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之子」師弟「自潔門柄」奪金
港中學生首揚威日內瓦發明展 擊敗各國精英逾千作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港

第一代「星之子」陳易希的母校，中

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再有兩名學生為港爭

光。該校的黃深銘及李鍵邦，憑藉可有效殺滅門柄細菌

的自家發明「自潔門柄」，繼去年複製師兄成就「摘

星」而回，日前再以該設計於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擊敗過

千項發明勇奪金獎；黃深銘更成為首位代表香港參加日

內瓦國際發明展的中學生，成績驕人，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亦發信道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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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潔門柄」由中華基督教會譚
李麗芬紀念中學畢業生李鍵

邦，及中五學生黃深銘合力創作，惟李
鍵邦正忙於補考文憑試，於是由黃深銘
領軍，由學校老師陪同遠赴瑞士日內
瓦。黃深銘對獲獎感到非常高興，並指
今次有機會跟各國精英交流，獲益良
多。

評審注重商業 須證明可賣錢
他們設計的最初意念，是針對殺滅廁
所門柄的細菌（見另稿），集創意、實
用跟市場價值於一身，早在去年已嶄露
頭角，於「Intel 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
賽」勇奪二等獎，繼陳易希之後，成為
該校第二代「星之子」。對比兩次獲
獎，黃深銘笑言「Intel國際科學與工程
大獎賽」需要有足夠理論和數據支持產
品實際可行，事前需經過多次測試，故
特別緊張。相比之下今次參賽，「自潔
門柄」的前期工作基本完成，心情比較
輕鬆。
話雖如此，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不僅要
求產品實用，還要突顯其市場價值，
「今次比賽更加注重商業元素，需要向

評審證明產品可以賣錢。」為此黃深銘
在老師協助下，事前準備好名片及易拉
架等工具幫助推廣，這對他而言絕對是
個新嘗試。他形容整個參展過程非常有
趣，很多人都對「自潔門柄」感興趣，
然而要解答他們的提問絕非易事，「他
們有些操德語，有些操法語，在老師鼓
勵下，我放膽用簡單英語對答，加上身
體語言搭夠，總算可以溝通。」不僅如
此，「自潔門柄」最終更獲評審賞識勇
奪金獎，黃深銘坦言總算「任務完
成」，不負眾托。回港後，他收到不少
公司電郵查詢合作機會，有望將產品推
出市面。

擬改善功效 擴闊應用層面
有份得獎卻無緣見證，李鍵邦坦言可

惜，但想到設計有人賞識，心裡還是高
興。他又指「自潔門柄」的設計其實不
限於門柄，「從門柄、交通工具手把以
至扶手電梯，很多生活上可見的東西都
能應用這技術。」他的未來目標是進一
步改善其殺菌功效及擴闊應用層面，
「希望作品可以真係幫到社會改善生
活、健康。」

推薦兩人參賽的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總監黃金耀表示，兩人的
「自潔門柄」早年取得學界最高榮譽
後，他一直留意有無更高的平台讓他們
發揮。由於近年亞洲區開始有國家派出
中學生參與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黃金耀
深信他們能取得佳績，於是推薦他們參
賽。
陳易希亦喜見師弟青出於藍，同時寄

語二人目前是「階段性成功」，建議他
們應將作品加以改善，推出市場發揚光
大。校長方順源亦祝賀兩名同學獲獎，

同時感謝背後所有支持他們的師生家
長，並指學校會繼續支持學生發揮所
長。

吳克儉致函祝賀
吳克儉昨日發信，祝賀黃深銘成為首

位勇奪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的中學
生，感謝對方為港爭光。他表示非常欣
賞黃深銘以幫助別人而發明的精神，及
以諾貝爾獎為奮鬥目標的志向，鼓勵他
繼續努力，並與同儕多作分享，以推動
本港科學教育及科研發展。

「自潔門柄」柄身利用
石英玻璃所製，柄上設二
氧化鈦塗層，柄內底座裝
置一顆跟驗鈔機類同的紫
外光Led燈，當發電機或

電芯供電予Led燈，紫外光在柄身實現全
光反射，最後激活柄上的二氧化鈦殺菌。
產品可因應使用情況，選擇以電芯或發電
機作動力，其中後者將推拉門的動能轉化
電子提供至Led燈發光，達至自給自足，
供電不足的地區亦可適用。
發明者之一的李鍵邦總結「自潔門柄」

