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

婷）「輪椅」、「讀寫障礙」，這

些都不是阻止兩名小發明家向

夢想飛翔的因素，他們同樣希

望以簡單發明幫助同路人。15

歲患讀寫障礙的關昊罡，同時

是讀障及科學資優生，3年前他

發明配以平板電腦使用的透明

砂紙，讓讀障學童輕鬆學寫中

文，今年再研發出「多感讀障手

指」，希望幫助更多基層讀障學

童；25歲患先天肌肉萎縮症的

顏招銘，為了讓坐輪椅者享受

「搵食」樂趣，研發幫助行動不

便者尋找餐廳的手機應用程

式。他們昨日同樣獲政府嘉許

為「優秀青年」（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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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禮賓府今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開放予公眾參觀，勢必人頭
湧湧。有見及此，特首梁振英昨日特別邀請逾
900名長者及殘疾人士到禮賓府參觀，先睹杜鵑
花的風采及禮賓府的英喬治亞時代建築特色。有
長者對禮賓府的建築和擺設十分感興趣，並對禮
賓府內工作人員認真工作的態度讚不絕口。
梁振英期望，今日到禮賓府參觀的市民能夠盡
興，細細品味這座百花盛放的歷史古蹟。

讚同事「出盡法寶」修花迎客
梁振英昨日以《禮賓府的杜鵑花》為題發表網

誌，他表示，禮賓府的杜鵑花每年3月盛開，但
香港今年冬天及春天時冷時熱，當中1月下旬更

出現59年來的低溫。不穩定的天氣令花期難以預
測，他承認為敲定公眾開放日而大傷腦筋。他續
指，負責禮賓府花園的同事近數星期做了大量的
準備功夫，出盡法寶，務求各種植物以最佳狀態
迎接市民，但最後還是要看天氣。
他表示，市民除了可進入禮賓府的花園觀賞花

卉樹木外，還可參觀行政長官在禮賓府舉行官式
活動和接待賓客的地方。
不過近日天氣轉冷，梁振英指，在寒冷天氣

下，市民要注意身體，亦應多關心身邊有需要人
士，讓社會體現關愛。
禮賓府自1968年起首次對外開放，每次都吸引

很多市民和遊客前來參觀，對上一次開放日是
2015年11月8日，當日參觀人次近5,300人。

特首邀長者傷健 遊禮賓府賞杜鵑

中四「發明王」飛越讀障
研發「透明砂紙」「手指」助「病友」關昊罡膺「優秀青年」

嘉許計劃得獎者（部分）
星中之星（公開組）兼青年領袖獎
■麥成灝 在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畢業後，成立一間多媒體創作公司，將興趣轉化成職業。

他亦長期參與多個青年組織的運作，推動青年事務發展

星中之星（中學組）
■蕭清瑜 中六學生，無論在藝術、體育、領袖才能或義務工作上都有理想表現，成績亦

不俗；尤其醉心音樂與戲劇，希望日後憑大學獎學金到美國百老匯學習

「十大優秀青年」（公開組）

■顏招銘 大學四年級生，患有先天肌肉萎縮症；研發幫助行動不便者尋找餐廳的手機應
用程式，讓坐輪椅者輕鬆覓吃

「十大優秀青年」（中學組）
■關昊罡 中四學生，患有讀寫障礙；發明配以平板電腦使用的透明砂紙及「多感讀障手

指」，希望幫助更多基層讀障學童
■倪可琳 過度活躍症（ADHD）患者，曾經非常頑皮，小五確診後服用藥物控制病情，

中學被老師發掘出領導才能，給予機會她服務學校，從此信心及溝通能力大
增。她現時常到志願機構協助ADHD患者

「十大優秀青年」（中學組兼閃耀成就獎）
■陳天美 10歲開始學習音樂，現正在香港演藝學院修讀青年音樂課程，主修古箏，她希

望未來多推廣音樂活動，用音樂回饋社會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 製表：記者 陳敏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慧敏）中上環是香港最早發
展的社區，隨着時代發展，中環不單止有摩登的商業
大廈，又有逾50年的舊唐樓及古蹟，更有多個重建活
化項目進行中，是新舊交融的地區。為配合政府「欣
賞香港」運動，香港測量師學會推出「2016年測量師
帶你行街GUIDE」，活動由測量師作導遊，帶領市民
漫遊中環，讓市民認識市區發展及了解測量師在土
地、規劃、建築各方面的角色。

多角度了解城市發展運作
香港測量師學會昨日為活動揭幕，並邀得發展局局

長陳茂波出席。該會會長劉振江指出，中環對香港有
歷史、政治及經濟的重要性，而且建築富有特色，有
國際金融中心，也有中環街市、舊中區警署建築群
等，希望活動讓市民從多角度了解城市發展、樓宇問
題、土地規劃等，思考環境與生活之關係，同時令市
民了解測量師的工作。
導賞團路線主要環繞中環半山地區，從國際金融中

