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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現時位於九龍新蒲崗太子道東
698號寶光商業中心12樓1206室的勞
資關係科東九龍辦事處，今日起將遷往
新辦事處運作。新辦事處位於九龍協調
道3號工業貿易大樓地下高層（近新蒲
崗景泰街與太子道東交匯處）。辦公時
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1
時及下午2時至下午6時15分，逢星期
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辦事處電
話及傳真號碼將維持不變。

■記者文森

衛署倡健康飲食防腸癌

勞資關係科東九辦
今遷新址

創科署推企業支援資助
為推動私營機構增加在研發活動方面的投資，創新

科技署上周二宣布推出企業支援計劃，以取代小型企
業研究資助計劃。發言人表示，企業支援計劃旨在推
動機構增加投資，從而為本港創新及科技人員創造更
多多元化的就業機會，有助促進香港的創新及科技業
界進一步發展。

1元對1元等額出資 最多1,000萬
發言人續指，新計劃會為不論規模大小的公司提供

資助，支援進行研發項目，每個獲批項目會按1元對1
元的等額出資方式，獲得最高1,000萬元資助，而申
請公司會擁有項目的知識產權，與小型企業研究資助
計劃不同，新計劃不設收回政府資助款額的規定。

■記者 郭兆東

太空館《進化島奇觀》尋世外桃源
為帶領市民探索生命進化的奧秘，
香港太空館上映最新一齣全天域電影
《進化島奇觀》，市民於今年11月
前，可透過精彩影像見證生物如何逆
境求存，以及大自然的奇妙設計。

介紹加拉帕戈斯群島
影片介紹在一望無際的太平洋上，
隱藏着與別不同的世外桃源──加拉
帕戈斯群島。加拉帕戈斯群島(右圖)是
400萬年前由海底冒起的偏遠火山島，
數百萬年來，生物在幾乎與世隔絕的
情況下繁衍，令這地區成為世上獨一
無二的進化大觀園。

加拉帕戈斯群島處於信風與洋流交
匯之處，寒冷而又充滿養分的深海洋
流，造就奇特且生命豐富的海洋環
境。小至微細的浮游生物，大至加拉
帕戈斯鯊魚，皆在這裏繁衍生息。
康文署指出，群島為不同生物提供

棲息居所，包括重達半公噸的巨龜、
能從鼻孔噴出海水鹽分的海鬣蜥、熱
帶信天翁、長着艷麗雙腿的藍腳鰹
鳥、弱翅鸕鶿，以及從數千公里外移
居過來的小企鵝。觀眾可從電影中得
知這些珍禽異獸如何慢慢進化，逐步
適應島上的獨特環境。
《進化島奇觀》片長39分鐘，於香

港太空館何鴻燊天象廳上映，每日放
映兩場，分別為下午3時50分及7時
20分，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加開
下午12時20分一場。節目票價為24元
（前座）及32元（後座），全日制學
生、殘疾人士及60歲或以上高齡人士
半價。門票現於香港太空館售票處及
城市售票網發售。 ■記者郭兆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
港中華總商會、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和酒泉衛星發
射中心合辦的第七屆「少年太空人體驗營」，由即日起
至本月底接受全港中學提名學生參加。入選的30名學
員，將於暑假到北京和酒泉參與為期8天的航天訓練活
動，學習太空科學和航天科技知識，認識國家在航天科
技上的發展和成就。參加者須準備經過三輪甄選，包括
天文及太空科學問答比賽、為期3天的營前集訓以及面
試，以評核參加者的應變、溝通和語言能力，成績優異
才可獲選為少年太空人。
體驗營由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協辦、香港中華總商會全
力贊助、香港太空館策劃。為了讓學員深入了解太陽科
學和射電天文學，以及令體驗營的天文內容更豐富，今
年將安排學員參觀國家天文台密雲觀測站，更會首次參
觀懷柔太陽觀測站。
除了參觀以外，學員更有機會與著名航天員會面，參
與太空科學和航天科技講座，以及體驗航天員訓練課
程，包括「穿脫航天服」、「心理訓練」、「逃逸救生
訓練」、「血液重新分布訓練」等。完成課程後，學員
將會參加課程考試，以及獲頒證書。
今年體驗營為期8天，於7月31日至8月7日舉行，
名額30名。參加者須為12歲或以上的全日制中學生，
須經由學校提名參加，每間中學最多可提名兩位學
生。

