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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服務得民心 北嶼醫院最高分

兩人瓜分中秋金多寶8683萬

高鐵西九站鋁組件安裝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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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迎「三跑」值得「做成世」
特首：行業需更多人才 航空學院「1+12」生將有薪實習一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令全
城瘋狂的8,000萬元六合彩中秋金多
寶昨日開彩，共吸引接近1.9億元投
注額，最終攪出號碼為7、18、24、
26、39、45，特別號碼44，頭獎一
注中，每注派彩逾8,683萬元，二獎
9.5注中，每注派逾94萬元。

漢口道投注站百人排隊
馬會表示，是次攪珠的頭獎由兩
名幸運兒各半注瓜分，每人捧走逾

4,340萬元彩金。
六合彩中秋金多寶吸引力驚人，

接近中午時分，多區場外投注站已
開始有市民排隊。其中派得最多頭
獎、位於中環士丹利街的「幸運投
注站」，中午開始愈來愈多人買六
合彩，更有市民聲稱是特地過海到
來買彩票。「幸運投注站」排名第
三的尖沙咀漢口道投注站門口亦排
滿人龍，近百人趁午飯時間到來排
隊。

市民葉小姐指，知道今期是金多
寶，匆匆吃過午飯後排隊買彩票。
她表示，沒有買六合彩的習慣，

所以今期也只會買20元「試吓」。
她續稱，如有幸中獎，會把獎金

用來買樓和去旅行，但不會辭職。
楊小姐表示，她已買了5期六合

彩，共花費350元，但沒有特別心
水號碼，如果有幸中獎，會用獎金
買樓和投資在5歲兒子教育基金，
又說即使中獎也不會辭職。

■■頭獎由兩名幸運兒瓜分頭獎由兩名幸運兒瓜分
88,,683683萬元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航空學院自今年4月推出課程至今，已培訓逾
1,200名學員。其中參加以「1＋12」形式進

行的證書課程學員，早前完成1個月的課堂和實地
學習，及業界專家分享等授課部分，將獲安排在服
務機場企業進行為期12個月有薪實習工作，之後
學員可獲頒授相當於資歷架構第三級資歷水平證
書。

蘇澤光盼為「帶路」育才
航空學院昨日在機場為課程舉行結業禮。蘇澤光

在致辭時指出，「三跑」落成後，可為機場創造12
萬個職位，故需不斷培訓人才，才可滿足需求。
他又期望學院可為鄰近地區以及「一帶一路」國

家培養更多人才，令學院成為亞洲民航培訓中心。
他表示，證書課程反應理想，申請人數遠超所提
供學額，故未來數年學額將增加，令更多有志於航
空業的青年可入讀。
他透露，有15家服務機場企業為學員提供實習

機會，涵蓋地勤服務、飛機維修、膳食服務及航空
貨運等範疇。

糅合職前教育就業重要元素
林鄭月娥指出，課程為中學畢業生提供一個全日

制課程以外的選擇，其特別之處是糅合職前教育與
就業兩個重要元素，學員除可在課堂學習機場發展
和整體航空業知識，又能在實習培訓中獲得實戰經
驗，迎接職場的挑戰。
她又提到，香港機場是全球排名首位的貨運機
場，也是全球第三大客運機場，去年的客運量更創
新高，突破7,000萬人次。隨着「三跑」工程啟
動，加上民航業持續迅速發展，香港航空事業未來
的發展潛力非常龐大，值得年輕人加入作為終身職
業。
她指出，特區政府一直推行多項措施，包括設立
「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因應航空業的發展
需要，提供各項資助及獎學金，加強航空業人才培
訓。此外亦與法國民航局簽訂合作備忘錄，航空學
院與法國國立民用航空學院將於今年底推出合辦課
程，為本港、內地及區內培訓航空業專才。

全球航空業正
急速發展，加上
香港機場三跑道

系統的興建，航空業極具增長潛
力。兩名就讀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機
場服務及運作證書課程學員，均決
定「轉換跑道」，放棄投身原本就
讀的酒店及環境科學行業，選擇入
職飛機維修及停機坪運作服務，期
望未來在航空界闖一番事業。
現年19歲的李小雪表示，去年