心、中環街市、一直沿着半山扶手電梯到結志街、嘉
咸街、堅道及羅便臣道，全程約1.5小時。劉振江指
出，沿途見到中環的特色，如扶手電梯改變中環社
區，令「蘇豪區」出現，但附近結志街仍有大牌檔、
露天街市等傳統設施，亦有不少舊樓因樓宇業權分散
而未能重建等，顯示豐富多變的社區。
他續指，測量師在城市發展及重建過程扮演重要角

色，以正待活化的中環街市為例，因建築物歷史悠
久，活化時要關注內部結構能否承受重力，同時保持
建築物風貌及特色，亦要符合現行建築物條例，故挑
戰甚大。
活動由昨日起舉辦至4月16日，逢星期六早上11時

及下午2時30分開始，每個時段有兩團，每團約30
人，費用全免，3月26日因復活節假期而暫停一天，
有興趣市民需預先到測量師學會網頁登記。

立法會議員不斷拉
布，示威者衝擊事件亦
愈來愈多，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昨日出席中環導
賞團活動致辭時表示，

近年社會在解決矛盾問題時，出現激進化情
況，令人感到不安和困惑，又批評立法會議
事趨向劣質化，希望大眾反思香港未來發展
路向。

遇矛盾就「搞激」惹人不安
陳茂波指出，香港的發展計劃需要有社會
共識和支持，但近年社會在解決矛盾問題
時，出現激進化情況，令人感到不安和困
惑。他又認為，立法會議事趨向劣質化，希
望大家在緬懷中環歷史的同時，亦需反思香
港未來發展路向，同心合力將香港建設得更
好。
他又表示，中環有很多歷史建築物，讓市

民鑑古知今外，同時也承載着香港歷史文化
及集體回憶，故當局在2009年推出保育中環
計劃，希望下一代也可以共享這些遺產，如
中區警署建築群的紅磚牆富有特色，其活化
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中，預料今年年底開放
給公眾。
陳茂波續稱，隨着商業發展，商廈的需求
增加，故把中環美利大廈活化為酒店，其停
車場改建為甲級寫字樓；此外，中環新海濱
亦會作低矮發展，保留海濱之餘亦提供商業
及餐飲服務。 ■記者 鄺慧敏

測量師導賞 漫遊中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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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退休保障在社
會醞釀已久。身兼扶貧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昨日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到
荃灣，出席第三場退休保障公眾諮詢會，吸引
約200名市民到場，當中逾20名市民抽中發
言。林鄭月娥對不乏年輕人願承擔一個較高稅
率的社會擔當感高興，惟強調未來勞動人口會
逐步下跌，長者人口卻會不斷倍增，不認為未
來財政收入可長遠支持一個較大開支的「不論
貧富」退保方案。
昨日各有反對及支持退保方案的團體在場外

高呼口號，展示橫額。首名發言的葵青區議員
黃潤達展示早前所收集的街坊簽名，要求政府
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以及支持加徵稅率以應
付「不論貧富」退保方案這兩項訴求。席間他
又展示一個盛載米的「乞兒兜」並送贈予林鄭
月娥，寓意政府未有體恤貧苦長者的需要。
大學生伍先生直言，自己終有一天會老去並

需要依靠政府，願意盡一己之力為長者付出，
並爭取他們應得的回報。市民王先生認為，子
女供養父母存在一定財政壓力，相信一個全面
有效的退保方案有助減輕子女供養壓力，以及
提高自身的退休保障，惟擔憂退保若設有資產

審查，或引致標籤效應甚至歧視。

勞動人口下跌「不論貧富」憂資源
林鄭月娥對場內不乏年輕人願意承擔一個較

高稅率的社會擔當感高興，惟強調未來勞動人
口會逐步下跌，長者人口卻會不斷倍增，屆時
「錢從何來」就是一大問題。
她又指，現時財政收入雖可以支持「不論貧

富」這較大開支的退保方案，惟不代表未來8
年至10年後的財政收入仍可支持。她承認，現
實中難以做到面面俱全，故需要作出適當抉
擇，呼籲市民考慮政府長遠的財政承擔能力，
以事論事。

港青願交高稅 林鄭籲長遠考慮

現就讀浸會大學資訊系統及電子
商 貿 學 系 四 年 級 的 顏 招 銘
（CM），患有先天肌肉萎縮症，7
歲起與輪椅為伴，但他認為「輪
椅」不應該是阻礙發展的因素。

CM笑言自己嘴饞，自小喜歡四處覓吃，「好食的
小店門前總會有一級，不容易過到。」兩年前他開
始構思推出一個協助輪椅人士尋找餐廳的手機應用
程式，惟資金與技術問題難以實行；他一直堅持，
終找到「台灣眾社會企業」合作，推出「友善香港

