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鐵學院招生 首季20課程
鐵路迷體驗課程數百元 銜接大學文憑學費4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健文） 為培育新一代鐵

路專材而籌辦的港鐵學院，今日正式開幕及開始

招生，由下月至明年首季內共推出逾20項課程，

包括可銜接大學課程、獲資歷架構認可的兩年兼

讀制鐵路工程高等文憑課程，學費逾4萬元，也有

供鐵路迷報讀的短期體驗式課程，費用只需數百

元。港鐵預計，首年合共會有一千人次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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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文森） 「英雄」是每一個人
身邊的你我他，在有需要的時刻挺身而出。有機構昨日
發佈「香港市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調查，發現「母
親」、「父親」、「消防員團隊」是港人心中三大英
雄。「迷你倉火災撲火救人」是2016年最英雄事件，
其次為「神奇小子曹星如第二十連勝」、「衛理中學校
長藍正思借出500港元予去錯考場的同學搭的士趕考
DSE」。
新港城中心上月於沙田、旺角、觀塘、尖沙咀等地，
以問卷訪問849位本港市民，發現「媽媽」以70.7%高
票當選成為港人心中最大英雄，「爸爸」以49.2%票數
位列第二，香港消防員則以28.8%位列第三。

神奇小子曹星如連勝居次
92.0%的受訪者認為「淘大工業村迷你倉大火，兩位
英勇消防員殉職」為過去一年最重要的英雄事件，其次
為「神奇小子曹星如第二十連勝」（53.8%）、「衛理
中學校長藍正思借出500港元予去錯考場的同學搭的士

趕考DSE」（37.6%）。
香港研究協會副總幹事吳偉民表示，「養兒一百歲，

長憂九十九」，華人社會作為父母一直為子女付出，無
論金錢、時間或精力，犧牲很多。因此父母自然成為每
個人心中最重要的「英雄」。另外，消防員團隊在淘大
工業村迷你倉火災中表現英勇，不惜一切捨己救人，成
為港人心中永遠的「英雄」。

英雄須具備勇品格好條件
調查還發現受訪者對「英雄」形象的要求較高，

70.8%的受訪者認為英雄的必須具備條件是「勇敢」，
其次是「品格良好」（47.9%）及「樂於助人」
（35.2%）。93.5%認為「英雄」是「在危難時展示勇
氣作自我犧牲」，86.7%認為「英雄」是「曾做值得社
會讚頌的事」，71.8%認為「英雄」是「曾拯救人
命」。
當被問及是否人人都可以成為英雄時，38.8%受訪者

表示「贊成」，31.2%表示「不贊成」。吳偉民表示，

一方面有受訪者認為所謂「英雄」行為，包括每一位市
民的奉獻及付出；而另一方面，有受訪者認為「英雄」
必須具備一定的勇氣及良好品格，而未必人人能達到此
要求。

勇消防救「倉火」今年「最英雄」

■調查發現「媽媽」、「爸爸」、香港消防員分別當選
為港人心中最大英雄前三甲。

門診公私協作
12區料惠2.6萬人

■醫管局「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已於今
年第三季起分階段延伸至另外九區。

■劉國雄(右一)指護理員屬厭惡性工作。
鄺慧敏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徐懿鴻） 本港絕大多數
市民長期依賴公營醫療服務，對公營醫療造成沉
重壓力。為改善情況，港府大力推行普通科門診
公私營協作計劃，預計3年內逐步推展至全港18
區。該計劃現已擴展至12區，料共有2.6萬名病
人受惠，並減少近10%公院普通科門診覆診人
次。相信整個計劃的受惠病人可多達3.5萬名。
醫管局兩年前於黃大仙、觀塘及屯門三區試行

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轉介高血壓或兼高
血脂且病情穩定的病人，以每次只需支付相等於
公院普通科門診費用（45元），到參與計劃的私
家醫生接受每年最多10次診症治療。該計劃早前
進一步覆蓋至東區、南區、灣仔、九龍城、深水
埗、葵青、西貢、沙田及元朗合共9個新增地
區，並擴展至糖尿病患者。

容許跨區就診方便打工仔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昨日到西灣河一普

通科門診診所，視察上月中已開始的新一輪病人
招募過程。他預計12區受惠病人可多達2.6萬
名。12區現時累積參加病人及私家醫生分別有
8,031名及199名，認為試行首階段參與反應不
俗。他冀望計劃推至18區時，可合共有3.5萬名
合資格病人及350名醫生參加，相信計劃有助減
少公院普通科門診近10%的覆診人次。
張偉麟續指，計劃容許病人跨區就診，毋須在
登記住址區域就診，讓有工作需要的病人彈性選
擇就近的求診地點，估計病人參與率約為15%，
期望計劃恒常化及透過推出改善措施，為病人提
供更多選擇以提高參與率。
過去有17名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因遷置診所及

