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政總署使用航拍技術製作地圖及進行
測量工作已經逾50年，但過往一直

是依賴飛行服務隊協助，用飛機在空中進
行拍攝，但飛行服務隊除協助進行航拍外
還有其他工作，地政總署每次進行航拍前
都要先與飛行服務隊「夾時間」。
本港航道繁忙亦影響了地政
總署過往的航拍工作。地政總
署高級土地測量師、總航拍機
機師區智浩說，「過往使用飛機會受
到航空管制影響，不是我們想飛到哪便
可以到哪，要取得航道十分困難，即使

我們

到了跑道，任務亦可能會被終止，而在聖
誕等長假期更是沒有可能可以進行航拍任
務。」
除航道因素外，天氣亦會影響以定翼機

進行拍攝，區智浩指定翼機的飛行高度最
低亦有3,000呎，地貌有可能受雲層所遮
蔽，他過往便曾經飛到計劃進行測量的目
的地後才因為多雲而被迫折返，無法完成
任務。
有關的情況直至地政總署在2013年開始
引入無人航拍機，協助進行地圖繪製及土
地測量工作後才得以改善，進行航拍不用
再受空管及飛行服務隊有其他任務等因素
影響，加上無人航拍機的飛行高度較低，
不會在雲層上，天氣對測量工作的影響亦
有所減少，所以地政總署亦更頻繁地以無

人航拍機進行測量任務，有關工作的數目
由2013年只有約20宗大幅增至去年約170
宗。

3天完成10公頃面積地圖
區智浩舉例表示，地政總署過往較少到

尚未發展的落馬洲河套區進行土地測量，
但早前卻因為政府的最新發展計劃而接獲
指示到當區進行測量工作，在無人航拍機
的幫助下，他們只是用數日就能製成地
圖。
他表示，該區鄰近內地，如果是用飛機

進行測量，需預先一日通知內地空管部
門，但翌日的天氣可能出現變化，未必再

適合進行拍攝，加上其他因素可能要3個
月才能完成任務。
無人航拍機除了可以解決以飛行服務隊

飛機進行測量工作需面對的障礙外，亦可
用於一些原本需以傳統地面測量方式進行
的工作，並將工作效率提升。
地政總署測量主任、航拍機機師陳初鴻

指出，同樣是10公頃面積的地圖，以傳統
方式進行測量可能需3個星期才能完成地
圖，但有無人航拍機的幫助就可將需時最
快縮短至3天。
地政總署現時有16部無人航拍機進行不

同類型的拍攝工作，當中除了有需平地進
行升降的定翼機外，亦有可以垂直升降的

無人機。區智浩指無人航拍機的使用具彈
性，他們可以因應環境需要使用不同的機
種進行拍攝。他並透露，署方在今個財政
年度內會購買8部新機，取代技術較落後
或零件老化的無人機，舊有的機將改為內
部訓練使用。

原方式不能完全被取代
不過，區智浩亦指出香港地型複雜，除

了有郊野公園外，市區樓宇密度高及設計
不規則都影響無人航拍機的測量工作，而
使用飛機則可在短時間內完成大範圍的測
量工作，所以原有的測量方式不能完全被
取代。

地政總署引
入無人航拍機4
年，用途除了

包括土地測量和繪製地圖，亦會用
於執管行動上，署方現時正進行一
項試驗計劃，研究透過無人航拍機
收集證據，而有關技術應用更已經
有成功協助署方進行檢控案例。
地政總署高級土地測量師、總航

拍機機師陳初鴻指出，無人航拍機
能協助他們製作「顯象地圖」，詳
細記錄現場環境，將目標範圍內的
建築物大細、位置等資料全部存
檔。他指同事剛展開調查時未必知
道什麼資料是重要線索，到現場搜
證時可能會遺留一些重要證據未有
記錄，但如果有無人航拍機，他們
就可以一次過記錄現場環境，方便
日後調查。
陳初鴻指出，以無人航拍機進行測

量工作的限制少，地政總署現時在有
需要的情況下可隔兩星期就重複到同
一地方進行拍攝，但過往進行航拍需
得到政府飛行服務隊協助，絕不可能
如此頻繁地進行記錄。他並透露，同
事如果在早上接獲工作指示，最快即
日下午已經可以出動。

