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66月月1919日日（（星期一星期一））香  港  新  聞A9 ■責任編輯：甄智曄

派卡賀父節 工聯街站「吸客」
何啟明分享新手爸育兒心得：讓乖仔自選發展路向

香港現時每
6.5 人就有一個

65歲以上長者，20年後更每3人就有
一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昨日父親
節發表網誌指出，香港需為長者建構
更宜居、更友善、更「聰明」的城
市，包括加強長者護理方面應用創新
科技，在設計和研發過程中切實考慮
長者需要，以及制定更多公共政策推
動創新及鼓勵商業投資，提升長者生
活質素。

張建宗：多招改善「老友」生活
張建宗從他日前參加「樂齡科技博

覽暨高峰會」談起，指展覽場內林林
總總的設計，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令
長者的生活更方便，以應用創新科技
提升長者生活質素更是大勢所趨。而
香港人口逐漸老化，因此更有必要從
三方面為長者建構更宜居、更友善、
更「聰明」的城市。
他首先指出，政府需與學術機構、
研發中心及長者護理業界更緊密合
作，加強在長者護理方面的應用創新
科技。為此政府已提供多項資助計
劃，讓護理業界利用創新科技令設施
更現代化，例如10億元的社會福利

發展基金，以及5億元的創科生活基金等。
他表示，在鼓勵研發機構和護理業界加強合

作之餘，也應吸引更多海外企業，將其成熟的
科技產品引進香港，為市民提供更大眾化商
品。
其次，他指出，在運用創新科技便利長者生

活時，必須以「用家為本」，在設計和研發過
程中，切實考慮長者的意見和需要。
至於第三方面是作為決策者，政府應制定更

多公共政策來推動創新，鼓勵商業投資，並將
技術型產品和服務商業化，從而提高長者的生
活質素，促進照顧和改善服務。
惟他表示，應用創新科技提升長者生活質素

是長遠策略，政府同時也要為社會上有需要者
提供實質援助，包括向合資格者發放「雙
糧」，亦會於下月起再次推行廣東計劃下的一
次性特別安排，讓長者無須每年回港亦可領取
高齡津貼。
他總結說，香港一直以市民長壽為榮，因此

必須確保這項優勢不會成為日後的負擔，好好
運用創新科技便利長者生活，讓他們活得更健
康、更快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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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虎父無犬
子，警隊facebook昨日上載一段子承父業故
事的短片，主角水警警長林卓倫的父親是警
員，而林卓倫的兩名兒子也承父業當上水
警。
林卓倫指，小時候受到父親薰陶，覺得

當警察很有挑戰性，因此自己畢業後隨即加
入警隊。
林卓倫的大兒子林浩俊指自己本身喜歡

水上活動，自小也受父親影響，有時候父親
會帶他參觀水警開放日及水警輪，甚至可以
觸摸軚盤，因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令自己以
加入水警為目標。
小兒子林浩朗同樣指，從小受父親及家

人影響立志要成為警察，爸爸曾對自己說起

工作情況，指出有些部門很有趣、很刺激及
具挑戰性，令他很想嘗試挑戰自己，看看自
己能否勝任，又希望以父親為榜樣，成為專
業的警員。

入行始體會阿爸萬能
林浩朗笑說，以前不能常常見到父親，

會心想是否真的有那麼多匪徒要捉。林浩俊
指，自從加入警隊以後，終於明白到父親很
辛勤工作，覺得他是通才，懂得駕駛船隻，
維修亦很在行，指他是萬能的，希望自己能
跟他一樣成為萬能的人。
林卓倫說，兩名兒子樂於從事警務工

作，亦選擇了當水警，代表他們認同這個家
庭及父親，自己和妻子都很開心和感恩。

子承父業 兩代水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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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父
親節除了是與父親慶祝表示感謝的
日子，亦可以是進一步展現關懷的
時候。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
慧琼就藉昨日的父親節，向所有父
親致敬，並鼓勵大家不妨多關心、
多問候，讓父親感受被關懷的溫
暖。
李慧琼昨日祝願各位爸爸，父親
節快樂，一家人開開心心、健健康
康。她說，近年社會上多了很多關
心男性壓力問題的團體，積極爭取
男性權益，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不過，她指出，若論最貼身、最能
夠疏導男性壓力的，還是需要從家