退休等原因而退出，他認為屬自然流失現象，重
申參與的醫生數目可應付病人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鄺慧敏） 護理
員一向被視為厭惡性工作，面對業界勞動
力不足問題，僱員再培訓局去年與非牟利
機構合作，為中年人推出護理員「先聘
用、後培訓」試點計劃，計劃為期1年，
其間需進行在職培訓及修讀相關課程，培
訓結束後有機會轉至全職工作。本年度計
劃將擴展至3間非牟利機構，共提供70個
培訓名額，最快於明日接受申請。
博愛醫院去年提供25個護理員學員名

額，學員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6小
時，月薪為7,589元，完成1年合約期後
可獲3,000元約滿獎金。學員需接受半年
在職培訓及修讀130小時的護理員實務技
能基礎證書課程，以學習扶抱、餵食、失
禁護理等技巧。
博愛醫院賽馬會護理安老院院長劉國雄

指出，護理員屬厭惡性工作，加上近年落
實最低工資後部分員工轉行任保安等，令
院舍人力需求增加，故去年參與計劃，冀
填補人手空缺。
他又指，由於院舍的日間工作較忙碌，

故學員工作時間為上午9時至下午3時，
較全職員工每周工作48小時少。
該院長者護理培訓經理陸碧珊指，學員

入職後先負責簡單的工作，包括熟識院舍
運作、協助派餐、學習為院友洗澡及換片
等，經過培訓後再獨自照顧院友，同時委
派富經驗的員工指導學員，協助學員適應

工作。她又說，去年25名學員完成培訓後，共有
13人轉為全職員工，月薪為1.01萬元至1.4萬
元。
47歲的菊珍去年參加計劃，現轉為全職員工，

每周工作40小時。育有一名女兒的菊珍指，以前
從事文員工作，過去8年因照顧女兒而沒有工
作，由於女兒逐漸長大，故去年決定返回職場。
她坦言，工作時最辛苦是要為院友洗澡及換片，
但「人人都會老」，現時適應了便能接受。

3機構參與最快明辦簡介會
本年度計劃將於今年12月及明年2月展開，共
有3間非牟利機構參與，合共提供70個名額，月
薪介乎7,000元至7,915元，有關機構最快於明日
舉辦簡介會及進行面試，有興趣市民可向該局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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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一連三日的維多
利亞公園年宵市場攤位競
投昨日完結，今年出現不
少攤位被抬價的情況，無
論乾貨濕貨攤位成交額皆
錄得顯著升幅。食物環境
衛生署統計過去三日數
字，競投總收入竟多達
1,283 萬元，較去年增加
6.6%；單計算乾貨攤位的
話，更較去年急增19%。
維多利亞公園明年農曆
年宵市場攤位的公開競投
昨順利完結，今年三日競
投共吸引超過2,290人次進
場，總共租出 474 個攤
位，包括 283 個乾貨攤
位、180濕貨攤位、8個主
題攤位及3個快餐攤位，
總收入為1,283.9萬元，較
去年的 1,203.1 萬元增加
6.6%。
其中乾貨攤位的成交價
由底價 1.37 萬元至 7.2 萬
元，最高成交價約為底價
的五倍，平均競投價為
2.39萬元；總成交額則為
678.6萬元，較去年570.1
萬元增加1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陳文華） 昂
坪360纜車落成踏入10周年，承載纜
車的纜索即將達到服務上限。昂坪360
昨日宣佈，將於明年1月至6月更換約
24公里纜索，其間纜車將停止服務。
昂坪市集及農曆新年的舞獅表演則照
常進行。該次纜索更換工程共耗資
8,000萬港元，新纜索加強機械強度，
更耐磨。
昂坪360纜車專責項目經理陳國偉指

出，該次纜索更換工程涉及逾10公里
牽引纜及約14公里承托纜。其中承托
纜是昂坪360纜車自2006年投入服務
以來首次更換。
首段承托纜的更換由東涌纜車站至

機場島轉向站，單向纜索長逾600米、
重24噸；次段由機場島轉向站至彌勒
山轉向站，單向纜索長逾3.5公里、重
112噸；第三段由彌勒山轉向站至昂坪
纜車站，單向纜索長逾1.5公里、重53
噸。需更換的承托纜來回總長約11.4
公里，加上1.3公里的預留備用纜合共
約14公里。
陳國偉指出，工程最難在於需拉動

總重量接近200噸的鋼纜跨過東涌灣、
攀過彌勒山。為確保東涌灣交通及郊
野公園不受影響，還需建設9支臨時支

撐架及1條橫跨東涌灣的纜索吊橋作為
防護。新纜索已於本月初全部運抵香
港，目標於明年1月上旬正式展開工
程，並於明年6月上旬完成工程，其間
昂坪棧道將暫停開放。

料少50萬人次乘車推包車導賞
陳國偉補充，動工時間定於明年1月
至6月，除因遷就逾30位海外專家到
港時間外，亦考慮該段時間近8年來未
有颱風出現，有利工程進行。
昂坪360董事總經理關敏怡指出，纜