使用無人航拍機協助進行執管行動現階段
雖然只屬試驗計劃，但地政總署已經有成功
運用航拍技術協助檢控的個案，控告有人非
法頃倒泥頭到政府土地上。陳初鴻並透露，
署方亦有用無人航拍機拍攝天水圍嘉湖山莊
旁的「泥頭山」 ，觀察其變化。不過，他
指出無人航拍機只是其中一個可以為同事提
供更多資料方便執法的工具，強調署方最終
能否成功進行檢控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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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智能
手機已十分普遍，東區醫院物理治
療部於去年2月起，推出手機二維碼
幫助全膝關節置換患者復康訓練的
試點計劃，獲所有用家好評。治療
部已經把相關計劃推廣至乳癌患者
復康訓練，並會考慮全面推廣到其
餘病患復康計劃中。治療部部門經
理溫淑盈表示，近九成患者是65歲
以上長者，掃相關二維碼後能取得
動態圖片和影音指導，有助長者準
確進行復康訓練。
溫淑盈說，全膝關節置換手術的復
康訓練很重要，半年內若沒有充足訓
練，很可能導致膝關節不能正常屈
伸，導至長短腳，無法正常行走。以
往做法是向患者發放復康訓練小冊
子，讓患者按圖自行訓練，及定期回
院覆診，跟進復康情況。但由於
86.5%是65歲以上長者，他們由於圖
文理解能力下降、怕痛、沒準確理解
標準動作等，影響復康效果。
推出計劃後整體復康效果有所提
升，治療部成功透過電話訪問了24
名使用計劃的患者家屬，100%表示
有助準確進行家居復康運動，有效

加快術後痊癒。75%認為有助加強住
院期間復康計劃透明度，71%認為有
助家屬教導和督察患者進行家居復
康計劃。
東區醫院物理治療部二級物理治

療師陳義安介紹，全膝關節置換手
術患者，術前一個月就要開始術前
運動，包括膝部伸展運動、強化四
頭肌和腿部伸展運動等，以增加膝
關節及腿部肌肉。術後需立即開始
為期5天的復康運動，包括腳踝腳趾
運動、膝部幅度運動、強化四頭

肌，及學習以四腳助行架步行，目
的是防止關節僵硬，加快術後痊
癒。出院後需進行2個月至3個月的
復康訓練，令患者恢復正常行動水
準。這些訓練每天均需進行兩三
組，每次約20分鐘。
使用計劃的ROSE今年69歲，去
年6月進行右膝置換手術，11月進行
左膝置換手術。她術前O形腳嚴
重，行走困難，術後在二維碼計劃
幫助下積極進行復康訓練，恢復良
好，已能不用枴杖獨立行走。

東院掃碼教復康「老友」用過都讚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

素稱「北宗少林，南尊武當」，
武當功夫享負盛名，背後的武術
精神更是博大精深。有迷失的香
港中學生遠赴當地學藝後，思想
得到啟發，由無心向學、成績
「包尾」的差劣生，轉變為奮發
向上的青年，更立志擔任「靈魂
工程師」，幫助其他迷失的學
生。
16歲的李國城身形瘦削，但實
際上已習武7年，精通詠春、武
當及少林功夫。國城習武源於一
段不愉快的經歷，初中時被同學
欺負，希望保護好自己，於是跟
朋友去練詠春。然而，真正的轉
捩點是2016年的復活節，他由學
校老師轉介至香港青年協會舉辦
的交流活動「迎挑戰．上武
當」，與30多位青年一起，親身
到武當山學習功夫。
他憶述，最初打算以「Hea」
（散漫）的心態參加活動，希望
打發長假期，初時練習亦不甚認
真。但短短10天，他從習武的精
神中，領悟出做人的道理及方

向。他引述師父指，做人要上善
若水、道法自然，「就好像一條
河一樣，自己是其中一滴水，順
河而流，做事會順利很多。」那
時他就想起好像讀書一樣，順着
河流而行，努力讀書會走得更順
暢。
他坦言，以往無心向學，毫無

目標，成績長期「包尾」，被老
師責罵時亦不會認為自己有錯，
但聽了道家之言後，被人罵時會
反省自己有沒有做錯，「以前無
心學，即使能力做得到，溫習1
小時也不想，去完武當後，對自
己有要求，溫習亦不會死背，需
要理解內容。」

囑同路人嘗試有出路
他的成績短短一年多，便大躍

進至中上水平，他希望日後能升
讀有關教學的課程，成為一名教
中史及設計的老師，並帶領校內
的武術隊。他表示，有關志願受
校內一名好老師的啟發，該老師
沒有放棄成績差的學生，而是盡
力協助他們。他寄語同樣感到迷

失的學生，「這一刻面對逆境，
並非一輩子，嘗試總會有出
路！」
青協督導主任鄧良順表示，該

活動已連續舉辦7年，對象為15
歲至25歲的青年。他說，不少香
港青年生活「機不離手」，希望
活動能讓他們接近大自然，並透
過練武強健體魄，聽取不同文化
及道理，領悟自己的方向及訓練
其解難能力。鄧良順又說，今年
活動將於3月29日至4月7日進
行，本月26日截止報名。

港青武當學功夫 悟讀書「道法自然」

那日乘高鐵從上海返京，在北京南站坐
地鐵回家。

高鐵站中，各方客流匯集，有如錢塘潮
般壯觀。在茫茫人海中找尋自己要走的
路，對於本人這個路癡，是一個巨大考
驗。路癡君走在其中，感覺就是長江後浪
推前浪，自己是一朵推着前浪並被後浪推
的浪花。正在極其迫切地思考「往哪裡
去」的哲學問題，一下子，4號、14號地
鐵的醒目標識映入眼簾，跟着它順利抵達
地面。這裡客流更多，而地面上的指示箭
頭也變得更大更鮮明，像一隻手暖暖地握
着你，順順當當來到了 14 號線月台。
哈，這樣貼心的服務似曾相識呢。一上14
號線，車廂天花板上明黃淡綠的卡通漫
畫，讓人眼前一亮。每到一站，站內供乘
客休息的坐椅、清晰的背景銘牌，那個熟
悉的味道越來越強烈。果見LED牌上「京