操流利普通話優先考慮
參加者身高須在1.4至1.8米間，健康良好，性格獨
立、外向、自信，並對天文及航天科技有濃厚興趣，能
以流利普通話溝通者優先考慮。
有關是項體驗營詳情，可瀏覽香港太空館網頁：www.
yatc.hk.space.museum，或致電：2734 2711查詢。

30中學生「過三關」試做太空人

沙田文藝展活力
「十八區」老少咸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兆東）為展現
社區活力創新的多元
化氛圍，民政署在剛
過去的周六、周日，
於沙田公園、沙田公
園露天劇場及沙田大
會堂廣場，舉行「我
們的十八區．樂聚繽
紛＃傳新沙田」活動
(右圖)，以悠然共樂
為目標，分為「運動
添活力」、「藝墟嘉年華」、「綜藝繽紛」、「文藝展
姿彩」、「青年樂之夜」和「悠然生活騎騎笑」6個主
題，期望令市民體驗具社區特色的文藝精髓。

拼湊大樹圖案護社區
民政署指，活動以「我們的十八區」為主題，集結數

百項老少咸宜的社區活動，鼓勵市民參與，讓大眾放鬆
心情、同享歡樂。當局特別為「我們的十八區」設計標
誌，由市民和代表十八區的樹葉拼湊成大樹圖案，象徵
市民團結一心，愛護社區。
民政署表示，在「運動添活力」主題區內，市民即場

體驗劍擊、欖球、攀石、划艇、草地滾球、駕駛小型模
型車等運動的樂趣。當市民踏入「藝墟嘉年華」時，可
在草地上悠閒地欣賞多個青少年工作團體，合力呈獻表
演。
除了新界文藝協會及鄉事委員會在活動中表演外，
「文藝展姿彩」項目還包括賽馬會社區藝術雙年展
2015，市民在當中觀賞到具創意的藝術品及踴躍地參加
工作坊。
活動顧及喜歡馬匹的市民，在「悠然生活騎騎笑」主

題區中，署方提供了小馬拍照及策騎環節，引來大批市
民圍觀。大會將設置願望樹、提供免費小食及派發紀念
品。周六晚上於沙田公園露天劇場舉行的「青年樂之
夜」音樂晚會，參與市民則在夜空下，享受一眾歌星的
精彩表演。

各區陸續舉行大型活動
民政署指，「我們的十八區．樂聚繽紛＃傳新沙田」
為「我們的十八區」打響頭炮後，各區會陸續舉行大型
活動，包括5月10日於荔枝角公園一期足球場舉行的
「愛共融．齊Fun享」嘉年華，以及5月23日至24日於
屯門黃金泳灘舉行的「熱力節拍SUN界西@屯門沙灘節
2015」，有興趣的市民可密切留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健康
飲食逐漸成為港人新潮流，衛生署上周
三舉辦「我好『叻』」社區健康推廣計
劃嘉許典禮，表揚約500名市民及80名
機構代表，在社區積極參與推廣與促進
健康飲食及恆常運動的貢獻。防護中心
總監梁挺雄表示，展望今年社區健康推
廣計劃的主題，將以透過健康飲食及恆
常運動預防大腸癌為重點，並加入「食
品安全」主題，以響應今年世界衛生
日。

增「預防傳病媒介疾病」重點
特區政府近年力推健康飲食。衛生署

在2012年首次推出「我好『叻』」社區
健康推廣計劃，與各社區組織合作，推
廣健康飲食及恆常運動的活動，至今已
完成了3個年度的計劃。當局去年增加
「預防傳病媒介疾病」為重點，以響應
世界衛生日的主題，藉此提高大眾對病
媒傳播疾病的警覺。

500市民80機構獲嘉許
衛生署上周三舉辦「我好『叻』」

社區健康推廣計劃嘉許典禮，表揚約
500名市民及80名機構代表，在社區
積極參與推廣與促進健康飲食及恆常
運動的貢獻。梁挺雄致辭時表示，有
賴各機構同工努力，計劃持續地於社
區內大力推廣，使市民更積極地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食得健康、出力運
動」的健康生活模式，有助預防多種
慢性疾病。