的特點除了有廣泛使用性，可自給自足之
外，還有一個最大優點在於價格相宜，整
個裝置成本價大約14美元(約港幣109元)。
此外，「自潔門柄」經實證測試，可有效
殺滅柄上99.8%細菌，證明產品非常有
效。
整個設計歷時近3年研究，李鍵邦坦言
消毒塗層及驗菌實驗均超出中學程度，幸
獲中文大學及浸會大學教授的支持，借出
實驗室及向二人提供指導，才能解決種種
困難，讓作品順利完成。

■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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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審計報告發現，機
電署遺漏和延誤提交註冊承辦商交接檢驗報告，亦
延誤發出和送達違規升降機禁止令，甚至是遲了提
交事故報告，更有工程師一日驗7部電梯惹質疑。
報告指，機電署原訂在2013起兩年之內，完成對
所有註冊承辦商的監察審核工作，但機電署只完成
審核49%、即20間承辦商。機電署並在2014年至

去年間，對違規個案發出26張改善令及1,103封勸
諭信，審計署抽樣50封，當中23名負責人都仍未
通知機電署有否進行修正，延誤時間為2個月至21
個月不等。
另外，在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間，機電署

發出678張禁止令，但審計署抽樣審查其中50張，
發現其中41張是生效後1日至63日送達；有4張送

達日期和5張生效日期沒有相關記錄。
報告更發現，署方沒有工程師單日檢驗的上限，

2014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間，62名工程師曾在單
日內檢驗7部至13部升降機並發出證書，有關情況
曾出現146次，機電署曾經發信給其中4名註冊工
程師要求解釋，但只涉及升降機，沒發給自動梯的
註冊工程師。

機電署工程師日驗13惹質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審計報告指出，演藝學院
的政府資助課程，連續4個學年收生不足，當中以戲曲學
院不足率最高，今個學年收生量不足指標的四分三。
報告又指，演藝學院的部分教學和表演場地使用率偏

低，與學院記錄指教學場地嚴重匱乏的意見不符，其中薄
扶林伯大尼校園的教學場地，最高使用率不足三成，排練
室使用率更只有3%，表演場地的使用率亦只介乎19%至
31%。灣仔校園的教學場地使用率最高亦不足八成。
審計署認為學院要密切監察及處理收生不足問題，並建

議學院監察教學和表演場地使用情況加以改善。

■審計報告指，演藝學院的政府資助課程連續四個學年收
生不足，教學和表演場地使用率亦偏低。 劉國權 攝

演藝學院資助課程
連續4年收生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傳媒不時報道有
個別外傭涉嫌蓄意表現不佳，促使僱主提前終止合
約，並到澳門或內地短暫逗留，等候入境處簽發新
工作入境簽證「跳工」。審計署抽查30宗一年內兩
度提前終止合約外傭作出的簽證申請，發現8宗個
案的前僱主都劣評外傭，惟入境處沒有聯絡前僱主
便直接批出申請，建議入境處訂立工作指引列明跟
進程序。

抽查揭懶理前僱主劣評
審計署昨日發表的新一份審計報告，關注到外傭
懷疑「跳工」事件。在入境處的電腦抽查30宗，一
年內兩度提前終止合約外傭作出的簽證申請，當中
8宗個案的前僱主在其提前終止僱傭合約通知書或

投訴信上，都對外傭工作表現給予惡評，惟8宗個
案的簽證申請全部獲批准。
當中有7宗個案，入境處沒有找到外傭的前僱主跟

進，其中3宗入境處人員曾一次致電前僱主，惟無人
接聽便作罷，另外4宗沒有文件證據顯示負責人員曾
嘗試聯絡前僱主；還有一宗個案，一年內有3次提前
終止合約記錄，個案負責人曾聯絡上其中一名前僱
主，並得到對該名外傭的惡評，但未能聯絡其他兩
名前僱主。最終8宗個案簽證申請均獲批。
報告指出，入境處雖然成立了特別職務隊處理外

