購物則尚待調查。他指旅議會已經啟動
程序向她發信，要求她於14天內作書面解釋，再交
由導遊審核委員會處理，最高懲罰可以吊銷導遊牌
照。
旅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已接觸崔紅櫻服務的旅

行社，但該旅行社不肯定涉及的旅行團是由他們接
待，因為網上流傳片段只有導遊樣貌。翻查資料，最
有可能的是一個於本月22日抵港，翌日離港，有購物
行程的旅行團。董耀中指，國家旅遊局有主動與他們
接觸及了解事件，旅議會會繼續於旅遊旺季加強巡
查。

旅議會促「翻版阿珍」兩周內解畫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郭
兆東、歐陽文
倩）中文大學
深圳研究院爆
出3名員工侵
吞公款的醜
聞，更有傳該
些員工掌握校
方漏稅資料，
故校方未有報案。中大校長沈祖堯(上圖，
郭兆東 攝)昨日出席公開場合後澄清，現
時賬項已經清楚，事件並無發現稅務問
題，校方亦無包庇員工，發現問題後已成
立小組調查，並於去年年初解僱該些員
工，未有報案是按法律顧問意見處理。

澄清出事研院非深分校
沈祖堯昨日再替深圳研究院事務作出澄

清，指出現員工侵吞公款問題的是研究院
非中大深圳分校，前者只作研究及開會之
用，直言「完全是兩回事」。研究院位於
深圳市南山區虛擬大學園內，於2011年11
月啟用，為該校於內地的重要產學研基
地。
至於3名員工涉事情況，沈祖堯表示，

其中一名違規員工涉嫌「穿櫃桶」，擅自
挪取研究院出租課室約兩萬元收入作入
息，另外兩人則涉以食飯送禮的發票報公
數，屬失實報銷。事件在2013年底被發
現，校方有感事態嚴重，已成立內部核數
小組，並於去年年初以誠信有問題為由解
僱該3名員工，但表示早前報稱的公務飲
宴並非真有其事。

依法律顧問意見無報公安
沈祖堯指，涉事員工已償還有關款項，

揭發事件後改由香港同事全權管理賬目。被質疑中大
深研院因有「把柄」在3名員工手上，故選擇不報
案，沈祖堯否認，並指校方是按程序及法律顧問意
見，未有報公安。他解釋，香港與內地行事不同，事
件上沒有發現稅務問題，故已向深圳市稅務局申報，
強調不涉包庇離職員工，現時賬項已清楚。
不過，涉事其中兩名被解僱員工已提出訴訟，中大

日前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事件屬勞資糾紛，校方會
按照法律程序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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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在2012年首度發表世界快樂報
告，量化各國快樂程度，藉此影響政

府政策，今年是第三次發表報告。評分標
準根據6項因素包括：人均生產總值、平
均健康壽命預期、社會支援、人生抉擇的
自由、社會慷慨風氣、免於貪腐的自由共6
項因素。另外，研究員今次發現女性快樂
指數比男性稍高，青年亦比長者更快樂。

港「生產」「壽命」「支援」高分
根據6個指標合計，香港今年取得5.474

分，較上一份報告的5.523分，微跌0.049
分，因此排名由第六十四名跌至今年第七
十二名。香港在「人均生產總值」及、
「平均健康壽命預期」及「社會支援」取

得較高分；表現得較為遜色則有「社會慷
慨風氣」及「免於貪腐的自由」。

冰島第二 丹麥第三
全球頭10位最快樂的國家，主要由西歐

和北歐的中小型國家包攬：依次序是瑞
士、冰島、丹麥、挪威、加拿大、芬蘭、
荷蘭、瑞典、新西蘭、澳洲。首3位的分
數叮噹馬頭，瑞士由2013年排名第三位升
上榜首（7.587分）。冰島憑豐富的天然資
源走出金融危機，排名由2013年的第九位
躍升上第二位（7.561分）。丹麥則由榜首
位置降至第三位（7.527分）。

