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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特區政府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香

港要進一步發展旅遊業，包括發展文化、古蹟、綠色及創意旅遊，以開

拓多元化及高增值的客源市場。旅發局宣佈於本月起至明年3月推出新

一輪的「香港郊野全接觸」，向旅客推介本港12條遠足及單車路線。

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洪忠興近日指出，愈來愈多旅客來港

遠足及接觸郊野，如韓國旅客愛行鳳凰山；日本旅客愛西貢與南丫島；

台灣旅客則喜歡地質公園等，未來打算向長線旅客推介本港綠色旅遊。

旅發局推12郊遊線吸客
與韓旅社合作推遠足套票 宣介綠色旅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香
港與內地在醫學上的交流愈趨頻
繁，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
卓偉昨日表示，醫學院於今年9月
首次獲納入「中國住院醫師培訓精
英教學醫院聯盟」（精英聯盟），
未來除為內地「住院醫師培訓」制
度的確立提供參考與分享經驗外，
更在醫學教育、研究、專業領域上
重新與國家接軌，期望將香港醫療
培訓、醫療研究推出去。他續說，
現時香港的專科醫生資歷獲海外認
可，希望數十年後可實現與內地資
歷互相認可，同時為本港醫科畢業
生提供更大發展平台。
梁卓偉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

香港醫療界自1968年起着手籌備引入專科
醫生註冊制度，直至1993年隨香港醫學專
科學院條例通過才最終確立，專科醫生培訓
機制運作至今積累豐富培訓經驗。
他續說，內地自2015年起才正式推出

「5+3」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制度（即5年
本科加3年基地培訓），仍需一段較長時間
才能成熟。

派專家赴山東分享經驗
他希望藉今次獲納入精英聯盟的機會，為

讓本港醫科畢業學生更早融入國家醫療發展
進程，並能透過內地龐大及全面的病例資料
擴闊醫學視野。現時港大醫學院已與山東省
一間醫院配對，未來會派出本港專家教授前
往當地配對醫院交流、分享經驗。
梁卓偉指出，香港醫療服務一向維持高水

準，然而回歸20年來，本港醫療系統在
「一國兩制」框架下，無論在學術範疇或專
業領域上一直給人「自給自足」的狀態，很
難直接參與內地大型科研平台或申請研究基
金。國際層面上，因以往國家的醫療組成不
包括香港團隊，亦令香港本地團隊較難參與
海外大型醫學平台。
梁卓偉強調，「無一個醫學院無國家平台

可以去到頂尖」，他指在現時大醫學、大科
學、大數據時代，醫療教學、研究及臨床實
踐，必須要有國家級平台支撐，才能達到較
高國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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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忠興表示，已與韓國及台灣業界合
作，向對方推介本港綠色旅遊，如與

韓國7間旅行社合作推出來港遠足旅遊套
票，料由本月起至明年3月會有2,000名韓
國旅客來港遠足。
台灣方面，旅發局會與航空公司合作推出
機票加酒店的服務，並推介南丫島與地質公
園等特色旅遊路線，現時反應正面，料在今
個季度會吸引1,000名台灣旅客來港。

冀日團赴港考察遊新線
他續說，日本旅客很喜歡來港遠足，因

香港對他們而言有山有水，不像日本「行
極都只係睇到山」，遠足後亦可吃一頓美
食獎勵自己，如於南丫島吃海鮮等。
但他承認，過去兩三年日本市場對來港遠

足的反應較以往為靜，期望新一輪推廣會吸
引他們再來港，未來亦會帶日本旅遊業界的
考察團來港，帶他們走走香港的新路線。

擬增睇螢火蟲團引客
洪忠興表示，今年「香港郊野全接觸」

向旅客推介本港12條遠足及單車路線，當
中大東山、大帽山及蒲台島等路線屬新

增，明年打算加入觀鳥、看螢火蟲及蜻蜓
等大自然考察因素，但有關方案仍在探索
中，要平衡生態及旅遊兩者需求，亦會諮
詢環保組織的意見。
風景攝影師Will Cho最喜歡行大東山，

