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推3000電話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表示，小組將於8月推出
電話調查，計劃訪問3,000人，並會收
集來自不同渠道的意見，包括社交媒
體和簽名運動。負責分析的港大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表示，不能防止有人透
過多個渠道提交重複的意見，但中心
會以誠實和客觀方式展現諮詢結果，
並作出全面報告。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表示，

小組會在諮詢期完結前進行電話調查，
估計7月份會有詳細設計，8月份推
出。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表示，電話
調查對於確保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非
常重要，因為從其他渠道收集的意見，
並不能完全代表整體人口，只反映願意
和能夠作出回應人士之意見，中心初步
計劃透過電話訪問3,000人。
除了電話調查之外，小組亦會收集

其他渠道的意見。

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總監白景崇
表示，會提供質化意見的統計表，按
意見表達渠道細分，包括以個人或組
織身份提交的意見書、互聯網和社交
媒體、簽名運動或意見調查等。

亦收集意見書簽名運動等
他解釋，通過多個渠道提交的意見
將會分別計算，不會交叉引用；若某
些意見有一定數量的人提出，中心會
在報告中提及，包括引述具代表性及
具說明作用的意見；如果某些土地供
應選項沒有明確的共識，中心亦會列

出正反意見。
他補充，社交媒體上的帖文和意

見，即使得到上萬個讚好，都只會視
作一個意見，原因是中心無法識別該
些人士的身份；至於簽名運動，每一
名聯署者都要提供正式名字，才可識
別是獨立意見。
他承認，不能防止有人透過多個渠
道提交重複的意見，但中心會採取包
容及獨立的態度，鼓勵公眾發表意
見，並會以誠實和客觀方式展現諮詢
結果作全面報告，包括任何看似矛盾
或不利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志剛)

市區重建局衙前圍村重建項目發

現城牆及更樓遺址，可追溯至明

清時期。市建局表示，古物古蹟辦

事處已給予更多發掘時間，擴大

考古及發掘範圍，待考古專家年

底提交報告，再研究保育方案，

強調在政府部門同意之前，不會

進行任何發展工程，未知對項目

的設計與時間表有多大影響。

衙前圍村發現明清城牆更樓
古蹟辦「加時」擴考古範圍 擱置重建工程等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昨日開始推出網上
問卷，沿用實體問卷的「點心紙」
形式，讓市民挑選土地供應選項。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表
示，不認同問卷迫市民「焗揀」提
供選項的說法。負責分析的港大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表示，不論實體或
網上問卷，均無法完全杜絕刻意製
造民意的行為，強調中心會按專業
判斷及經驗作出客觀分析。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上月26日起就諮
詢舉行巡迴展覽，現場派發實體問
卷，至今收到最少1,000份問卷。網
站昨日推出網上問卷，內容與早前開
始派發的實體問卷相若，以類似「點
心紙」方式，讓市民挑選土地供應選
項，亦可填寫其他意見。

推網上問卷 須先看短片
市民在填寫問卷前，須先行確認
並非「自動程式」，然後網頁會提
供背景資料，指《香港2030+》研究
提出，香港長遠欠缺至少1,200公頃
用地，包括直至2026年短缺最少815

公頃，之後 20 年最少短缺 391 公
頃。
網頁之後會要求觀看短片，了解

香港的土地需求與供應情況，短片
長約5分鐘，市民至少要看 1 分鐘，
才可選擇前往下一頁。
網上問卷內容與實體問卷相同，

包括4個短中期選項、10個中長期選
項及8個概念性選項。
若市民揀選的選項土地供應不

足，網頁會彈出提示，指香港短中
期土地短缺最少800公頃，即使推行
全部短中期土地供應選項，仍不足
以解決短缺問題，中長期土地短缺
亦超過400公頃，詢問市民是否確認
提交。
接受小組委託的港大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總監白景崇表示，問卷收集
完成後，不論是否填夠1,200公頃的
土地短缺需求，都會以列表形式顯
示個別選項及選項組合的結果，並
會按填寫人士的年齡、往屆狀況及
居住地區作交叉分析。
白景崇指出，網上問卷包含識別

