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有一老如有一
寶，長者有豐富的閱

歷。四名年輕人發揮創意，結合長者的經驗與大
專生的力量，創出「歲閱悠遊」本土地道導賞
團，邀請長者在居住地擔任導遊講解當區鮮為人
知的歷史，助貧窮長者脫貧，此計劃昨日在社創
CEO大專賽中，擊敗139隊參賽隊伍，取得合
共17萬元的啟動基金。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首次舉辦社創CEO

大專賽，以「求橋扶貧」為題，吸引來自26間
大專院校、逾350名學生參加，共收到139份營
商計劃。冠軍由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奪得。
四名參加者分別是張昭瀛、施卓輝、郭爾鈴

及李浩維，各人來自五湖四海，分別有市場營
銷學、環球系統管理及電腦科學，令他們聚首一
堂的是回饋社會的理念，部分人早前曾合作參加
研發幫助讀寫障礙的學童手機應用程式比賽。
「歲閱悠遊」旨在招募熟悉社區及樂意與人

分享的長者為本地人設計導賞路線及帶領導賞
團；而計劃亦會招募大專生輔助導賞團的運
作，以長者為主、學生為副。長者經過培訓
後，便可投入運作。
計劃的緣起來自生活的見聞，張昭瀛的外婆

為獨居長者。張昭瀛稱，外婆的6名子女各自
成家後，家人在大時大節的時候相聚，外婆都
會顯得很雀躍，不斷向兒孫分享其故事。香港
有不少獨居長者，平日僅接觸同輩，鮮有機會
與年輕人交流。

盼計劃予長者多一個選擇
團隊中唯一的女將郭爾鈴表示，香港面對人

口老化，眼見不少長者仍從事勞動工作為生，
「不少商場的洗手間的清潔工是長者，他們仍
在做粗重的工作，辛勞大半生，為何只有這個
選擇？」她希望計劃能給予長者多一個選擇。
李浩維表示，奪得啟動基金後，活動會在今

年正式面世，每月出團一至兩次，暫定需要約
20位長者導賞員及40名大專生。他又說，計劃
旨在幫助長者紓緩經濟壓力，料屆時長者每次
帶團可獲400至500元。 ■記者 何寶儀

創長者本土導賞團
城大生「扶貧橋」奪冠

■施卓輝（左一）、郭爾鈴（左二）、張昭瀛
（右二）及李浩維招募長者擔任本土社區的導
賞員，協助長者與年輕人交流。 何寶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又有出
錯。考評局表示昨日進行的地理科考試，在卷
二開考後發現當中的英文卷試題，在4b題的
提問指示中誤把「Table 4b」寫成「Table
4a」。局方即時通知所有相關試場，由各試場
主任現場向考生宣佈作更正。
考評局並指已就完卷時間作相應調節，確保
不影響考生作答，如有需要，考評局常設委員
會將作適當跟進。資料顯示，今年文憑試地理
科有10,190人報考，當中約四成即約4,000人
以英文作答。

DSE地理卷指示出錯
試場即時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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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財委會昨早加開會議，審議政

府注資54.5億元擴建香港迪士尼樂園，會上多名反對派議員質疑政

府注資理據不足，先後提出中止待續及休會待續動議企圖拉布，但

在建制派議員反對下同被否決。財委會主席在陳健波限制議員發言

時間，強調他作為主席有權中止辯論，已極度忍讓，盡量公平公

正。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表示，考慮到整體經濟效益，擴

建計劃仍是值得投資的項目。

迪園擴建撥款 拖到周五續議
討論12句鐘限發言時間 反對派拉布三節會議無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深港高
鐵香港段預計明年第三季通車，「一地兩
檢」問題仍未解決。港鐵主席馬時亨（見
圖）表示，有信心可如期通車，期望最遲
今年7月可以與政府簽訂營運合約，但擔
心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受到阻撓，影
響通車時間。他又說，港鐵傾向對高鐵服
務收取定額營運費，而非分賬。
馬時亨昨早出席電台節目指，高鐵香港
段將於2018年第三季通車，期望最遲今
年7月可以與政府簽訂營運合約。他指
出，港鐵傾向與政府商討對高鐵服務收取
定額營運費，而非分賬，因為較為簡單，
但目前仍未計算數額。

憂立會阻撓礙通車時間
馬時亨指出，項目對本港十分重要，擔
心立法會審議時受到阻撓，影響通車時
間。他其後出席公開活動表示，港鐵明白
政府在過程中有很多掣肘，包括協議「一
地兩檢」問題，但營運權問題涉及過千名
員工，港鐵需要時間招聘和培訓。
馬時亨又在節目中回應港鐵票價指，早
前與政府提出調整「票價調整機制」，考
慮過很多意見，擔心機制若出現「驚天動
地」的改變，作為港鐵股東的機構投資者
會不同意，今次已盡量反映各方意見，並
按機制加上特別優惠，做到輕微減價。

