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展玩輪盤 特賣電視機
10元1吋轉出吋數大小 寓意成功靠勞力運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

韻）第五十一屆工展會今日將在

維園開鑼，不少市民摩拳擦掌準

備搶購1元優惠價產品，包括電

飯煲、120包湯包、鮑蔘養生福

袋等，更有商家推出高清電視

機，優惠價10元1吋，分別有50

吋、24吋、32吋及22吋，合共

18部，以派籌形式入場，再以轉

輪盤方式決定吋數大小，廠家藉

此寓意港人新一年「以勞力及運

氣取得成功」。不過，部分商家

今年不做1元優惠，改以福袋形

式吸客，相信今年生意能按年上

升10%至15%，丁財兩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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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展會今日起至下月2日舉行，主辦單位今年新設1
元優惠等候區，市民可選擇心儀產品的隊伍排隊，開幕
前派發號碼籌，再入場購買，冀避免衝入會場受傷的情
況。

一蚊鮑蔘福袋電飯煲派籌
今年依舊有多間展商推出1元優惠，如南北行推出鮑
蔘養生福袋，包括花菇(300克)、澳洲紅燒鮑魚(200克)、
高麗蔘良(40支1両裝)及靈芝液等，原價為1,200元，限
量10包；美的電器推出1元「鈦金鼎電飯煲」，原價
2,999元，限量10個。
有展商推出10元一吋的電視機，旨在向港人推廣香

港貨。匡橋拓展有限公司總監丘唯藝表示，香港品牌的
電視機性能不錯，但較少人知道，期望以優惠價格引起
注意，使產品進入港人家庭，打造港產名牌。
他續說，今日會推出18部電視機，包括2部50吋、

10部32吋、6部24吋及2部22吋，均以10元一吋計
算，雖然派籌是先到先得，但會以轉輪盤方式決定吋數

大小。
丘唯藝笑指，此方式寓意「以勞力及運氣取得成

功」，同時也期望港人不要只玩手機，在做冬及新年等
節日與家人一起看電視，共敘天倫。
他表示，工展會優惠及年底節日氣氛等因素刺激下，

令港人消費意慾增強，料今年展期生意按年上升35%。

南北行3款福袋推1元優惠
南北行業務經理崔家權表示，除了首日1元優惠外，

公司在網上工展會也推出3份同樣的福袋，每日限時推
出，期望能吸引不同層面的市民消費。他續說，今年聖
誕及新年時間相近，相信會刺激港人甚至內地旅客進場
購物意慾，料生意按年增長5%至10%，對年底消費市
道感到樂觀。
美的電器市場部總監蘇文龍表示，雖然電器及耐用品
消費總銷貨價值於過去一年下跌，但去年參展營業額較
為理想，期望今年可繼續勢頭。由於中國人的米飯文化
仍舊存在，加上期內電器產品均有88折優惠，長者則

有75折優惠，他相信能吸引不少市民到場選購。

長洲平記糯米糍半價吸客
亦有商家不打算做1元優惠，如首次參展的「長洲平

記糯米糍」只推出糯米糍半價優惠，各款糯米糍售價由
12元減至6元，每日限量100個，同時推出窩夫及冷麵
等新產品。安記今年亦取消1元優惠，改為推出268元
鮑魚福袋及小孩食用的QQ鮑魚，料今年展期人流按年
增長7%，生意按年上升10%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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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伊
利沙伯醫院昨日公佈一宗今年9月人
工心肺儀器不正常出現氣泡個案的
調查結果。該宗醫療事故發生於今
年9月，一名在伊院接受「通波仔」
手術的病人所使用的人工心肺儀器
出現異常，病人最終離世。該院就
事件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昨日表示，
已檢視可能導致病人或儀器喉管出
現氣泡的成因及源頭，惟未能確定
成因。有關個案已轉交死因裁判官
跟進。
今年9月，一名44歲男病人因胸

口痛到該院急症室求診，經檢查發
現為心肌梗塞導致心臟衰竭，醫護
人員即時為其注射強心劑，並於翌
日清晨轉送至心臟加護病房。其後
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曾一度
心跳停頓，醫護人員需為其接駁人
工心肺儀器，輸送氧氣至病人的血
液循環系統，以支持其心肺功能。
術後個多小時後，醫生發現在深