經濟危機天災未必摧毀快樂

西方大國中，美國僅排名第十五位，英國
第二十一位，德國第二十六位，法國是二十
九位。亞洲區中新加坡排名最高為第二十四
位，再者是泰國第三十四位、日本第四十六
位，韓國第四十七位。報告分析，經濟危機
及天然災害未必摧毀快樂，並舉例指福島核
事故後，日本民眾患難見真情，快樂及信任
感提升，排第四十六位。
快樂指數墊底的10國，當中8個屬於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包括多
哥、布隆迪、盧旺達等。其餘兩名是飽
受戰火蹂躪的阿富汗和敘利亞。跌幅最
大的國家是陷於財務困難、飽受緊縮經
濟政策困擾的歐洲國家，包括希臘、意
大利和西班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聯合國周四公布的2015年世界快

樂 報 告 （World Happiness

Report），在158個國家及地區

中，瑞士當選全球最快樂國家。

兩岸三地中，最高排名依次為台

灣、香港及中國內地，分別位列

三十八、七十二及八十四；中國

內地及台灣排名分別上升9位及4

位，而香港則下跌8位，得分為

5.474分，較上次微跌0.049分。
■聯合國世界快樂報告中，香港下跌8位。圖為港
生笑臉迎人忘記憂傷。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
盛）港府早前向城規會申請於沙
田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中，把其中
4幅土地進行改劃，包括九肚麗
坪路、大埔公路──沙田嶺段、
多石配水庫以北地皮和坳背灣街
工業地。前三幅地有意改劃至私
人住宅地；後一幅地則改劃興建
公營房屋。房屋署近日就坳背灣
街工業地提交初步發展計劃，建
議興建單幢居屋，提供810個單
位，容納約2,500人，預料2020
年落成。

房署倡地積比率6倍發展
火炭坳背灣街工業地位於惠

康倉西面，鄰近馬鐵火炭站，
地盤面積約0.643公頃，屬規劃
署《2009年全港工業用地分區
研究報告》中，具潛力改劃作
綜合住宅及商用的工業地。房
屋署文件顯示，地盤現為臨時

露天停車場及加油站，署方建
議以地積比率6倍發展，興建一
座不超過46層高的單幢居屋，
提供810個單位，容納約2,500
人，而加油站將重置在附近位
於長瀝尾街的其他指定用途
（加油站）用地。

料2016年動工 2020年落成
房屋署表示，康樂設施綠化休

憩設施、兒童遊樂場等停車設施
參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提供
各類泊車位，包括約37個至54
個住客私家車位、約8個電單車
位、約3個訪客車位、約81個單
車位。署方又就擬建的發展計劃
進行交通影響評估，初步結果顯
示，基於發展計劃規模較少，計
劃對附近的道路網絡影響非常輕
微。若按現時的發展計劃，預計
工程將於 2016 年展開，及於
2020年落成。

火炭工業地擬建810伙居屋業界促區會通過屯門建物流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 運輸及房屋局
早前提交屯門區議會的
文件指，當局有意在屯
門區內用地發展物流項
目，屯門區議會轄下工
作小組昨日討論該項
目，多個物流業界團體
到場請願，要求小組盡
快批准有關項目，以支
持本地物流業發展。
區議會轄下屯門區發
展及規劃工作小組，昨
日就屯門第四十九區及
第三十八區計劃發展的
物流項目進行討論。4
個物流業界團體包括香港物流協會、香港物
流商會、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及香港空運運
輸業協會，一行10多人，到屯門政府合署
請願，並向工作小組召集人劉皇發遞交請願
信。
團體表示，業界一直面對土地不足的問題，

物流用地在前年年中推出第三幅土地後，至今
沒有推出新土地，令土地供不應求，地價及租
金上升，增加業界營運成本，亦削弱物流業競
爭力。團體促請小組盡快通過該兩區發展的物
流項目，加強物流業基建設施，提高業界競爭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下周二是「世
界工作安全日」，民建聯調查發現，66%受訪者
指過去一年沒有參與由僱主安排的職安健活動，
57%人沒有接觸政府相關資訊。民建聯指，建築
行業為重災區，不少人忽略職業安全而導致意外
發生，建議僱主承擔責任，免費提供職安健培訓
課程；政府亦應檢討現行推廣成效，並鼓勵更多
青年關注該議題，減少投身職場後發生不必要的
意外。
民建聯於本月上旬就職安健進行電話調