港地鐵」字樣悄悄飄過。沒錯，這就是香
港地鐵特有的味道。

港鐵進入北京已經十幾年了。當時北京
開啟宏大的軌道交通建設規劃，有空間也
有意向引進不同的運營模式，而港鐵擁有
豐富的管理和運營經驗，雙方情投意合，
於2006年成立京港地鐵，成為首個進入
內地軌道交通領域的境外合作對象。現
在，北京的地鐵線路從當年的4條增加到
19條，京港地鐵也已經有4號、14號、16
號、大興線等若干線路，被親昵地稱為
「京港混血兒」。

北京的乘客細心也直爽。對地鐵的體驗
或點讚或拍磚，從來很爽快。對於京港地
鐵，則是讚好聲一片。「為什麼京港地鐵
好」之類的帖子在網上貼了一大片。從乘
坐感受、人員服務、各項設施、視覺標示
等等細節，那些港味被乘客一一道來。比

如，車站站名會用特大號字寫在一面純色
的牆上，出站口盡可能地連通或接近購物
中心，用桔子、洋葱等水果蔬菜的卡通形
象提醒乘客注意事項等等。有一個小細節
最為人稱道：京港地鐵的洗手間差不多永
遠有廁紙。京港地鐵還建了微信 App，
「給地鐵裡的『小迷糊』支妙招」之類的
服務貼滿滿的都是小溫馨。鋼筋鐵骨也有
了溫度。

這個港味也融合了北京的文化氣質。國
家圖書館在4號線沿途，於是京港地鐵就
把北京首個地鐵圖書館落戶4號線，只需
掃描地鐵站內、車內的二維碼，就可閱讀
專家推薦的全本免費圖書。京味港味加起
來，地鐵「生活片」有了清新的「文藝範
兒」。路癡君想下次回北京專程坐坐4號
線。

在全國，這樣的港味還有不少。有一

次我在上海虹橋機場趕飛機，因時間
緊，幾乎一路小跑奔往登機口。剛踏上
滾梯，眼前出現一個大牌子，上寫：
「Relax，你離最遠的登機口只有 2 分
鐘」。頓時路癡君的心就放下來了，馬上
調換成優雅模式款款而行。感歎虹橋機場
服務真是貼心到位。果然，它於2014年
在國際航空服務機構Skytrax舉辦的評比
中獲「世界機場大獎」，其T2航站樓服
務排名躋身全球前四位，成為全球旅客
服務水準最高的航站樓之一。而虹橋機
場的管理，也是與香港機場管理局合
作。

仔細想想，這些港味，正是「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京味滬味港味融合，味
道棒棒滴！隨着國家建設的發展，需要香
港所長、香港之優的地方太多了。看好你
噢，香港！

北京地鐵裡的港味
中 聯 辦 員 工 之 窗

【編者按】從今天起，香港中聯辦開設員工實名
專欄了。
香港中聯辦的全稱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前身是新華社香港分社，
1947年在香港成立，至今已整整70年。70年來，
一批又一批中聯辦員工來到香港，緣聚香江，為落
實「一國兩制」方針、促進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
作、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履職盡責、奉獻青春。

過去，有些香港市民對中聯辦了解不多、認識不
足，有的甚至對這個機構有點神秘感。本專欄將通
過刊登中聯辦員工的署名文章，講述他們在港工作
經歷和生活感悟，記錄他們服務國家、奉獻香港的
生動故事，讓香港市民了解國家、了解中聯辦，認
識一個個鮮活的中聯辦人，亦寄望內地民眾通過專
欄文章更多地了解香港歷史、學習香港經驗、發現
香港之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航拍技術日趨普及，地政總署在2013

年起引入無人航拍機，補充過往與政府飛行服務隊合作進行空中測量易

受空管、天氣等因素影響的不足，並將部分過往需要以傳統地面測量方

式進行的工作改以航拍技術進行，提升地圖的質素及更新速度，地政總

署使用無人航拍機後，繪製地圖的效率較過往平均提升3倍。

航拍機測量 繪圖快3倍
地署引入增質素速度 免受天氣航道影響

研究部 王珺

■李國城於2016年赴武當山學
武，短短10天便學懂整套伏虎
拳。 受訪者供圖

■溫淑盈表示二
維碼計劃有助家
人加入康復計
劃。香港文匯報

記者殷翔 攝
■三位治療師指導ROSE做正確復康動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地政總署在地政總署在20132013年起引入無人用航拍機協年起引入無人用航拍機協
助測繪地圖助測繪地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區智浩指無
人航拍機測量
較具彈性。

香港文匯報
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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