切治療部接受密切監察的該名病人
所使用的人工心肺儀器血流量偏
低，輸送病人血液至儀器的喉管不
正常地出現氣泡，故即時夾緊喉管
避免氣泡流回病人體內的同時，立
即檢查該儀器的所有喉管，無發現
有破損情況。

調查委員會倡醫護保持警覺
病人當時情況仍然危殆，醫生即時

為他接駁另一部人工心肺儀器。惟病
人血壓持續偏低，再度心跳停頓，最
終在同日下午離世。伊院其後成立
委員會調查事件，並於昨日公佈調查
結果。
委員會同時審視了整個事件的處理

程序，確認負責操作人工心肺儀器的
醫護人員已接受相關培訓，並取得資
格認證；醫護人員亦已遵從部門的既
定指引，為病人接駁人工心肺儀器
及處理突發情況。
委員會建議醫護人員須時刻保持
警覺，以及早發現病人情況有變及
作出適時應變處理；透過模擬訓練
及經驗分享，提升醫護人員在處理
人工心肺儀器輸送喉管出現氣泡或
病人血管出現空氣栓塞時的應變能
力；加強接駁人工心肺儀器的訓
練；建議護士獨立為病人接駁人工
心肺儀器程序前，須通過相關程序
的能力評核；確保及時呈報事件，
並妥為保存涉及的儀器、用具或消
耗品等，以便事件後進行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發展局局
長陳茂波昨日應青協M21網台邀請與
220名中學生對話，他指長遠房屋供應
的重點在於居屋供應，可惜本屆任期內
已無法兼顧。他誠懇回應學生對住房供
應、青年需要、社會撕裂、香港發展、
產業多元化等社會熱點問題，坦承本港
房屋供應任務仍十分艱鉅，但在政府竭
盡全力下，未來數年內供應量會維持在
每年逾20,000個單位，相信會在樓價上
有所反應。他又期望新一屆政府堅持竭
力拓地的政策，助市民走出「上樓難」
的困局。

學生憂香港及個人發展
青年協會昨日M21網台直播節目「施

政ONLINE@M21」昨日邀請了16間中
學的學生代表與陳茂波對話，討論10月
份公佈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
規劃遠景與策略》諮詢文件。
中學生最關注的熱點，仍是青年置業
難問題，有人指大學生畢業後僅萬餘元
月薪，根本無力購買「天價」房屋，如

何成家立業？
有學生認為，本港生育率低，人口迅

速老齡化，正是由於青年無力置業、不
敢生育所造成，他們對個人和香港的未
來發展普遍感到憂慮。他們亦關注政府
如何應對目前社會對立加劇的情況，以
及順利貫徹政府施政。

新界東北大嶼山新市鎮可增房屋
陳茂波承認，拓地面臨重重阻礙，因
當中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對「官商
勾結」的不公指控感到難過。但也強
調，官員拓地使用的是「公權」，一定
要以公眾利益為依歸，絕對不能因為少
數人的利益而損害公眾利益，「我們堅
持憑『良心』和『公義』為宗旨，無論
遇到什麼困難，只要符合這兩項宗旨，
便盡力去做。」
他表示，現屆政府的任期只餘約半

年，雖然很多工作進展未能符合預期，
但他自問已竭盡全力，問心無愧。
他表示，目前基層市民尤其年輕人無

力置業、居住環境惡劣的情況的確無法

接受，但公眾已逐漸認同政府致力拓地
的重要性與緊迫性，「經過政府數年來
的努力，房屋供應已大幅增加，將來若
興建新界東北和大嶼山新市鎮的計劃若
能順利實施，相信會大幅緩解住房、工
商物業供應的短缺情況。」

陳茂波希望學生們別太擔心「上樓
難」，因隨着社會發展，有關問題將得
到解決。他又勉勵學生們應保持國際視
野，尋找興趣所在，專注發展自己的事
業，「只要學有所成，成家立業不會有
難度。」

陳茂波語學生 勿太擔心上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教育局
前日公佈《中學概覽2016/17》，全港有
15所中學將在新學年中一級各縮減一班，
其中5所位於屯門區，均由3班減至2班。
教聯會昨回應指，在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
劃下，學校需陸續交還教席，令教師士氣
低落，促請當局凍結未來兩年中一班級數
目，以達至「保學校、保教師、保實
力」。
教聯會指出，近年中學面對縮班殺校，
在收生投放大量時間和資源；因教師編制

