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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旅保貪快易變「不快」
30%人無購買意識 僅58%看清條款 民記促增監管

抽樣調查結果由民建聯經濟事務發言
人、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和民建聯副

秘書長、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主持公佈。
調查分兩部分，分別為電話調查和旅遊保
險計劃比較。民建聯於5月18日至6月6
日，以電話隨機抽樣訪問528名18歲以上

市民。旅遊保險計劃調查則抽取6個分別
從旅行社、保險公司和銀行提供的旅遊保
險計劃，在保費、醫療費用、個人意外保
障、及高危活動最高賠償額和保障範圍等
方面作出比較。
電話調查發現，約71%市民旅行前「一

定」會確定自己有一份有效旅遊保險，與
2013年時民建聯同類調查結果相若。58%
市民購保時會看清楚保險條款，雖然比例
仍然不多，但與2013年的47%比較，已有
明顯改善。隨着智能手機及網上訂購旅遊
以至金融等服務日益普及，市民透過網上
購買旅遊保險比重明顯增加，由2013年
4.1%擴大至15.8%，但市民在網上購買旅
保產品時，可能因貪快而容易對保險內容

及條款掉以輕心。
旅遊保險計劃比較發現，保費基本相

若，介乎140元至400元，保額與保費掛
鈎；醫療保額介乎25萬元至120萬元，緊
急醫療運送大部分不設上限，住院津貼最
高保額介乎1,000元至1.2萬元；個人意外
保額介乎25萬元至200萬元。對於高危活
動保障條款，和主要不受保項目大都清晰
列明，較2013年有明顯進步。

周浩鼎盼修例 保障恐襲受損
周浩鼎表示，恐襲難以預料，各旅遊保

險計劃大都拒絕保障，明顯存在不足之
處。民建聯希望當局修例，把恐襲受損列
入法定保障範圍。市民應仔細選擇合適保

險方案，免遭損失。

鄭泳舜：大部分保險不包馬拉松
鄭泳舜表示，外出參加體育比賽的港人

需留意保險條款，自己之前離港參加馬拉
松比賽，發現絕大部分保險方案都把馬拉
松列為高危活動，不在保障範圍內。
民建聯建議當局加強監管網售旅保操

作，全面加強旅保銷售程序，以確保旅保
中介人和旅保代理人向投保者清楚說明不
承保項目，並清晰向投保人說明高風險活
動承保範圍，同時希望旅遊業議會連同保
監會向業內發出指引，就行程安排提供各
類型保險方案供團友選擇，不應以單一方
案捆綁行程銷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暑

假旅遊旺季即將來臨，但近年世界

各地不時發生恐襲活動。民建聯最

近進行的一項抽樣調查發現，本港

旅遊保險基本上不保障因恐襲引致

的人身傷亡，僅保障因恐襲延伸的

交通延阻損失。調查同時發現，近

30%市民沒有購買旅遊保險的意

識，僅58%市民購保時會看清楚保

險條款。近年網上購買旅遊保險比

例大增，若市民貪快，容易對保險

內容及條款掉以輕心。民建聯呼籲

當局加強對旅遊保險監管，呼籲市

民旅行前一定要選購合適保險。

■周浩鼎(右)和鄭泳舜公佈旅保調查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何玉瑩）兒童
志願從來都是家長、
學校關注話題之一，
不少小學生曾以「我
的志願」為題作文，
大家的志願不外乎是
律師、醫生、老師之
類。不過，香港基督
教女青年會昨日公佈
一項調查發現，新世
代志不在高薪厚職，
明星、遊戲設計師甚
至網絡紅人才是志
願。調查亦發現，
「兒童接觸什麼，便
容易喜歡什麼」，專
家鼓勵家長應對孩子
未來持開放態度，才
能令他們找到人生目
標。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於去年4月至6月訪問
1,152名10歲至12歲的
小五及小六學生，結果
發現男童三大志願為遊
戲設計師、運動員及警
察；女童則為明星/歌
星、老師及時裝設計
師。選擇遊戲設計師或
明星的學童，佔整體受
訪兒童20%；其次為運
動員。
最多受訪學童（約