車去年全年有162萬人次乘坐，現時平
均每日有5,000人次乘坐，預計因纜車
停駛減少約50萬人次乘車。
為減低人流流失，提升客量，關敏

怡指出，昂坪 360 將推出「360 假
期」，提供150元港幣的海陸導賞團，
包車接送乘客遊覽大澳、棚屋、天壇
大佛及寶蓮禪寺等。另本港居民由12
月1日起購買來回纜車車票或套票，可
獲特惠卡一張。持卡人可於工程期間
憑卡以港幣100元參加「360假期」導
賞團，並於纜車重開後1個月內憑卡以
100元換購個人2017年全年通1張。現
有於明年到期的全年通，則將獲有效
時間順延5個月。

昂坪360明年初換纜 停駛5個月

■陳國偉（左）、關敏怡介紹昂坪360纜索
更換工程。 陳文華攝

■新纜索已於本月初全部運抵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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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今年初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支持港鐵成立鐵路學
院，專門培訓鐵路管理及營運人才，以提升本地及區域鐵路服務質

素。經過接近一年的籌備，港鐵學院今日將舉行開幕典禮，梁振英更會親
臨主禮。學院舉辦的多個課程，亦於今日起開始招生。

張少華：可鼓勵青年入行
港鐵學院校長張少華日前與傳媒會面時指出，港鐵服務香港接近40年，一
直積極進行人才培訓，現時港鐵管理團隊人員，絕大部分均是透過內部培訓
訓練出來，而外地不少鐵路公司有興趣與港鐵進行交流，加上港鐵亦希望將
多年的鐵路發展及營運經驗傳授予新一代鐵路人，因此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
成立學院，以提升服務質素，更可鼓勵年輕人日後加入鐵路行業。
他指出，學院課程主要分兩類，包括首個獲資歷架構認可的兩年兼讀制
鐵路工程高等文憑課程。
學員首年會學習鐵路運作的所有基本知識，次年會從四個主題包括配
電、信號及通訊、軌道及鐵道車輛中選擇一個，作為繼續深入學習的課
題。

着重工作實踐訓練 車廠實習
此課程的設計特點，是除課堂外，亦非常着重工作的實踐訓練，在課程
最後4星期至8星期實習期間，將實地在車廠跟崗學習，對學員會有很大裨
益。
他透露，此課程每星期約上課3晚，學費4.18萬元，申請人需符合有關學

歷要求及具兩年與工程行業相關工作經驗。首班將於明年1月開學，每班約
取錄30人，希望2018年底有第一批畢業學員。至於下一班則希望可於明年
9月開學。
除獲資歷架構認可課程，張少華表示，學院亦提供短期課程。其中一種
屬專題課程，星期六全天上課，學費約1,000元至2,000元，首季便提供
「基本系統保證」三個單元，包括系統保證原理、安全管理、風險管理供
報讀。
另有更短只需2小時至3小時的體驗式課程，學費只需約200元。其中名
為「鐵路101」課程，學員可利用學院的綜合訓練設施，如駕駛模擬器親自
試駕列車，相信不少鐵路迷均有興趣報讀。
至於學院未來發展，張少華透露，會研究在內地設立分校，但暫時沒有
時間表。此外，學院亦正分別與英國及澳洲兩間大學商討，將他們的碩士
課程帶入香港授課，以進一步提升本地人才水平。

港鐵為設立港鐵學院，特
別將原本位於紅磡車站大樓
的辦公室，改建為學院。
除多個課室外，更設有一

個供各種訓練用途的綜合設施室，讓學員
可實地體驗鐵路各方面的實際運作。
港鐵學院全層佔地約2.1萬平方呎，設有

4個課室，並有學習資源中心、電腦工作間
及熱飲自助站等，而其中最特別之處，便

是設有一個供多種用途的綜合訓練設施。
港鐵學院校長張少華指出，設施內設有
港鐵內的各種不同裝備，讓學員可親自試
用，實地增進鐵路方面的知識，如列車駕
駛模擬器便可讓學員親自試駕列車，又設
有像真度甚高的車站、路軌及列車模型模
擬行車，加上列車供電接觸網設備、事故
處理站等，均可讓學員眼界大開。

■記者馮健文

模擬駕駛列車 試用各種裝備
�� ��

■學院的綜合訓練設施。
馮健文攝

■港鐵學院今起開幕
招生。 馮健文攝

■■張少華示範利用張少華示範利用
駕駛模擬器親自試駕駛模擬器親自試
駕列車駕列車。。 馮健文馮健文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