他亦拍攝了在山頂雲海的照片。他提醒大
眾要做好遠足準備，如要有急救包、後備

糧食等。
前香港青年田徑代表、現為越野運動攝

影師巫觀其指出，香港的特色是城市與大
自然很接近，於山上可以看到人與城市的
互動，他曾在大帽山拍下香港不同山脈，
其間城市的高樓大廈縱橫交錯，覺得很有
味道。

迪園城堡「變身」 煙花元旦暫「煞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隨着香
港迪士尼樂園開展新階段的擴展工程，園
內晚上的煙花表演將於明年1月1日上演
最後一場，及後睡公主城堡便會進行「變
身」，料於2019年完工。樂園發言人指
出，變身期間城堡會以特別方式展現，新
城堡不但高度增高，有日間及夜間表演節
目，也能看到迪士尼王子與公主。迪士尼
亦會於本月16日至明年元旦舉行「A Dis-
ney Christmas」，首次與9支社區合唱團
合作在園內獻唱樂曲，期望讓賓客過一個
白色聖誕。
樂園娛樂事務及服裝部創作總監華文迪

（右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表
示，「A Disney Christmas」有多個全新項
目，包括「米奇與好友聖誕舞會」及「社區妙

韻響城堡」，前者每天會在睡公主城堡前
上演兩三3場，由合唱團帶起氣氛，再有
米奇、米妮等迪士尼朋友出場載歌載舞，
尾聲更有雪花徐徐下降，寓意願望成真；
後者與9支社區合唱團合作在園內獻唱樂
曲，當中有來自低收入家庭患有語言障礙
兒童組成的「庭恩兒童中心合唱團」。
華文迪續說，在「美國小鎮大街」內的

聖誕郵政局，賓客可在全新的明信片上寫
上祝福，並放於園內郵筒，寄予本地及海
外的親友，不收取任何費用。他表示，3
間酒店也有不同活動，如手工藝班等，直
言有不少外國旅客及本港賓客都很喜歡。
樂園商品營運綜合策劃經理陳偉賢指

出，今年新增各式商品，當中有近期大熱
的Stella Lou公仔，該公仔於今年8月登場

後銷情理想，故打算於聖誕推出Stella Lou
的聖誕服裝。他續指，樂園於2010年引入
Duffy與好友系列的商品，至今銷售額有
10倍增長，相信今年的表現也不錯。
他續說，「公主皇室庭園」將於下月14

日開幕，讓3歲至12歲的女孩打扮成迪士
尼公主，包一張照片價格由980元至1,980
元不等，如支付1,980元其照片將列印在
迪士尼童話冊內，內含女孩真實姓名，製
作時間為14個工作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兒童常被
稱為未來的主人翁，但其權利是否得到保障
一直引起討論。防止虐待兒童會去年共接獲
198宗為懷疑虐兒個案，3歲至8歲兒童屬被
虐待的高危組別；懷疑性侵犯個案更比去年
多20%。該會希望明年成立的兒童事務委員
會能獨立運作及具法律效力，運作模式如私
隱專員公署，並冀設中央數據資料庫，由官
方統籌記錄相關個案數字。
防止虐待兒童會昨日公佈2016/2017年度

的服務統計數字，共接獲1,121宗熱線舉報
及諮詢服務，當中18%即198宗為懷疑虐兒
個案，共涉及225名兒童，當中最多介乎6
歲至 8 歲，佔 27%，其次是 3 歲至 5 歲
（26%），兩歲或以下的亦佔約10%，該會
指，結果反映3歲至8歲兒童屬被虐待的高
危組別。
該會署理總幹事黃翠玲分析指出，3歲至8

歲年齡層發展特性是好奇心旺盛，比較活
潑，是學習的表現，家長或會視其好奇心為

負面舉動，因而引發衝突，及後兒童升讀幼
稚園或小學後，家長及兒童本身都會因學習
感到壓力，建議家長多關心子女，助他們處
理壓力及適應新環境。
198宗懷疑虐兒個案中，有36宗屬懷疑性

侵犯，比去年度的30宗上升20%，黃翠玲指
近十年性侵犯情況均屬嚴重。
該會服務經理李如寶指出，曾有幼稚園學

童在學校上過性教育課後，得悉私人部位不
可隨意被人觸碰，因而向家長揭發外傭曾在
助學童洗澡時性侵對方。她提醒家長應教導
年幼子女要有保護自己意識。

虐童去年近兩百宗 性侵年升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瑪麗醫院發
生錯誤郵寄病人覆診及入院通知的事件。該
院發言人昨日表示，本月6日接獲通知，指
一名病人原應收到該院郵寄的專科門診覆診
通知，但卻收到另一名病人的入院通知，通
知上載有姓名及身份證號碼。院方經核對後
確認共有8名病人受影響。院方已聯絡並向
受影響病人致歉，相信是次洩露個人資料的
風險相對較低。該院已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公署通報事件，亦已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
統」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呈報個案。

