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駐港公署聯歡辭舊迎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

青年向上流動成為社會關注的議

題。有團體就本港青年的人生目

標及規劃進行調查。結果發現，

達98%受訪青年表示有想達成的

人生目標，逾半人對香港未來有

明確或粗略的想法，但只有少於

三成人會為實現人生目標而行

動，反映青年欠缺行動力。調查

亦指有近三成人認為最需要增強

國際視野，其次是知識和人際網

絡，以裝備自己去改善香港。前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在活動上

表示，香港社會有很多機會，青

年需好好把握，而且個人發展不

一定要局限在香港。

港青有目標 心動欠行動
三成人盼增國際視野 吳克儉：發展勿局限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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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載：春節前夕，
駐香港公署舉行新春聯歡會。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謝鋒夫婦及全體署員、家屬近
300人歡聚一堂，辭舊迎新。

謝鋒勉保持昂揚鬥志
大家首先興致勃勃地觀看了公署自
編、自導、自製的精彩短視頻，共同回
顧公署過去一年的內外工作、細細回味
同心奮戰的難忘瞬間。

謝鋒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新春致辭，總
結公署過去一年新作為、新突破、新成
績、新氣象，感謝全體署員同心協力、
開拓進取、日以繼夜、無私奉獻，感謝
家屬理解、支持與包容，勉勵全體署員
繼續保持昂揚鬥志、再接再厲，為推進
「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行穩致遠，為推
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作出新的更大貢
獻。
聯歡會在振奮人心的大合唱《擼起袖

子加油幹》中拉開帷幕，魔術表演《奇

跡嘉年華》博得觀眾陣陣喝彩，活力四
射、充滿喜氣的歌舞串燒散發出濃濃的
青春氣息，炫彩熒光舞《法律之光》將
創新元素融入舞蹈，令人耳目一新，詼
諧幽默的原創小品《四小天鵝游香
江》，令台下笑聲連連，歌曲《相親相
愛的一家人》、詩朗誦《2018，走進新
時代》將活動推向高潮。
現場氣氛喜慶祥和，歡聲笑語，大家

在互道祝福中，共同迎接戊戌狗年的到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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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話公義，唔通真係個

個都真係公義咩！與「香港眾
志」關係密切的美國國會及行

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主席、共和黨參議員
魯比奧經常借「人權」、「公義」之名干預香港事
務，但在其所屬州份佛羅里達州發生17死的校園槍
擊案後，竟拒絕死者家屬要求規管攻擊型武器的訴
求。連香港民主黨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都睇唔過
眼，發帖揶揄魯比奧「拯救自己國家年輕人的選擇
不去做，但卻高調去運用可以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
得主的資格。他會是真心為和平嗎？」
正所謂「冇成本可以玩嘢，點解唔做？」，最
多出事時自己拍拍屁股走囉，而身為美國人嘅魯
比奧，即使對香港指手劃腳完，就算香港俾反對
派搞亂咗、出咗咩事，佢都完全唔使負責，仲可
以攞光環，就自然更樂此不疲啦！因此，佢不但
附和「香港眾志」，聯同同黨在美國國會提出的
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更提名策動違法
「佔中」的黄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做今年諾貝
爾和平獎候選人。
不過，不要低頭，光環會掉下來。係人都知美國

共和黨的幕後金主係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
身為佛羅里達州參議員嘅佢，喺州內發生咗導致

17人死的校園槍擊案後出席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舉
行的市政廳會議（town hall meeting）時，竟在槍擊案死者父
母、生還者的質問下拒絕他們規管攻擊型武器的訴求，只重
申要提升購買槍械的年齡限制、限制彈匣大小等。
在槍擊案中失去兒子的古滕貝格（Fred Guttenberg）狠批

魯比奧的說話和美國總統特朗普一樣「軟弱無力」，全場內
的民眾即時起立鼓掌。當他再質問魯比奧會否採取實際行動
管制槍械，魯比奧聲言即使有法律管制，也不代表可以徹底
解決問題云云。

袁海文fb寸「非真心為和平」
一名佛州槍擊案生還的學生也質問魯比奧未來會否拒收

NRA的政治獻金時，與會者紛紛起立鼓掌，但魯比奧拒絕回
應，自稱自己是第二修正案（Second Amendment）的擁護
者。
口講「和平」、「公義」，實質講一套做一套，同香港唔