餐廳」手機應用程式，並招募特殊需要者作「試
食」調查員，現已找出全港400間「友善餐廳」—
服務友善，而且設施方便輪椅人士。

程式整理出餐廳出入口、光線、點字菜單、服務
態度、電梯、廁所及停車位等友善資訊，讓輪椅人
士選擇餐廳時不用苦惱。CM說，有用家回饋，指
坐輪椅的父親從前很怕外出用膳，擔心選擇餐廳時
會麻煩了身邊人，現在再沒此煩惱。CM說希望日
後繼續研發出更多服務殘疾人士的程式，推動社區
關愛共融。 ■記者 陳敏婷

肌萎心不折 研App「搵食」助傷健

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合辦的「優秀青年
嘉許計劃」昨日舉行嘉許禮，表揚36名在個人

成就、領導才能及社會服務上表現優秀的青年人，關
昊罡和顏招銘都是「十大優秀青年」的得獎者。

父母悉心「星級」老師指導發明
就讀主流英文中學四年級的關昊罡，自小熱愛發
明，4歲時聽過挪亞方舟的故事，就運用童真設計出
兩條玩具電梯，讓草食性與肉食性動物分批上船；7
歲時憑太陽能推動車獲得首個設計方面的獎項；至今
已勝出22項國際及本地科創賽事。昊罡小一時確認
患有讀寫障礙，他的父母一方面帶昊罡到扶幼會接受
讀寫發展服務，另一方面全力支持昊罡在科學上的發
展。昊罡爸爸更辭掉全職，帶喜歡觀察事物的昊罡到
科學館、捉魚、行山等，同時舉家搬到西貢。
小四時，昊罡爸爸為兒子找到「星之子」陳易希的
導師黃金耀博士，指導昊罡做發明品。在父母的悉心
栽培下，昊罡可以展翅高飛，中一時他發明出「無障
礙觸感文字認字器」，以一塊砂網蓋於平板電腦之
上，讓讀障學童以手指觸感輕鬆學寫中文。昊罡解
釋，中文字千變萬化，製作傳統砂紙字卡學寫中文字
的數量有限，反而平板電腦打字的數量無限。翌年他
將砂網改良成砂紙板，用法一樣；今年更研發出「多
感讀障手指」，同樣以觸感學習的原理，讀障學童手
指套上此工具時，指頭描寫每一筆都會感受到震動，
反覆書寫從而記字。昊罡說，基層讀障學童未必有平
板電腦，他希望日後以成本價生產發明，再發送到讀
障學習中心，幫助更多基層讀障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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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6再衝擊」事件被一眾滋事學生
圍堵、要求對話的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

席李國章早前向港大十個學院發出邀請，希望與每個學院的
「頂尖學生」（top students）飯聚會面；據悉，牙醫學院、
法律學院等已挑選學生代表出席。不過，文學院學生會前日
卻發表聲明，「擺姿態」聲稱要杯葛「頂尖飯局」，明知飯
局是圍繞學術事務，卻稱「缺乏正當性」，甚至要求所有學
生組織及傳媒在場，讓有心搞事者「做騷」。

歪理阻代表提名 溝通誠意成疑
是次向學生展示出最大誠意作溝通的李國章主動發出請
柬，卻被文學院學生會扭曲為「繞過學生組織」、有「架
空」校長及副校長之嫌；該會稱「是次會面主要關於學術事
務」，但又謂會面為閉門會議，沒有傳媒在場，不希望同學
於「毫無保障」的情況下出席會議。
事實上，文學院院長已提出除「頂尖學生」外，該會代表

亦可出席的條件，但該會仍「擺姿態」堅持要求所有學生組
織及傳媒在場。該會又揚言，不會按文學院要求進行提名，
更要求文學院不要自行提名1名本科生參與，是否有誠意與
李國章溝通備受質疑。 ■記者 周子優

杯葛港大學術飯局
文學院生會博「做騷」

港大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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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昨日特別邀請逾特首昨日特別邀請逾900900名長者及傷健名長者及傷健
人士到禮賓府參觀人士到禮賓府參觀。。 梁振英網誌圖片梁振英網誌圖片

■梁振英帶觀客們先睹杜鵑花的風采及禮賓
府的英喬治亞時代建築特色。

梁振英網誌圖片

■導賞團路線環繞中環半山地區。 鄺慧敏 攝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左左))及香港測及香港測
量師學會會長劉振江量師學會會長劉振江。。 鄺慧敏鄺慧敏 攝攝

■■關昊罡關昊罡（（中中））及父母及父母。。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顏招銘顏招銘（（中中））及其親友及其親友。。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林鄭出席退休保林鄭出席退休保
障公眾諮詢會障公眾諮詢會。。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