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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40周年 展首位9優狀元證

中環美食節 創新日式小食「跑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邵萬

寬、李摯） 逸傑國際慈善基金

會25周年慈善晚宴暨慶祝鍾逸

傑爵士90歲壽辰，昨日在麗思

卡爾頓酒店舉行，特區行政長

官梁振英伉儷、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等出席主禮。梁振英讚

揚鍾逸傑為內地慈善事業貢獻

良多，衷心祝願他福如東海、

壽比南山。晚宴以「微笑的藝

術」為主題，設表演籌款及競

投拍賣，所籌善款將為內地患

有唇顎裂的孩子提供免費手術

治療。

盈盈樂樂造B
大熊貓館封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大熊貓盈盈和
樂樂近日開始出現發情行為，如盈盈出現玩水、
發出咩叫聲等，樂樂近日則越加頻繁地四出走動
尋找盈盈的氣味。在行為觀察和荷爾蒙水平監測
後，海洋公園獸醫團隊與臥龍的大熊貓專家確定
牠們已進入今年的繁殖期，決定今日(3月18日)
起暫停對外開放「大熊貓之旅」展館，直至另行
通知。在關館期間，遊人可到「香港賽馬會四川
奇珍館」與大熊貓見面。

暫停開放直至另行通知
海洋公園動物及教育部執行總監蔣素珊指，今

次暫停開放展館的時間較往年長，是希望有助提
升兩隻大熊貓繁殖下一代的機會。她續稱，今年
臥龍專家建議，延長展館的關館時間，讓動物護
理和獸醫團隊與臥龍的兩名專家代表，專注大熊
貓護理及觀察牠們的行為變化。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獸醫王承東表示，大

熊貓的懷孕期長達72天至324天不等，只有在胎
兒出生前14天左右，才可以透過超聲波偵察
到，確認是否真懷孕。他續稱，是次延長閉館時
間有利盈盈和樂樂交配及繁殖一下代，更有助研
究團隊在未來就此方面作進一步研究。

■盈盈樂樂
正式進入今
年的繁殖季
節。
海園供圖

逸傑「微笑」賀壽 改寫病童人生
籌款治內地唇顎裂童 梁振英讚善舉 譚鐵牛到賀

Taste of Hong Kong 2017
日期 2017年3月16日至19日

時段 3月18日(周六) 中午12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
晚上6時至10時

3月19日(周日) 中午12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地點 中環新海濱

米芝蓮餐廳 Amber(米芝蓮二星)、都爹利會館(米芝蓮二星)、Kei Restaurant
(米芝蓮二星)、天龍軒(米芝蓮二星)、Tosca(米芝蓮一星)等

首次參展餐廳 Kaum at Potato Head、ZUMA Hong Kong、Mercato、Rhoda
等

票價 周末一般門票 198元(即場購買)/ 168元(網上訂票)
周末貴賓門票 678元(即場購買)/648元(網上訂票)
家庭套票 398元(即場購買)/398元(網上訂票)

資料來源：Taste of Hong Kong 整理：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忞）今年是香
港考試及評核局成立40周年，局方昨日
特意展出一批與首屆會考與高考相關的
檔案資料，包括考試規則及課程、准考
證和本港首位9優狀元的考生證書等，同
時亦會設立周年網頁介紹該局的發展歷
程。
主席陳仲尼表示，考評局未來要面臨
不少挑戰，如文憑試考生人數下跌令收
入減少，故將會與教育局商討新的財政
模式，以維持穩健發展。
考評局在1977年成立時原名為香港考
試局，直至2002年才改名為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該局分別在1978年及1980年舉
辦首屆的中學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現
在上述兩個考試已成歷史，由文憑試所
取代。
考評局昨向傳媒展示一批首屆會考及
高考准考證等，並向首名考得9A、現職
為醫生的游子覺借出會考證書及相關報
道的剪報，同時亦展出年報和印有考評
局字樣的印鑑等。

研新財政模式維持穩健發展
秘書長唐創時在席上公佈了多個有關
本港考試的數字，例如歷年來約有1,700
萬名考生參與考評局舉辦的考試及評
核，約43萬人參與過文憑試，約190萬

人參與過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至於本港升學里程上曾經極為重要的

會考及高考，則分別有約430萬人及約92
萬人曾應考。
考評局早前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訪