庭做起，故鼓勵大家，除與父親慶
祝節日之餘，不妨多關心、多問
候，讓父親感受被關懷的溫暖。
另外，有很多「社區爸爸」，無
論晴天雨天，無論寒天暑熱，都不
辭勞苦，無私為社區服務。
一直陪着民建聯議員柯創盛的

「社區爸爸」錫賢叔（吳錫賢），
每天都伴着柯議員服務街坊。柯創
盛表示，錫賢叔無論對子女如是，
對他如是，對社區如是，都本着一
顆無私的心，故藉父親節，向錫賢
叔送上一張心意卡及拍了一段短
片，藉以感激所有一直為社區默默
付出的「社區爸爸」。

柯仔拍片向「社區爸爸」致敬

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昨日
出席活動時分享了他的親子關係，

他表示，因工作忙碌，平日與兒子相處時
間不多，只能把握周末及周日，錯過不少
兒子成長的珍貴時刻。何啟明育有一子，
年僅1歲3個月大。昨日為父親節，何啟
明原定帶同兒子參觀慶委會的宣傳車，但
因兒子突然發燒，只好由太太陪同留在家
中。他說，早上還與兒子到體育館玩耍，
不料下午便發燒。

父子情深 太太也吃醋
面對工作繁忙、聚少離多的情況，「平
日7時出門，能見兒子一會兒，10時才回
到家中，但他已經睡着了，只好星期六、
日相處。」雖然何啟明工作繁忙，但他表
示兒子與他感情深厚。他笑言，每天早上

他要出門時，兒子都會感到不捨哭起來。
由太太主力照顧的兒子，竟愛黏着爸爸，
喊爸爸的次數竟較媽媽多，兩父子感情好
得連妻子亦會吃醋。
近年，部分家長抱着「贏在起跑線」

的心態，催谷子女學業，考進名校。何
啟明認為，現時直資及私立學校大增，
小朋友面對的壓力較以往大，自己暫時
未與太太商討育兒方針，他傾向放手，
認為名校出來不一定好。他反而希望帶
兒子走進社區，讓他多面對人，「第一
年國慶我帶他看升旗禮，他看到很多
人，害怕得哭了起來，但去年再去，他
已經鎮定了許多。」

冀「大細科技迷」科展過足癮
何啟明說，自己是一位「超級科技

迷」，特別對航天科技「情有獨鍾」，形
容兒子個性外向，對機械有興趣，未來會
讓兒子自己選發展的路向，稍後將攜同兒
子參與慶委會舉辦的「創科驅動 成就夢

想」科技展，「我認識大部分父親都是科
技迷，相信科技展既可以滿足各位父親的
『科技癮』，亦是共聚天倫樂的好去
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人工時之長居於世界前列，親子之間

的相處時間顯得更珍貴。工聯會配合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慶委會）

的宣傳車，昨日在藍田啟田商場外擺放街站，向市民派發父親節心意

卡及宣傳慶委會舉辦的科技展，吸引不少市民駐足及拍照留念，氣氛

熱鬧。「創科驅動 成就夢想」科技展在本月29日至7月2日在維多

利亞公園舉行，展出祖國及香港的科研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慶祝特區成
立20周年，本周有多項重點慶祝活動，包括
規劃展覽、博物館節和花燈展。其中發展局與
規劃署合辦「印象∞香港」展覽，與市民一同
探索香港未來的無限可能，並展示過去20年
的規劃及基建發展成就。是次展覽以「無限香
港」為主題，設有4個展區：「宜．居」、
「展．望」、「藝．文」及「樂．遊」。
展覽於中環愛丁堡廣場三號展城館（近大會

堂低座）舉行，展期由明日起至11月30日，
開放時間為早上10時至下午6時，逢星期二休
館（公眾假期及展覽首天除外），免費入場。
展覽亦附設各項公眾活動如家庭同樂日及一系
列工作坊，歡迎市民參加。展覽及活動報名的
詳情今日會上載至展城館網頁www.citygallery.
gov.hk。