IP位址的資訊，如短時間內於同一

IP位址提交異常數目答案相同的問
卷，他們會識認出這些問卷，並作
適當處理。
他舉例指出，如有同一IP位址提交

兩份問卷，有機會是由一對朋友提
交，故不會當成是重複問卷。不過他
承認，不論實體或網上問卷，均無法
完全杜絕刻意製造民意的行為，研究
中心會按專業判斷及經驗作出客觀分
析。

黃遠輝：不認同問卷有「焗揀」
對於問卷被指有引導性，及部分

選項土地潛力被低估，黃遠輝回應
指出，有 600 個方式可選到超過
1,200公頃的需求，不認同問卷迫市
民「焗揀」土地供應選項。他指
出，問卷短中期和中長期共10個選
項，其土地潛力總和超過3,000公
頃，只是希望市民選出達到1,200公
頃的組合。
黃遠輝續說，公眾諮詢結束後，

小組會參考港大分析撰寫報告，該
份報告會對外公開，而港大的分析
結果，相信於稍後時間亦會公開。

覓地問卷難阻「製民意」學者靠專業判斷分析

■網頁會要求市民觀看短片，了解香港的土地
需求與供應情況，才可選擇前往下一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社會創新及創業發
展基金（社創基金）於荔枝角D2 Place舉辦全港
首個展示社創項目的市集活動「社創放閃墟」，
逾40個創新項目齊齊「放閃」，向公眾展示他們
的創新意念、服務或產品，包括倒地一段時間會
發出聲響的智能手杖，及多媒體教育書籍等。
社創放閃墟於昨日及今日假茘枝角D2 Place 一

期2樓 The Space舉行，供市民免費入場參觀。
墟市包括逾30個攤位及15個免費工作坊，還有
互動展覽及示範，讓市民通過享受食、買、玩的
樂趣中，了解社會創新意念。
基金專責小組主席張仁良表示，過去3年內共

撥款逾1.2億元資助140個社會創業家項目，透過
他們提出的創新意念、產品及服務回應社會需
要，達至扶貧、防貧和防止社會孤立的效果，總
受惠人數達10萬。獲資助的創新項目數目，已超
過在3年內資助100個創新項目的目標，並促成
逾900個創新意念。
活動展出的創新理念大都針對最需要幫助的人

群。如李欣琪率領的團隊展示腦退化長者眼中的
世界，加強市民對長者的了解。原來這些長者眼
中的事物都變形且位置多變，因此常上廁所都對
不準馬桶。
梁渭聲設計的智能手杖，當手杖倒地15秒，會
自動向設定親人發出求救信息和倒地準確位置。
黃潤華設計的多媒體教育書籍，兒童將智能手

機對準書本時，會在書本上出現立體卡通人物及
各種幻彩影音效果，並發聲讀出書本內容，培養
兒童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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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偉強(左三)、張仁良(左四)等主持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衙前圍村有逾600年歷史，是香港市
區最後一條圍村。市建局於2016

年完成衙前圍村重建項目的所有收購、
安置及補償工作，並於同年3月至10月
期間展開考古發掘工作，尋找地下的文
物遺存，包括圍斗及圍牆、護城河和住
屋及文化聚落的證據。初步結果顯示，
在圍村的東北角與西南角均發現了不同
保存程度的圍牆和圍斗的石製地基，估
計最早建築時期為明清兩代。