問了約1,800名家長和中學生等公眾人
士，以了解他們對考評局的意見及認
知，其中有約七成誤解考評局屬於政府
部門。陳仲尼認為，考評局要着手提高
透明度，同時亦面對多個挑戰，例如因
適齡學童人數下跌，應考文憑試的人數

每年減少約 5,000 名至 6,000 名，直至
2020/21學年「見底」，令該局考試收入
減少，因此將會與教育局研究長遠的財
政模式，以維持穩健發展。
就部分評卷中心如位於炮台山中心的

租約即將屆滿，考評局要物色新的評核
場地，陳仲尼期望有學校願意借出課
室，讓他們擺放電腦作評卷之用。

全球招聘秘書長完成首輪面試
由於唐創時將在今年9月約滿，並且不

續任，陳仲尼指考評局已展開全球招
聘，已物色到雙位數字的合適人選，並
已完成第一輪面試，他期望在今年上半
年完成遴選工作，接任人與唐創時有兩
星期時間交接工作。
對於有考生在網上留言，聲稱日前應

考文憑試中文口試期間故意講英文「搗
亂」試場，唐創時指，現時口試設有錄
影，加上考評局有常設委員會，考官遇
上特別情況會撰寫報告處理，但當局暫
未有收到任何投訴。

■考評局展開一系列40周年活動，並在昨日舉
行啟動禮儀式。圖為陳仲尼（左三）、唐創時
（左二）及一眾管理層。 黎忞攝

■考評局開展40周年活動，並展出首屆中學會
考考生證書及相關報道。 黎忞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楊佩韻）港人對美
食難以抗拒，第二屆Taste of Hong Kong
雲集16間餐廳，內有6間是米芝蓮餐廳，有
一定叫座力。記者發現，有不少入場人士較
喜歡精巧小食，如內有風乾臘腸、八爪魚、
油浸魚及橄欖的試食杯，一晚便售出逾300
件。牛油果配魚生的手卷也出售200個，綠
茶味雪糕也售出近300杯。
以前曾參與過Taste of Hong Kong活動
的陳小姐指，今年場內新增小型市集，供她
與母親「尋寶」，覺得不錯，但場內較少甜
品選擇，讓她有點失望。

牛油果配魚生一晚售逾200個
Taste of Hong Kong昨日起至19日於中
環海濱舉行，前晚進行優先場，多個參展商
均稱反應不錯。
創新日本餐廳Zuma則以50元一個牛油
果配魚生的手卷及60元一杯的抹茶味雪糕
「跑出」，代表李雲龍向記者稱，單是手卷
前晚已售出200多個，昨日下午也售出近

180個，反應不錯。他續稱，雪糕杯多為女
士購買，前晚連昨午也至少售出300杯，對
周六、日的反應有一定信心。

港人喜歡試食杯夠滿足
出售特色試食杯的Tapas Box負責人劉小

姐表示，試食杯以海鮮味及芝士味較受歡
迎，當中海鮮味有風乾臘腸、八爪魚、油浸
魚及橄欖，前晚售出逾300杯，昨午也售了
近60杯。
她認為，港人喜歡試新事物，而試食杯包

含不同口味的小食，滿足港人嘴饞的個性。
首次到場的Elina表示，場內氣氛不錯，

最想試芝士及汽酒，但認為香港天氣不穩
定，如果下起雨來會比較困難，建議主辦單
位可加開多一點帳篷，讓食客可以好好享
受。
同樣是首次到場的Christy稱，場內有多

款美食配以海景是加分之處，花了300多
元飲酒及品嚐米芝蓮美食，打算推介朋友
參與。

■■梁振英梁振英((左左))、、譚鐵牛譚鐵牛((右右))與鍾逸傑與鍾逸傑((中中))齊切壽桃蛋糕齊切壽桃蛋糕。。 曾慶威曾慶威攝攝

梁振英致辭時讚揚逸傑國際慈善基
金會25年來致力為內地患有唇

顎裂的小朋友提供免費手術治療，
2016年把微笑灑向貴州、四川、新疆
等貧困地區，改變了當地唇顎裂患兒
的人生。
在傳播善業同時培育了眾多出色的
唇顎裂外科手術醫生、志願者及專業
人士，他們現正繼續為內地孩子提供