文憑試畢業，並完成毅進的酒店管
理基礎文憑課程，但因對航空業亦
感興趣，且自小已喜歡跟隨父親拆

開家具及電器再裝嵌，故她報讀此
課程，下月更會到飛機工程公司實
習，成為見習飛機維修員，期望日
後可成為師傅，帶領新人維修飛
機。
她指出，由於一向有運動，故不

擔心工作時體力會比男士「輸
蝕」。她又認為飛機維修工作意義
重大，責任比機師更重，因「成架
飛機喺你手上，少一粒螺絲都會出
意外」，必須保障乘客生命安全。

20歲的馮澍恒下月將到地勤公司
實習，成為見習停機坪服務主管。

男學員料「三跑」助就業

他笑言，自幼喜歡「行行企
企」，愛四處走動，加上早前到外
地旅行時，發現自己對在機場工作
甚感興趣，故他雖是應屆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IVE）環境科學高級文
憑畢業生，仍報讀此課程，並選擇
在停機坪工作。

他表示，此職位有良好前景，
六七年後或可晉升至經理級，加
上「三跑」會在差不多時間落
成，相信屆時晉升前景更佳。他
完成實習後將繼續留在此行業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女學員愛修飛機 盼成師傅帶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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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澍恒(左)及李小雪將到服務機場的企業
實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賽馬會善寧之
家的開幕典禮，並探訪院內的長者。
她表示，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對病人的
全人醫治，並指縱然面對人口老齡
化、慢性疾病和複雜病症日趨普遍，
亦有決心去加強推動紓緩照顧的發
展，為末期病人提供全面的綜合專科
治療護理，但該種善終服務非常昂
貴，如何令更多人獲得服務，是特區
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
林鄭月娥表示，醫管局轄下7個聯

網均有為末期病人提供紓緩治療服
務，轄下的公立醫院共有逾360張紓
緩護理病床，但仍遠遠不足夠，隨着
香港人口老化，這種服務的需求只會
有增無減。
她表示，善寧之家的開幕是香港寧

養及紓緩服務的里程碑，可為晚期病
者提供住院服務，或按病者意願提供
家居照顧，讓晚期病者可在生命的最
後階段留在家中，希望賽馬會善寧之
家的開幕能引領香港的紓緩服務更進
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工程以明年第三季通車為目標。運輸及房屋局向立
法會提交文件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段工程
整體完成進度為94.3%，較預期進度的88.9%快。
文件指，高鐵西九龍站的建造工程的鋁組件安裝進
度比預期滯後，但暫時未影響整體工程進度，港鐵
已安排承建商抽調人手，加快安裝進度。
運房局提交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文件指

出，截至今年6月30日，高鐵香港段項目整體工程
已完成94.3%，按2018年第三季完工的時間表，其
預期進度為88.9%。
繼香港段的首兩列列車於早前經海路付運到港，

其餘7列高鐵列車將於今年第三季經高鐵網絡由青
島付運到港；高速綜合檢測列車亦已於今年7月完
成檢測軌道、架空電纜、信號系統及通訊系統等的
表現，高鐵香港段列車亦已開始以全速在香港段及
跨境進行動態測試。
文件又指，西九龍站入口結構工程進度合乎預

期，西九龍站入口幕牆的玻璃組件已經完成裝配工
程，鋁製組件的裝配工程亦已完成95.9%，站頂玻
璃組件的安裝工程亦已於今年7月完成，西九龍站
入口的玻璃組件安裝工程整體已完成89%。
不過，文件指內部及外鋁組件的安裝進度則比預

期滯後，站內及外的鋁製面板安裝工程，整體進度
只達62%及48.9%。

暫未影響工程進度
不過，有關滯後暫未影響整體工程進度，港鐵公

司已安排承建商抽調人手，以加快安裝進度。
此外，港鐵亦已加快調整鋁組件安裝程序，以配

合西九龍站內機電及屋宇裝備工程及消防設備檢測
工作，路政署會聯同監核顧問繼續監察工程進度。

大量圖則須交消防審批
同時，路政署亦留意到消防設備安裝工程仍有滯

後風險，加上仍有大量圖則須提交消防處審批，直
接影響消防檢測工作，路政署已再三敦促港鐵加強
人手及監督，使有關工程及提交的文件能符合要
求，消防處亦已安排足夠資源，以確保檢測工作可
以順利進行。
文件又提到，截至今年6月30日，港鐵公司共接