少反對派中人簡直一模一樣，唔怪得佢同「眾志」咁friend
啦！袁海文喺fb轉發咗CNN嘅視頻，正正係古滕貝格狠批
魯比奧嘅片段。佢仲發文話：「美國校園槍擊案不時發生，
有很多無辜生命白白犧牲。Marco Rubio 仍然不支持槍管，
迴避槍管。有能力避免更多悲劇、拯救自己國家年輕人的選
擇不去做，但卻高調去運用可以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的
資格。他會是真心為和平嗎？我覺得非常諷刺！」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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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理工大學學生會早前遭踢
爆，在欠缺諮詢下將多屆同學累積下來的大半份「身家」
1,500萬元購買巨額保險儲蓄投資，被批黑箱作業、做法兒
戲，更有人質疑當中的佣金或涉及利益衝突！面對連日批
評，負責簽署保單的理大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終於發聲
明，就事件引起會員疑慮致歉，並會本星期三起公開有關保
單副本、投資詳情及會議記錄等供會員參閱。
近年多所大學學生會遭少數極低認受性的幹事騎劫，肆意

胡作非為煽暴播「獨」玩政治，早為同學所不滿，其中理大
去年落實改變收費模式，各學生的大學學費與學生會會費不
再捆綁式繳交，此舉令大批理大生馬上「用腳投票」，不再
交費入會，最終令學生會流失7,000多名成員，佔會員基數
近半！理大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的聲明解釋指，隨着會員
人數及收入大減，將導致未來入不敷支的情況，認為有必要
急切落實長遠財政計劃應對。
聲明提到，理大學生會評議會遂於去年9月下旬成立基金

運用專責委員會，委員會經兩次會議討論後，隨後於10月
中通過該1,500萬元儲蓄保險計劃，並在11月正式購買並簽
署保單，至今已繳交兩期各300萬元保費。
聲明對事件引起的激烈討論及疑慮向理大學生會致歉，並指

會公開保單副本及相關財政資料，會員可憑會員證往評議會辦
公室參閱。不過，整篇聲明未有回應諮詢不足、利益衝突質疑
等主要批評，也未有反思會員流失問題，卸責味甚濃。

青年組織AIESEC香港總會昨日
公 佈 「 青 年 影 響 力 調 查

2017」，於去年11月至上月期間以
網上問卷收集 2,052名年齡介乎 17
歲至25歲本港青年的意見，詢問他
們對個人未來及社會前景的看法。
結果顯示，15%的受訪者對改善香
港有明確及非常明確的想法，38.6%
青年則持粗略的想法。

有意令社會變得更好
不過，問到有否為香港未來行動

時，僅不足一成人（7.1%）表示已有
行動，63.9%青年還未開始或還未完
成規劃，反映青年有意令香港社會變
得更好，但未有明確想法及欠缺行動

力。調查又指，受訪青年認為最需要
增強國際視野（26.7%）裝置自己改
善本港未來。其次為知識（24.9%）
及人際關係（21.2%）。
個人層面方面，高達98%青年指有

想達成的人生目標，當中最受歡迎為
以個人興趣（70.9%）、事業前途
（65.7%）以及人際關係（62.7%）
為 目 標 。 相 反 ， 以 社 會 發 展
（38.3%）、創業機會（32.5%）及
生兒育女（29.3%）為目標者最少。
另外，僅少於四成人對人生目標有明
確或非常明確的規劃，少於三成人指
有為實現人生目標行動。
吳克儉致辭時指，他退休後貫徹

終身學習，除外出遊歷，也時常閱

讀增長知識。

目標要有社會影響力
他續說，近日親身到中山的科研

基地了解航天農業的發展。他又以
中國僅有全球7%的耕地來養活13
億人口，航天農業的育種計劃，大
大改善糧食的質素及生產力，勉勵
香港青年尋找人生目標，不但要對
自己具意義，也要有社會影響力。
吳克儉強調，香港社會存在很多機

會，青年需好好把握。不過，青年不
一定把發展局限於香港，「香港沒有
航天農業，但不代表香港青年不能參
與其中。」他稍後將組團帶老師參觀
中山的科研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智
能手機已經成為都市人生活不可或缺
的必需品，但不少視障人士卻因為手
機程式設計問題而得物無所用，有資
訊科技公司特別找來視障人士擔任顧
問，為視障人士設計可以分辨紙幣和
顏色等的手機應用程式(App)，並為非
政府組織及商界提供網站改良服務，
希望令視障人士亦可以享受到互聯網
所帶來的便利。
資訊科技公司「iSEE MOBILE」
現時提供「iMoney」和「iSEE」兩個
手機應用程式，可以分別協助視障人
士分辨港元及顏色，視障人士只要將
物件放在手機鏡頭前，程式就會以語
音功能告訴用家手持的貨幣價值或物
件顏色。「iSEE」亦預計會在下月加
入辨認物件功能，「iSEE MOBILE」
長遠計劃將兩個程式合二為一。
本港現時有17萬名視障人士，當
中一半擁有智能電話，「iSEE MO-
BILE」顧問、曾經在幫助視障人士
機構擔任社工的陳柏亨亦是其中之
一。他升讀中學時突然出現視網膜
脫落，曾多次接受手術，但最終右
眼手術失敗，他現時右眼完全失
明，而左眼亦因為青光眼而只餘下
約三成視力。