查，訪問612名 18歲或以上，曾以全職或兼
職形式受僱的人士，發現66%受訪者在過去
一年沒有參與由僱主安排的職安健活動；
57%人亦指，過去一年沒有接觸政府的職安
健資訊；36%人認為，本港僱主普遍不重視
職安健議題。

蔣麗芸：建築業重災 青年中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兼人力事務發言人蔣麗芸指
出，建築行業為職安健重災區，現時行業人手短
缺及日薪較高，吸引不少青年投身該行業，但他
們普遍對職業安全意識不高，如有青年做紥鐵工
人，但搬運鐵枝時懷疑因用力不當，令肩膀損
傷；僱主又沒有提供足夠職業安全知識，導致意
外發生，情況令人關注。
蔣麗芸建議僱主承擔職安健責任，包括與勞工

處、職安局等機構合作，改善員工工作環境及管
理，同時免費提供職安健培訓課程，以提高員工
安全意識、增聘人手以及提供適當的休息及午膳
時間，減低員工因過勞受傷的機會。

顏汶羽倡政府改善宣傳策略
至於政府方面，民建聯人力事務副發言人顏汶

羽指出，政府宣導成效不彰，活動多以講座、展
覽及嘉年華形式為主，吸引力不足，難以推動各
行業僱主及僱員主動參與。他建議，政府亦應檢
討現行推廣成效，改善宣傳策略，並善用其他渠
道，如社交平台等；並應在中學階段向青年進行
推廣，以鼓勵更多人關注該議題，減少他們投身
職場後發生不必要的意外。

■民建聯調查發現，66%受訪者指過去一年沒有參與由僱主安排的
職安健活動。 鮑旻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第五屆「創新科技
獎學金計劃」昨日向25名理科得獎精英學生，各資助
15萬港元獎學金，以作海外進修，把創意回饋本港科
學及科技發展。有中醫學生表示，現時中醫在港發展
仍屬初階，大眾對中醫認識一知半解，誤以為中醫只
為養生保健，希望能把西醫知識融入中醫並行。有計
算機系學生指，希望藉研究教育大數據打造升學全攻
略，協助中學生在升學路上預早準備。

嘆大眾以為中醫只為養生保健

現時就讀浸大中醫學及生物醫學學系的黃樂彤，
原本打算朝西醫之路進發，但偶然得知中學老師因
背患求診西醫多年未見起色，但經中醫診斷後康復
良好，才察覺醫學路上亦有中醫可選。她直言，現
時中醫在港發展仍屬初階，大眾對中醫認識仍處於
一知半解，誤以為中醫只為養生保健。樂彤認為，
現時主流仍以西醫為主，但若把將西醫知識融入中
醫，中西醫縱然不同仍可並行，而非「西醫醫唔
掂，就畀中醫」，故獲取獎學金後將到英國修讀進
階解剖學課程。

計算機系生研升學全攻略
現就讀港大計算機科學及資訊系統系的程景謙，從小

就意識到創新及科技對影響世界的重要性，立志在「大
數據」方面大展拳腳，與多名同學建立應用Apps程式平
台，並集中在教育方面的數據，收集並分析升學及進修
路徑的選項風險，希望藉有如「教育版彭博」的資訊平
台，協助中學生在升學路上預早準備，打造升學全攻
略。為繼續改善現有平台，程景謙將用獎學金於今年9
月到美國哈佛就讀一個學期。

■多個物流業界團體到場請願，並遞交請願信，要求小組盡快批准有
關項目，以支持本地物流業發展。 鮑旻珊 攝

■黃樂彤(中)認為，現時主流仍以西醫為主，但希望把西醫知識融入中
醫並行。 郭兆東 攝■「創新科技獎學金計劃」向25名理科得獎精英學生頒發獎學金，以作海外進修。 郭兆東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