獲1,053宗已具有理據的申索，申索金額約為298
億元，佔已批出合約總額的65.4%；已有獲解決的
申索共有258宗，並已發放約86億1,500萬元，佔
已批出合約總額約18.9%。
因應個別工程的需要及個案的審核和商討進度，

部分個案獲發放中期金額合共約41.5億元。至於尚
未解決的795宗申索，申索金額涉約155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醫管局
大會昨日在公開會議上討論及通過2016
急症室病人經驗及服務滿意度調查報
告，結果顯示受訪病人對急症室醫護人
員有信心，就診時亦感受到醫護人員的
尊重。調查發現，83%受訪病人對整體
急症室服務的評分為7分或以上（10分
滿分），平均分為7.7分，得分最高的北
大嶼山醫院獲8.1分，最低的是威爾斯親
王醫院也有7.2分。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
賢認為結果十分正面，對前線有極大鼓
舞。

對醫護有信心 最高9.4分
醫管局委託香港中文大學於去年8月

17日至12月7日，以電話訪問9,317名曾
到醫管局轄下17間急症室就診的病人，
當中33%屬危殆、危急或緊急的病人。

結果顯示，以10分為滿分，病人對醫
生及護士等醫護人員的信心為9.2分至
9.4分，但預防措施方面的得分僅介乎
5.1分至6.5分，有改善空間，如發燒病
人要在「發燒區」等候的指示、提供洗
手液或潔手啫喱及佩帶口罩等指示及呼
籲，求診病人認為不足夠。
醫管局代理質素及安全總監鄧耀鏗指

出，個別項目評分較低，其中病人能否
選擇下次的覆診時間只得0.7分；參與決
定護理及治療得分亦只得4分，亦有受
訪病人期望醫護人員能夠在他們擔憂或
恐懼時多作安撫。病人關係總行政經理
黃婉芳指出，7.7的整體平均得分與英國
同類型的調查相近，認為屬高水平。
她表示，醫管局會認真跟進調查結果
提及需要改善的範疇，未來也會與前線
醫護人員緊密合作，改善急症室服務。

次緊急非緊急求診趨跌
另外，醫管局於今年將急症室收費由

100元上調至180元後，梁栢賢表示，初
步觀察發現第四類及第五類次緊急及非
緊急病人求診比例有下跌趨勢，去年5
月及8月該兩類病人的求診數字跌幅為
11%；今年同期跌幅擴大至18.3%，但期
間夏季流感高峰期及觀察時間不長，難
以判斷加價有否令市民減少到急症室求
診。
他續說，65歲或以上的急症室求診病

人所佔比例近月持續上升，相信加價對
長者求診的影響不大。
醫管局大會昨日於內務會議上，亦討

論及通過接納以人口為基礎的優化模型
（優化模型）最終報告，以供醫管局內
部資源分配時作為參考。發展優化模型

是回應醫管局檢討督導委員會建議而訂
定的其中一項行動計劃。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由2018至2019規

劃年度起，醫管局的短期和長遠服務及
容量的規劃，及相應醫院聯網資源的分
配，將會綜合考慮該套優化模型和其他
相關因素，以期更配合地區人口發展的
醫療需要。

■梁栢賢(右) 表示，發現第四及第五類
次緊急及非緊急病人求診比例有下跌趨
勢。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由香港機

場管理局成立的香港國際航空學院與香港大

學專業進修學院合辦的「1＋12」機場服務

及運作證書課程，87名學員剛完成1個月基

礎課程，將到15家服務機場企業展開為期

12個月的實習，其間可獲全職薪酬，月薪

由9,000元至1.2萬元不等。機管局主席蘇

澤光昨日表示，課程反應理想，未來數年將

增加學額。出席結業禮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致辭時指出，隨着「三跑」系統工程啟動，

航空業未來需要更多人才，值得青年選擇作

為終身職業。

■林鄭月娥出席證書課程結業禮暨實習計劃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航空學院設有飛行模擬駕駛訓練設施培訓學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林鄭月娥（右）昨日在沙田參觀賽馬會善寧之
家，並與病人傾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