傭「跳工」的問題，但並沒有制訂明文程序，指示
個案負責人員應如何處理有提前終止僱傭合約記錄
的新簽證申請，認為入境處有需要發出指引，列明
進跟程序。

入境事務處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表示會發出相關
工作指引，並已提醒個案負責人員應採取跟進行動。

外來「人才」收入不足
另外，審計署發現主力輸入海外、台灣及澳門人

才的「一般就業計劃」部分獲批個案人工低於市
價，例如資訊科技經理，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
平均月薪是為3.5萬元至6萬元，惟入境處批出的51
宗個案當中有四分一，人工平均只是2萬多元。
過去六年合共批出3萬多宗大學非本地畢業生留

港工作，不過當中442宗月薪不足9,000元。審計署
建議入境處建立資料庫，備存年輕畢業生現時受僱
於不同行業的市場薪酬福利條件資料，以方便審批
申請。

外傭「博炒」頻「跳工」照獲簽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審計報告發現，截至2015
年8月底，政府當局及部門推出的127個應用程式（App）功
能有限，部分只是部門網站的複製版，15個應用程式未有在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政府App站通」和香港政府一
站通網站列出。
報告又指，在31個為一次過的活動而設的應用程式中，23

個已告停用，涉及的開發費用總額高達約260萬元；122個應
用程式中有24%，即29個程式每月平均錄得不足90次下載。
榜末為教育局的「香港學童的眼睛護理」應用程式，每月只
錄得11次下載。最多人下載程式則為「我的天文台」，每月
有8.8萬個下載。
審計署建議政府確保網站盡量載列所有應用程式；公佈準

則考慮有否充分理據為一次活動開發應用程式；並考慮停用
最終未能達到原來開發目的的應用程式。

採購電腦拆單避公開招標
報告又發現海關和環保署，在2014年採購近四百部相同型

號的電腦時，將210萬採購額分拆成多張單據，令每個採購
項目的金額少於上限的143萬元，避過公開招標。環保署並
在2013年買電腦和軟件時，將不同型號、桌上和手提電腦，
分拆成6張單，每張單介乎30萬元至120萬元，同樣沒有公
開招標。而政府耗資8,000萬元開發及推行的電子採購系統，
至去年底僅10個部門推行全面功能。
審計署建議海關及環保署應採取措施確保遵循採購規定，

物流署亦要定期提醒各局及部門有關規定；政府應找出部門
未推行電子採購系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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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敏婷）政府早年推出「人人
暢道通行」政策，盡可能在
行人通道額外加裝升降機。
審計署發現在34項已完成的
項目中，有5項出現重大超
支或延誤，其中一項更超支
近千萬元，亦有項目較原定
完工日期延誤逾千日。此
外，審計署亦發現有3個路
政署原本認為不可行的加裝
工程，後來被土木工程拓展
署評為可行，建議路政署發
出明確工作指引。
早於2001年年底，當時的運

輸局指會制訂優先次序，為公
共行人天橋加裝斜道或升降
機；而根據路政署的記錄，未
設置無障礙通道設施的分層行
人通道有328條，其中184條可
以進行加裝工程。新一份審計
報告指出，截至去年12月，只
有 60 條 (33%) 已完成加裝工

程，其中34條在2001年至
2010年期間完成。
審計署更發現，其中一宗

個案，因須進行有關改移公
用設施的額外工程和其他原
因，導致兩條行人隧道的加
裝工程超支930萬元至6,700
萬元。另外亦有兩宗個案，

工程較原定完工日期分別超
時1,088天及730天，涉及附
近的更換水管工程問題。
至於在2010年後完成的加

裝工程，其中77%延誤了14
至422天，部分個案涉及批
出工程合約後才發現改移公
用設施的問題。

行人道裝 超支千萬延誤千日

■李鍵邦（左）及黃深銘（右）憑「自潔門柄」於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勇奪金獎，
黃深銘更成為首位代表香港參展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的中學生。 姜嘉軒 攝

■黃深銘（右）在展場落力推介「自潔門柄」。
學校供圖

■截至去年底，只有33%分層行人通道完成加裝升降機工
程。 劉國權 攝

揚威日內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