33%）表示，會「根
據興趣及個人能力」
選擇日後志願；其次
以覺得「有意義」為
選擇準則。女青督導
主任伍偉湛表示，這

反映時下小童不再只會聽從父母
意見及考慮經濟收入因素，而是
從自己意願與感覺出發。
研究同時發現，影響學童志願
因素，一般是日常接觸的東西。
近半數男生選擇「遊戲設計師」
主因是互聯網，女生選擇「明星
或歌星」亦受電視或互聯網影
響。
伍偉湛認為，他們接觸遊戲機、
網絡遊戲愈多，便愈容易產生更多
興趣，甚至把夢想變成未來職業。
黃太育有兩名子女，兒子今年

讀四年級。黃太表示，自己不斷
鼓勵兒子參加活動，結果發現他
喜歡足球，之後經常陪他參加足
球比賽，「即使一開始他只能做
後備，亦願意出席，且會主動提
醒我練波時間，現時他仍會每晚
練波。」伍偉湛表示，即使學童
已有固定興趣，家長亦應教導他
們分配時間，以及讓他們嘗試類
似活動，協助確立成長方向。

警首現「二姐」趙慧賢升副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警務處昨日

公佈最新高層任命，現任高級助理處長趙慧賢(右圖)
獲擢升為副處長，於本周六接替退休的警務處副處
長（管理）周國良，成為警隊歷來首位女副處長。
現年54歲的趙慧賢於1983年1月加入警隊，任職

督察，2002年晉升為高級警司。她加入警隊後，先
後於多個崗位服務，工作範疇廣泛，包括刑事情
報、毒品調查、國際聯絡、培訓、分區、警區和總
區指揮、總部層面行動政策及支援等。
她於1997年任職警司期間，曾擔任香港政權交接

儀式及世銀國際基金年會保安策劃小組核心成員，專
責傳媒聯絡事務和保安事宜。
她於2006年晉升總警司及接任西區警區指揮官職

位，其後曾擔任中區警區指揮官及新界北總區副指揮
官。2011年獲擢升為助理處長，掌管支援部及後出任
水警總區指揮官。2014年9月晉升為高級助理處長，
接任監管處處長職務。2016年3月出任人事及訓練處
處長至今。
趙慧賢已婚，育有一子，有兩名叔叔曾任警察，

已退休，其父親也是退休紀律部隊基層人員。她持
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訓練及人力資源管理碩士學
位、公共行政學文憑及警務管理深造證書。

周六接替周國良職位
趙慧賢原本於較早時間已可接替周國良職位，但

周國良去年5月8日到達57歲退休年齡前，獲延任

12個月至今年5月7日。至今年4月底，警方以「因
應行動需要」為由，周國良再獲延任兩個月至今年7
月7日本周五。當時有消息指，由於慶回歸20周年
有多項大型行動，管理層各崗位工作繁重，為穩定
崗位及軍心，有必要讓周國良延任，待「七一」過
後才展開新一輪人事調動。
趙慧賢曾於2015年代表警方與香港新聞工作者聯

會、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香港報業公會、香港記
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舉行交流會。當時，她表
示，警方政策一向尊重記者採訪及新聞自由，希望互
諒互讓，但因群眾行動中部分人有激烈行為，增加警
方執法難度，因此前線警員工作包括識別記者愈來愈
困難，需審視如何在混亂現場中保障傳媒人身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
「原以為科學、科技就是對着電腦，
會好悶，參加計劃後才發現，原來科
技包含許多生活上的應用，好有
趣。」中一女生嚴思雅參與「Girls
Go Tech」（GGT）計劃，與同校40
名女同學一同參與、實踐。
另一名同學胡敏純小學時夢想成為