博物館節周六起推近百活動
另外，「香港博物館節2017」於本周六至下
月9日舉行，康文署轄下23間博物館和文博單
位推出近百項節目和活動，涵蓋文化、電影、
旅遊、天文、科學、藝術、歷史、考古和文物
復修範疇。此外，廣東、澳門和其他本地的博
物館亦會一同參與，讓市民體驗多姿多彩的博
物館文化。
有關節目和活動分為博物館節特備活動系

列、「反轉博物館」活動系列、展覽及電影系
列和教育及推廣活動系列4大類別，重點項目
包括「邂逅」王屋音樂會、東華義莊文物導賞
團、「跟館長去旅行」講座系列、「跟館長去
觀星」活動，以及多場電影放映會和映後座談
會，如《電影×文學：金庸的電影世界》電影
放映會。
活動更特別推出「漣遊博物館」免費穿梭巴

士服務，設有6條精心安排的主題路線，帶市
民遊走港九新界不同博物館。其他精彩活動包
括多個大型展覽、工作坊、藝術活動、海防博
物館同樂日等。
至於「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紀

念——華燈閃爍耀香江」大型傳統紮作花燈展
覽暨文化傳承親子工作坊則於中環舉行，展出
大型傳統民間紮作花燈。綵燈的主題圍繞香港
特色，如中式帆船、電車，及曾有香港運動員
奪得奧運金牌的滑浪風帆和單車項目比賽。
為推廣傳統花燈紮作藝術，本月25日下午4

時至6時將舉行免費工作坊，供市民參加，名
額先到先得，無需登記。

展回歸成就 探無限可能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何玉瑩）為
了讓子女健康快樂地成長，不少父母都
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夢想，故子女都
會趁着父親節送上自己的心意。
不過香港有一種家庭，子女患有罕見病
雷特氏症，他們無法在父親節獻上心意，
而父親不但肩負一般家庭需要承受的責
任，更要目睹自己的子女一步一步地失去
基本能力，所受之煎熬可想而知。
城市青年商會趁昨日父親節舉辦了
《愛不罕見願望成真典禮》，送出5張願
望支票及三張願望機票助這些家庭達成
夢想，鼓勵雷特氏家庭的父親。
「愛不罕見2017」計劃主要透過每年
的推廣活動加深市民對罕見病的認識，
同時促進病友及其家屬發揮互助自助精
神，雷特氏症則被選為本年推廣對象。
雷特氏症是一種遺傳性疾病，醫學上
並沒有治療方法，患者在嬰兒時期一歲

至兩歲時與常人無異，但一旦病發，幼
童會神經急速退化，逐漸地失去語言能
力及其他基本能力，有一半的可能性失
去步行能力，需終身坐輪椅。

送機票飛大阪 贈輪椅助外出
正因行動不便，雷特氏患者家庭一直

有一個共同心願：翱翔天際。他們憧憬
天空的世界，渴望能乘着飛機出外旅
遊，一嘗「衝上雲霄」的滋味。
大會贊助商之一香港航空將協助他們

完成飛行夢想，向三個家庭贈送共13張
從香港飛往大阪的來回機票。香港航空
副主席鄧竟成表示，飛機將會為每一個
家庭設立特別措施，務求讓他們享受一
個安穩舒適的飛行旅程。
商會除了協助雷特氏家庭圓飛行夢

外，早前亦在facebook平台收集願望。
最終決定送出五張願望支票，五個雷

特氏病患家庭將分別獲得特製輪椅、
iPad以及3D腰封，期望能讓病患者感受
普通人的生活以及讓病童有機會接觸外
界。
病患家屬指出，如果沒有特製輪椅，

女兒要外出十分困難，「作為父母，我
們知道女兒內心渴望自由，所以我們一
直很希望有一架特製的輪椅方便帶女兒
外出呼吸新鮮空氣。多謝大會幫我們達
成夢想。」
除了上述一系列的父親節禮物外，主

辦機構更連同本地115位畫家於7月16日
至19日於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行「天使的
微笑」畫展，為雷特氏症小朋友送上關
懷，同時希望藉每個病童的笑臉引起市
民對罕有病的關注。
另外，畫展過後大會將推出慈善畫冊

義賣，收錄全部115幅展品，所得收入扣
除行政成本後捐贈予香港雷特氏協會。

青商會助雷特病童圓翱翔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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