倡政府售股權補貼車價
馬時亨建議，政府可出售部分港鐵股

權，如果出售兩成半股權，可套現600多
億元，其中3%用作車費補貼，做到「還
股於民」。他強調，補貼必須涵蓋全部交
通工具，讓市民有選擇，不致因港鐵客量
增加影響服務。
他指出，政府早在 2007 年兩鐵合併
時，已在港鐵文件中提出減少政府股權至
51%，出售兩成半股權後，政府仍然是大
股東，對話語權並無影響，又說了解候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有意將港鐵股息回饋市
民，期待她的跟進工作。

對機場快線計
劃加價一成，馬
時亨解釋，機鐵
現時營運成本
高，而且啟用
19 年來都沒有
加價，票價相對
其他國家及地區的機場鐵路便宜，冀立法
會議員不要「為反對而反對」。他相信加
價不涉及太大民生問題，市民仍可選擇使
用巴士等交通工具前往機場。
另外，馬時亨指出，沙中線出現超支，
大部分原因是走線發現古蹟，港鐵正計算
超支數額，會再向立法會交代。

倡高鐵收定額營運費 馬時亨：較分賬簡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林鄭月娥成為
本港首位女特首，香港女性地位看似愈來愈
高。不過，有婦女團體進行香港專業女性研
究。結果發現，職場上僅約三成的管理層為女
性，大企業更沒有女性擔任CEO的職位。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研究「HeForShe香

港專業女性」，探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丈夫
對妻子持續工作的支持等。結果顯示，愈高職位
女性比例趨低，57.5%的初級職員為女性，45.7%
的中層為女性，29.4%的資深員工為女性。
揀選的企業中，僅一成的董事局成員為女

性，4%的執行人員及0%的行政總裁為女性。
對比亞洲區的同類研究，56.3%的初級職員為
女性，39%的中層為女性，24.3%的資深員工
為女性，結果與香港相若。
負責調查的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聯合國

HeForShe項目小組負責人黃燕忻表示，未做
研究前沒預想過女性行政總裁的數字會是0，
感到十分意外，認為家庭的支援及聯繫對職場
女性很重要。

愈高職女性愈少
無人任大企業CEO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3月前往紐約，分
享香港專業女性的情況。 何寶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
土民主前線」去年年初一策動旺角暴
亂，導致多名年輕人走上街頭「勇武抗
爭」，更有人因而被捕定罪。「本民
前」發言人偉哥仰（黃台仰）近日聲言
「本民前」當日只是呼籲旺暴的參與者
以「自己可以成就的方法」表達不滿，
故自己不需承擔所謂煽動罪責的問題，
又聲言「勇武抗爭」的群眾必將「捲土
重來」，日後不會在媒體面前「光明正
大」向警察擲磚， 而會「轉戰地下」。
黃台仰前晚出席了街工舉辦的論壇，
討論香港「民主運動」的前景、 「和
平、理性、非暴力」與「勇武抗爭」孰是
孰非等問題。
他稱，愈來愈多年輕人在旺角暴亂後

被捕，自己「無法評論」這是值得與否、
當晚的行動是適當與否，但聲言在旺角
暴亂發生後一段短暫期間， 多了市民認
同「若要爭取民主， 若要同特區政府博
弈，就要打破既有框架。」
雖然自去年立法會選舉起，「反抗」的
形勢出現低潮，但他相信這不會維持很長
時間， 更稱當務之急是加強對群眾的教
育，以圖重新集結「反抗力量」，又聲言
「勇武抗爭」的群眾必將「捲土重來」，
因為政府的「打壓」只會愈來愈強硬，政
治形勢只會愈來愈惡劣，只會迫使更多市
民付出愈來愈高的成本對抗現政權。

未來「轉戰地下」 避免與警衝突
他續稱，「勇武抗爭」者日後將避免同

警方直接衝突，不會像旺角暴亂般在媒體
面前「光明正大」向警察擲磚，而會「轉
戰地下」。
有與會者在發問環節直斥黃台仰， 指

旺暴當日芸芸擲磚者中看不見穿着藍衣的
「本民前」成員，「我最唔鍾意 『本民
前』是有口講，但無承擔」，又強調「承
擔責任」才是真正的重點。黃台仰則手托
着腮、狀甚囂張地稱，自己只是「呼籲」
旺角暴亂的參與者以「自己可以成就的方
法」表達不滿，反問：「你想我承擔什
麼？」