收縮，學校亦無從規劃，令教學空間不斷
萎縮，影響教學質素，亦影響準教師入
職。
該會促請當局重推俗稱「肥雞餐」的資
助學校教師提早退休計劃，吸引部分資深
教師提早退休，讓年青合約教師進入編
制。另建議局方凍結未來兩年中一班級數
目，以達至「三保」，並全面檢討教師人
手編制及中一派位機制，以檢視未來學額
供求的情況，減低學生人口波幅為學校帶
來的震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特區政
府昨日宣佈，行政長官委任港鐵主席馬時
亨為香港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接替即將
卸任的彭耀佳，其任期由明年4月25日起
生效，為期3年。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相信
馬時亨能帶領教大再創佳績。

吳克儉：具豐富管理經驗
吳克儉昨日表示，馬時亨歷任多所本地

和海外銀行、金融及其他公私營機構主要
職位，具備豐富的商業管理和公共行政經
驗，「他是傑出的社會領袖，深信必定能
帶領教大精益求精，續創佳績」。吳克儉
亦感謝彭耀佳多年來對教院（教大的前
身）所作的貢獻。」
教大校長張仁良認為馬時亨在公營或私營

機構均擁有豐富的經驗，並期望與對方緊密
合作，帶領教大在未來日子再創高峰。

馬時亨任教大校董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負責檢討TSA的「基本能力評估及
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昨日向教育
局提交《2016 試行研究計劃（小
三）報告》。報告指，改良後的試
卷及題目設計已移除因TSA引致的
過度操練誘因，並認為研究計劃下
加入的新元素值得推廣，讓全港小
學參與。教育局指會詳細研究報告
內容，聆聽各方意見，並盡快公佈
有關安排。

建議教局加強與學校溝通
報告提到，委員會從不同渠道收

集到的回饋和意見顯示，研究計劃內
4個新元素，包括改良試卷及題目設
計、優化學校報告及加強提供專業支
援措施、加入學生學習態度及動機問
卷調查，及加強與不同持份者的溝
通，均有效針對TSA的關注，包括移
除因系統評估引致過度操練的誘因，
並釋除持份者對風險的疑慮，讓系統
評估回歸「低風險、不操練」的設
計，亦可彰顯促進學與教的功能。

委員會認為，「新版」TSA已移
除因其引致的過度操練誘因，但會
關注操練文化及其他因素導致的過
度操練問題。報告提到，委員會從
學校及家長的問卷調查發現，初小
功課量的多寡與學業表現並無必然
關係，功課質素比多寡更為重要，
認為過度操練會影響學習動機 。因
此，建議教育局加強與學界溝通，
「應強調功課質比量重要，重申學
生全人發展的重要性」。
委員會亦建議局方通過教師培訓

課程、重點視學、學校課程採訪
等，了解學校落實去年局方發出有
關遏止操練通告的情況，並舉辦公
眾教育活動，避免公眾因對TSA了
解不足而有所誤解。同時建議局方
加強內部運用TSA的數據及資料的
指引，釋除學校及家長的疑慮。
報告強調，由於研究計劃得到正

面及積極的回饋，委員會認為研究
計劃下加入的新元素值得推廣至全
港小學，以收集更全面的回饋，繼
續檢視及優化TSA。

小三新版TSA 剔死操誘因

教聯會促凍結縮班「三保」

■■陳茂波與中學生們玩自拍。 殷翔 攝

■■丘唯藝指丘唯藝指，，今日會推出今日會推出
1818部電視機部電視機，，包括包括22部部5050
吋吋、、1010部部3232吋吋、、66部部2424吋吋
及及22部部2222吋吋，，均以均以1010元一元一
吋計算吋計算。。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南北行首日推南北行首日推11元優元優
惠惠，，在網上工展會也推在網上工展會也推
出出33款福袋款福袋。。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美的電器推出美的電器推出
11元鈦金鼎電飯元鈦金鼎電飯
煲煲。。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長洲糯米糍半價優長洲糯米糍半價優
惠惠。。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工展會今日開幕工展會今日開幕，，
工人昨日忙於準備會工人昨日忙於準備會
場場。。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