義工服務，讓善業遍佈神州大地。

鍾生日願望：續服務社會
鍾逸傑提到生日願望，希望能夠

一直保持健康體魄，繼續為社會服
務。「只要我還有力氣，便要一直
致力為基金服務，讓更多患病兒童
受益。」
他表示，未來會在香港更廣泛籌募

經費，希望能夠每年為一千名內地患
者進行手術。
特首選舉在即，鍾逸傑指，不論下

屆誰當選特首，同樣會面對房屋、土
地供應等嚴峻問題，他自己並無特定
心儀的候選人，只要能夠帶領香港走
出困局，緩解社會紛爭，便是最好的
特首，希望能夠選出一位為香港做實
事、改善民生的特首。
慈善晚宴前，逸傑國際慈善基金

會召開記者會，據介紹，該會25年
來在內地為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及青
少年提供免費唇顎裂手術，至今在
內地逾80多個城市完成190個醫療
活動，成功幫助28,000名唇顎裂患
者修復笑容。
據悉，唇顎裂為最常見先天性障

礙，中國內地平均每600名兒童就有
一名兒童患有唇裂、顎裂或唇顎
裂。
唇顎裂患者除影響外觀外，更會影

響進食、吸吮困難、耳鼻喉積水、語
言障礙等問題，甚至被父母遺棄。
逸傑國際慈善基金會1992年在香港

成立，由醫生、護士及相關醫護人員
組成的專業團隊，每年於3月至11月
前往內地為唇顎患者進行篩選及手術
治療，一般醫療活動為期7天至8天，
幫助約125名患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連接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及機場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又有阻
滯。路政署昨日召開記者會稱，原訂於明年竣工
的北面連接路，由於技術困難需更改海底隧道設
計方案，惟承建商近日才提交粗略修改方案，但
建造費用卻不合理地高昂，署方須與承建商再作
商討，預計工程延誤兩年至2020年完工。路政
署署長鍾錦華說，現階段工程預留的應急費用，
足以應付目前預計的工程額外開支。
鍾錦華指出，整個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項目，

以北面連接路海底隧道段工程最為龐大和複雜，
工程面對各種技術困難，亦要顧及人工島海堤頂
部向外伸延和土質複雜的情況，故需要修改隧道
設計及施工方案。
他續說，承建商在多次催促下，最近才提交粗

略的修訂設計方案，惟涉及的建造費用卻不合理
地高昂，因此署方曾多番與承建商商討，期望承
建商能夠以合作態度處理相關事宜，以盡早達成
最符合成本效益及合約要求的隧道設計修改方
案，繼續推展及盡早完成有關工程。
路政署又指，初步估計，如承建商能夠充分合

作，適時完成修改設計及盡力追趕工程進度，相
信能夠爭取最快於2019年年底完成隧道工程，
並在2020年完成北面連接路工程。鍾錦華說，
工程項目預留的應急費用足以應付目前預計的工
程額外開支，當中包括合理的修改設計的相關工
程開支，形容費用是「綽綽有餘」，相信不需再
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
至於南面連接路，因應複雜的施工環境，承建

商須於緊迫的工期內灌製約2,600件巨型的橋面
預製混凝土組件，及採用多種機械及方法吊裝橋
面組件。若未來沒有其他不可預見的情況出現，
估計南面連接路最快於2019年上半年完成。
路政署表示，會繼續緊密監察工程的推展，盡

量減低工程費用的增加及克服技術困難，冀屯門
至赤鱲角連接路能早日開通。

屯門赤鱲角連接路
工程料延誤兩年

■ OWEN 表
示，場內設有
烹飪教學環
節，期望市民
可以在家中煮
出大廚級美
食。

楊佩韻攝

■單是手卷一晚售出200多個，昨日下午
也售出近180個，反應不錯。 楊佩韻攝

■劉小姐(右) 表示，試食杯以海鮮味
及芝士味較受歡迎，昨午也售了近
60杯。 楊佩韻攝

■Elina(右) 表示，場內氣氛不錯，最想
試芝士及汽酒，但認為香港天氣不穩定，
如果下起雨來會比較麻煩。 楊佩韻攝

■場內有多款美食配以海景是加分之
處。 楊佩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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