防登革熱成風土病
他以登革熱為例說，香港鄰近地區的

登革熱活躍程度一直高企，去年有3宗
本港確診個案，可傳播登革熱病毒的白
紋伊蚊在本港普遍存在，白紋伊蚊可在
少量積水中滋生繁殖，認為港人必須提
高警覺，防止登革熱在香港落地生根成
為風土病。他並特別藉此機會，感謝各

協作機構在社區協力推廣「預防傳病媒
介疾病」信息。
衛生署指，展望今年社區健康推廣計

劃的主題，將以透過健康飲食及恆常運
動預防大腸癌為重點，另加入「食品安
全」主題，以響應今年的世界衛生日。
衛生署補充，「我好『叻』」社區健康

推廣計劃得到房委會，以及其轄下公共
屋邨的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健康城市
計劃、非政府機構合共超過80個單位支
持。去年，參與機構在各社區按不同需
要及興趣，舉辦各項有關推廣健康飲食
及恆常運動的活動，共錄得逾7.3萬人
次參與。

■■梁挺雄主持梁挺雄主持「「我好我好
『『叻叻』」』」社區健康推社區健康推
廣計劃嘉許典禮廣計劃嘉許典禮。。

外遊時遇有緊急事故，最怕求助無
門，在他鄉成為「外遊孤兒

仔」。香港特區入境處一直關注香港居
民身處境外時的人身安全，為了讓遇事
港人更方便聯絡入境處，當局在1999年
成立「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但凡
有港人在外地出事，都可聯絡入境處求
助。

外遊前可登記聯絡方法行程
為使協助服務效率得以提升，入境處

在2005年把當時8位數字的熱線號碼，
改為24小時緊急求助熱線「1868」，其
後更於2010年將電話線路由23條增加
至46條，同時推出「外遊提示登記服
務」。從此，港人可在外遊前透過有關

服務登記其聯絡方法及行程，以便小組
在緊急情況下聯絡他們及提供協助，用
戶亦可透過有關系統，安排接收最新外
遊警示及相關公開資料。

援助尼泊爾地震遇險港人
入境處表示，小組成立以來，共處理

逾3.4萬宗求助個案，包括不少重大事
故，包括2013年埃及熱氣球事件、2011
年日本東北大地震、2010年歐洲大風
雪、2008年汶川大地震及2004年南亞
海嘯等。最近一次是日前的尼泊爾地
震，入境處共接獲43名港人求助，稱與
家人暫時失聯，入境處即派出3名職
員，於4月27日到當地尋找失聯港人和
提供協助，終於4月30日前聯絡上全部

當事人或其家人，確定其中42人身在安
全地方，並得到適切協助，其餘一人為
較早前報道的外籍香港居民遇難個案。

設24小時領事保護熱線「12308」
單在去年，熱線處理了逾20萬個來

電，涉及超過2,000宗求助個案，大部
分是在境外遺失旅行證件、入院或傷亡
等。為了令身在海外的中國公民遇到困
難時可以獲得及時、專業的協助，國家
外交部在2014年9月設立外交部全球領
事保護與服務應急呼叫中心，並設立24
小時領事保護熱線「12308」。領事保
護與服務應急呼叫中心會轉介涉及香港
居民的求助個案予「協助在外香港居民
小組」處理及跟進。

尼泊爾地震後，數十名港人被困當地，一度失聯，一名尼泊爾裔港人不幸遇難。尚幸有

賴入境處職員的努力，其餘各人已在4月30日或之前全數聯絡上。香港入境處早於1999

年已成立「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但凡有港人在外地出事都可聯絡求助，成立以來共

處理逾3.4萬宗求助個案。入境處2005年更把8位數字熱線號碼改為24小時緊急求助熱線「1868」，

單是去年就處理逾20萬個來電，涉及超過2,000宗求助個案，大部分涉境外遺失旅行證件、入院或傷

亡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兆東

■入境處2010年擴充「1868救人組」服務，熱線電話由23條增至
46條，增幅達一倍。 資料圖片

■市民感謝入境處「1868」小組及駐粵辦入境事務組幫忙，送上錦
旗致謝。 資料圖片

■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在尼泊爾機場設立
櫃位與航空公司聯繫，為當地港人提供協助。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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