黃台仰更聲稱， 「本民前」與提倡
「公民抗命」、準備被捕的違法「佔領」
者不同， 他們不主張被捕， 「『本民
前』會用盡一切方法避免示威者被捕」，
故建議示威者「蒙面」、穿「black boc」
（黑色服裝）。
至於 「本民前」領袖人物應否承擔煽
動罪責的問題，黃台仰則辯解稱，若法院
已成當權者「打手」，示威者認為非透過
「勇武抗爭」不可的話，行動就不屬「公
民抗命」之列，故不存在是否承擔罪責的
問題云云。

稱籲「勇武」冇責任 偉哥仰又卸膊
網民圍插黃台仰

Marco Ma： 佢意思係話果啲擲
磚，放火嘅人自己攞嚟衰，唔關佢
事。

鄧賺爆： 垃圾都不如！敢做唔敢
認，你憑什麼資格去做發司號令
（發號施令）既（嘅）人呀？

Shui Oi Woo： 講到咩都唔關佢
事！係未好×驚呀？宜（）家一
經入罪最少判兩、三年喎！你條搞
手無三五七年都唔洗（使）出番嚟
啦！食多啲「偉哥」壯吓膽嘛！

Siubo Mok： 當日個大佬款去咗
邊？

Alky Lee： 慫恿他人大集會騷
亂，就自然升級演變，始作俑者，
何冇責任？！在這情況擲磚放火，
你又有冇呼叫他人停止？！所謂不
知道就係不顧後果不負責任，想如
何推卸呀？！

Jiale Chi： 嗱，睇清楚佢喇，知
道有鑊要孭就劃清界線喇。你叫果
D（啲）與你同道既（嘅）人情何
以堪呢！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會議昨日早上召開，金融界議員陳振
英表示，如果政府不注資擴建迪士

尼樂園，會慢慢被「陰乾」，建議政府
公開與迪士尼公司的談判過程，有助社
會了解政府是否為市民爭取有利條件。
商界議員廖長江則認為，雖然目前營
運的入場人次不理想，但香港早已投入
巨額資本承擔，「個頭已經洗到好
濕」，貿然放棄或令迪士尼生意無起
色，等同將過往投資扔入鹹水海。

田二少倡檢討不平等條款
不過，多名反對派議員質疑，迪士尼
沒有就注資擴建樂園提供基本方案，要
求提交更多資料，獲得小部分建制派議
員同意。財委會副主席田北辰表示，他
以「沉重心情」支持反對派的中止待續
議案，形容政府與迪士尼的協議是「喪
權辱港」，指今次注資並無迫切性，呼
籲議員否決方案。他表示，不同意完全
不注資，任由迪士尼自生自滅，但政府
應趁機檢討不平等條款。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回應表
示，整個擴建計劃在40年內可帶來385
億至 416 億元經濟效益，回報率約
24%，如果舉債，每年要2億至3億利
息，對樂園的財政不理想，因此注資是
較理想的方法，考慮到整體經濟效益，
仍是值得投資的項目。迪士尼樂園行政
總裁劉永基則指，樂園已營運11年，必
須擴建增加吸引力。

會議進行了約一小時多，陳健波指議
程已討論12小時，43名議員共發言132
次，決定縮減議員發言時間至3分鐘，
惹起多名議員不滿，「人民力量」陳志
全及社民連梁國雄立即走上主席台，其
他反對派議員亦走出來，最後要提前結
束第一節會議。
其後反對派議員朱凱廸與民主黨胡志

偉先後提出中止待續及休會待續動議，
但最終皆被否決，財委會在三節會議結
束後，仍未就議案表決，周五繼續。
陳健波強調作為主席有權中止辯論，已

極度忍讓，盡量公平公正，如果議員找他
麻煩，他會有勇氣面對。他又指今次讓市
民看見議員野蠻及不講道理的一面。

多項目待審冀休會前通過
他會後又說，在10多小時的會議中，

議員絕對有時間提問，為免出現「滄海
遺珠」，他已給予每人最後3分鐘發問
時間，強調他已是「有權無用盡」，是
問心無愧。他又說，財委會仍有60多項
工務及人事編制項目待審，期望七月暑
假休會前通過。
另外，陳健波又裁定，不會處理朱凱
廸、姚松炎及梁國雄三人提出，要求政
府修訂管理費計算基礎，以及就樂園第
二期擴建的土地用途諮詢公眾。他認為
有關動議均與撥款不相關，無論政府與
立法會的法律意見，都一致認為不合規
程。

■黃台仰指自己只是「呼籲」旺角暴亂的參與者以「自己可以成就的方法」表達不
滿。圖為旺角暴亂時有暴徒向警察擲磚。

■陳志全、梁國雄走上主席台，阻撓財委會審議。 梁祖彝 攝

■田北辰表示，不同意完全不注資，任由迪士尼自生自滅，
但政府應趁機檢討不平等條款。 梁祖彝 攝

■蘇錦樑 梁祖彝 攝

■蘇錦樑指整個擴建計劃在40年內可帶來385億至416億
元經濟效益，回報率約24%。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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