多數軟件存在設計障礙
陳柏亨表示，視障人士與普通人一
樣要過正常生活，需要接收不同資
訊，「視障人士亦需要用銀行及保險
服務，很多視障人士一樣有投資股
票，如果他們不能用股票應用程式，
他們連跌了多少錢也不知道，朋友叫
他入市也不能立即入。」

不過，視障人士使用智能電話時卻
經常都會遇上不同的障礙，陳柏亨表
示，「失明人士用智能電話要靠它的
發聲功能，但一些機構更新網頁，加
入圖片後卻可能未必會加上標籤作說
明，這種疏忽經常都有，那些程式我
們都不能使用。」
陳柏亨在訪問期間即場以醫院管理

局製作的應用程式「家居防跌錦囊」
作示範，用手指指向屏幕後語音功能
只是讀出「image（圖像）」。他指出
不少手機程式都有同類問題，即使是
以視障人士為服務對象的非政府組
織，亦一樣會有同樣情況。

傳統方式難解視障困難
不少非政府組織仍然透過傳統的電

話熱線，或信件等方式與服務對象通
訊，但陳柏亨指單以傳統方式並不足
以協助視障人士解決生活中需要面對
的困難，以其過往工作的機構所提供
的讀信服務為例，指輪候時間有時會
長逾3個月仍未獲安排讀信服務，稱
部分視障人士可能因此而未能及時繳
付帳單，最終被罰款。
有份創辦「iSEE MOBILE」的譚

皓元表示，向食肆介紹其工作時曾被
對方問及設立無障礙網頁可帶來多少
回報，並指一些大機構只視設立無障
礙網頁為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
他提出視障人士亦是社會一份子，

他們雖然是少數，但人數亦不少，稱
設計方便視障人士的無障礙網站成本
不高，問題只是企業製作網頁時是否
有相關意識，呼籲商界及非政府組織
日後設計網頁及手機應用程式時要照
顧視障人士需要。

App辨價值顏色 視障者聽聲認錢

譚皓元與三
名 朋 友 馮 廣
照、雷健青及

潘展宏在2016年中推出特別為長者
和視障人士而設的手機應用程式
「iSEE Mobile Apps」，目的是便利
他們在工作、社交、旅遊及生活等
方面的日常生活所需。
「iSEE Mobile Apps」是為長者和

視障人士設計的一個免費手機應用
程式，暫時有最少500人下載。譚皓
元表示，選擇先為視障人士設計手
機應用程式是因為他們屬社會上最
難接收資訊的一群人，「他們一定
要靠聽，這是接收資訊中最麻煩的
部分，聽障可以加字幕，但這部分
較容易改善，不涉及程式編寫。」
視障人士在生活上所面對的困難

其實比一般人想像的多，譚皓元並
舉例指，雖然一些設施上會有凸
字，但指大部分後天失明人士都沒
有學習過凸字。他又指視障人士外
表其實與一般人無異，稱有視障朋
友在快餐店點餐時曾因看不清楚餐
牌而站得很前，最終因為遮擋其他
人看餐牌而被責罵。
「iSEE Mobile Apps」現時雖然有

透過提供無障礙網頁檢測及服務支
援掙取收入，但譚皓元指他們現時
的收入並不足以在沒有資助的情況
下維持運作，期望社會創新及創業
發展基金的資助可以令他們接觸更
多機構，有助他們作出推廣和尋找
更多商機，令他們有資源進一步改
善手機應用程式的功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

視障人士最難接收資訊

未諮詢買巨額保單
理大學生會圖卸責

■外交部
駐港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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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300
人歡聚一
堂。

■袁海文fb發文稱魯比奧「非常諷刺」。 fb圖片

■■青年組織青年組織AIESECAIESEC香港總會調查指香港總會調查指，，不足三成人會為實不足三成人會為實
現人生目標而行動現人生目標而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攝

■■譚皓元譚皓元((右右))與朋友與朋友
一 同 創 立一 同 創 立 「「iSEEiSEE
MOBILEMOBILE」」幫助視障幫助視障
人士使用互聯網人士使用互聯網，，
並邀請陳柏亨並邀請陳柏亨((左左))等等
視障人士任顧問視障人士任顧問。。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顏晉傑記者顏晉傑 攝攝

■吳克儉昨呼籲青年好好把握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