舞蹈家，參與計劃後逐漸對科學萌生
興趣，自言會考慮在科技領域繼續發

展。GGT計劃由首屆3間學校參與增
至現時9間，期待下學年可吸引10間
至20間學校參與。

劉鳴煒穿LED燈T恤出席
婦女基金會去年起在全港9間中學

各招募40名女學生參與GGT計劃，
透過不同訓練及工作坊，啟發她們
對傳統男性主導的STEM（科學、
科技、 工程及數學）科目的興趣。

160名參與同學昨日出席GGT科技
挑戰日，主辦單位設計了不同環
節，讓同學感受科技於生活上的應
用，例如用超聲波技術減少奶茶苦
澀味、用植物蛋白取代奶粉製作山
楂雪糕等。主禮嘉賓青年事務委員
會主席劉鳴煒身穿由部門同事自製
的LED燈T恤出席，鼓勵同學敢於
嘗試，接受挑戰。
婦女基金會行政總裁程沛玉表示，

香港較少有女性從事科技相關工作，
這與社會傳統觀念「女性對科技缺乏

興趣」或「科技是屬於男生而非女
生」有關，但隨着時代進步，科技正
以不同形式走入家庭日常生活。她認
為，若有更多女性科技人員參與設
計，更能在設計中體現女性需要，設
計出更符合需求的產品。
中一女生胡敏純表示，以往對科技

不甚了解，認為枯燥及高深難學，接
觸後感有趣且與生活息息相關。她自
言，現時編寫程式「叻過細佬」，又
認為女生較男生更細心，從事科技行
業更有優勢。

試超聲波減奶茶苦 女生感受STEM樂

■胡敏純（左）、嚴思
雅。 香港文匯報

記者陳文華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為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政府舉辦逾320項
慶祝活動，民間亦舉行很多小型慶祝活
動。200名來自雲南、貴州及湖南的內地
旅客，昨日於中環海濱摩天輪，在風雨之
中耍出「四勢太極拳」，以嶄新方式慶祝
回歸。太極師傅司女士指出，全國太極都
是一家，猶如香港及內地都是一家人。她
認為，太極剛柔並重很適合香港。同樣在
場耍太極的11歲小朋友廉政渝表示，喜歡
太極招式，覺得很有功架。

旅促會：200旅客港澳遊玩
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200名

內地旅客耍太極後便到本港旅遊，及後再
到澳門遊玩，預料會在港逗留一晚。
被問到7月內地訪港旅行團情況，崔

定邦指，7月初內地旅行團平均每日有
180團至200團，當中以7月2日至4日較
多，較以往平均每日150團為多，預料
有關情況整個7月維持，以內地二、三
線城市旅客為主。

200好手耍「四勢太極拳」
由香港旅遊促進會、內地新興小型旅
行團公司「私享家」及陳小旺太極拳術

研究會合辦，名為「盛世太極」的慶祝
香港回歸20年活動，昨午在中環海濱摩
天輪舉行。200名太極好手在場內耍出
「四勢太極拳」，分別為：「金剛搗
碓」、「欖扎衣」、「六封四閉」及
「單鞭」，不懼風雨認真練習。同場有
數名小朋友與家人一起來港耍太極慶回
歸，並會到本港各地旅遊。
陳小旺太極拳術研究會副會長乾升指，

這「四勢太極拳」是簡化版，直言「表現
太極精髓」。
同行的太極師傅司女士今年65歲，習太

極24年，表示此套太極適合老中青幼，除
了慶祝香港回歸20年外，也期望在本港宣
揚太極文化。
她續說，太極在全國有不同派別，但
認為太極拳講究中定、放鬆、心靜、慢
練等，「全國太極都是一家，猶如香港
及內地都是一家人」，又指太極剛柔並
重，很像香港，現時內地有不少長者跟
她學太極。
在場耍太極的不只是長者，也有數名小

朋友，11歲的廉政渝5歲起學太極，他向
記者表示，很喜歡太極招式，覺得很有功
架，更即場表演。9歲半的段均昱表示，
跟隨爸爸學太極，覺得很好玩。

「盛世太極」慶回歸 內地客：兩地是一家
■■200200名內地旅客耍太極慶回歸名內地旅客耍太極慶回歸。。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