瑪麗寄錯覆診紙 8病人「中招」

■防止虐待兒童會昨日公佈2016/
2017年度的服務統計數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攝

■隨着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展工
程，晚上煙花表演將於明年元旦
日上演最後一場。 受訪者供圖

■洪忠興（右一）指，旅發局計劃向長線旅客推介本港綠色旅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攝

■梁卓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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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此，裕華國貨匯聚了
Loom Loop、 Mary Yu、

Ming Ming、Ranee K、Yi Ming、
意樹等新晋華服品牌，數目逾百
件，在其佐敦總店地面Pop-up Store
展示 2017秋冬旗袍及男女華服系
列，並由本月10日起，為這些香港
新晉時裝設計師在上址舉行別開生
面的《2017香港新晋時裝設計師旗
袍匯》，時間為每日上午10時至晚
上10時。
此次參與旗袍匯的每位設計師都

各具特色，從立領、盤扣、布料質
量，以至色彩、刺繡、連襟等細節
的設計，皆彰顯巧妙匠心的設計。

如Loom Loop 的設計主要以廣東的
傳統莨紗作面料；Mary Yu 利用中
國傳統元素與時裝融為一體；Ming
Ming 的服裝線條簡潔流暢，裝飾較
少，利用刺繡對細節的雕刻與顏色
調配來表達東方女性；Ranee K的
設計，呈現出一種現代與復古相混
合的獨特風格；Yi Ming主力設計極
富有東方色彩的女性摩登旗袍；而
意樹則將中國傳統男士服飾的製作
工藝和現代設計理念相結合。
裕華國貨自2015年開始，一直與

抱着同一理念的年輕時裝設計師一
起，共同致力推動華服的美學與傳
統文化。

日前，香港佛光道場伊館舉行念佛增慧暨三皈五戒典
禮，禮請佛光山寺退居和尚、現任泰國泰華寺住持心定和
尚主法。在正授典禮前，佛光山港澳地區總住持永富法師
帶領逾千名皈依者、戒子，以及出席人士念佛修持。
「認定有正式的佛教戶籍」，永富法師開示，祝賀皈依
受戒信徒善根福報具足，重申受持五戒可以得到自由和保
護，乃至提升人格道德。為了加深皈依受戒者及觀禮親友
對佛門基本禮儀的認識，永富法師示範拈香、持經本、禮
拜、頭面接足禮、合掌、問訊等，就每一個細微的動作加
以說明，並提示戒子在「三番羯磨」時觀想。全場人士在永
富法師帶領下進入念佛修持，皈依受戒者更能攝心守意，為
正授作好充分的準備。
心定和尚在緊接的三皈五戒典禮中開示，「佛入滅二千多

年之後，我們還可以皈依聖中聖」，現今世界各地很多人以

學佛為榮。只要深信因果，皈依三寶，進一步受戒，奉行星
雲大師的三好，未來一定會更好。
千多名皈依受戒者在親友見證下成為臨濟宗第49代在家弟

子。永富法師提示，皈依受戒弟子不需妄想從此生活幸福美
滿，一切還要靠自己創造。

念佛增慧暨三皈五戒典禮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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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華國貨舉辦香港新晉時裝設計師旗袍匯，（右起）Ming Ming、Ranee K、裕華
國貨董事總監余偉傑、Mary Yu 、Loom Loop、裕華合作夥伴廖先生合照。

裕華國貨舉辦香港新晋時裝設計師旗袍匯

友好協進會舉辦社團秘書處聯誼

風行多時的華服再掀新

熱潮。不少名人紛紛華麗

轉身，穿着設計新穎而雍

容華貴的華服亮相，博得

令人眼前一亮的美態及好

感，而時裝設計界的年輕

新晉師兄妹們，亦都以出

奇不意的創新理念及匠心

獨運的設計，推出形形色

色的新款華服，令人叫好

不絕。 ■裕華國貨董事總監余偉傑

日前，由香港友
好協進會主辦的社
團秘書處聯誼晚會
在香港四季酒店二
樓大會堂舉行，共
有46個社團和機構
的代表，近300位
嘉賓出席。大家相
互交流、歡聲笑
語，氣氛熱烈，期
待明年再相聚，部
分嘉賓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