部分遺跡保存情況參差
市建局規劃及設計總經理黃知文昨日
表示，根據歷史記載，圍村四角均建有
更樓，專家在位於西南角的T9探方（見
圖）發掘出4.5乘4.5米的更樓佈局，規
模較小但較完整，亦包括部分圍牆的遺
跡，估計基石最早於明朝至清朝中期建
造，磚層是17世紀遷海令完結後，經晚
清時期的復修或保養而成。
位於東北角的T1探方，則發掘出更樓
及圍牆地基的部分遺跡，保存情況參
差，相信經過不同程度破損，甚至曾被
移除，考古專家估計可追溯至清代。
至於東南角T3探方，專家暫時未能發
掘更樓地基結構，估計已受植物根部和
現代建築干擾或損壞。
考官專家亦在東面T2探方嘗試挖掘圍
村的護城河遺跡，在向下挖掘2.65米
後，只找到明清時期的瓷磚和陶器碎

片，未能找到護城河底部，由於地下水
湧入，需停止挖掘。
至於圍村中部的探方，考古專家指

出，大多發現是現代房屋的地基，明清
時期聚落的證據較少，但部分探方發現
柱孔和明末至清朝初的石塊路面。

考古發掘範圍面積擴4倍
市建局執行董事（商務）馬昭智表
示，由於只有T1及T9兩處發掘出明清
年代遺址，其他探方沒有重要發現，專
家與古蹟辦商討後，獲給予更多發掘時
間擴大考古及發掘範圍，總面積約390
平方米，為原先11個探方面積總和的4
倍。
他續說，T2探方有地下水進入，如挖

掘太深或會倒塌，需進行防護工程，市
建局未來會尋求屋宇署批准在該處設立
閘板，阻擋地下水進入，以便挖掘至離
地面5米位置，尋找護城河的河床。
馬昭智表示，考古工作仍未完成，預
計今年底向古蹟辦提交報告。他強調，
保育方案未有定案，承諾在保育方案得
到政府同意之前，不會進行任何建築發
展工程，亦不會拆卸任何結構。
被問到對項目設計和時間表有多大影

響時，他指市建局暫時未有衡量，需視
乎報告是否有重大發現，再決定如何修
改建築設計。
衙前圍村重建項目於2007年10月展
開重建，計劃興建750個私人住宅單
位，原先預計2023至2024年落成。

■■市建局交代衙前圍村重建項市建局交代衙前圍村重建項
目發現城牆及更樓遺址目發現城牆及更樓遺址。。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記者莫雪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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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掘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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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衙前圍村的東北角與西南角均發現了不同保存程度在衙前圍村的東北角與西南角均發現了不同保存程度
的圍牆和圍斗的石製地基的圍牆和圍斗的石製地基。。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考古及發掘範圍擴大考古及發掘範圍擴大，，市建局預計今年底向市建局預計今年底向
古蹟辦提交報告古蹟辦提交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衙前圍村有逾衙前圍村有逾600600年歷史年歷史，，是香港市區最後是香港市區最後
一條圍村一條圍村。。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訪玉樹觀抗震事跡「網紅」向阿福致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凱雷、李陽波 實習

記者 侯逸簫 青海報道）8年前的青海玉樹
強烈地震中，香港義工黃福榮（阿福）以血
肉之軀阻擋千斤瓦礫，捨身拯救3名孤兒及1
名教職員。近日，由中央網信辦組織的「網
絡名人看青海」一行走進玉樹，參觀的第一
站就是玉樹抗震救災紀念館。當網絡名人走
進紀念館，走進抗震救災英模展區，映入眼
簾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立像就是「香港之
子」阿福。網絡名人們向阿福三鞠躬致敬，
並獻上哈達，表達對抗震救災英雄的敬仰。
阿福的事跡曾經感動了內地和香港許許多
多的人，一座阿福的紀念雕像矗立在玉樹。
當網絡名人一行從西寧飛抵玉樹機場，到機
場迎接的玉樹州常委、宣傳部長江海梅在談
到香港同胞當年為玉樹提供的幫助時透露，

玉樹抗震救災紀念館專門為阿福立起雕像，
永久地緬懷阿福義舉、弘揚阿福精神。

「一邊做直播一邊流淚」
在抗震救災紀念館英模區，記者看到，阿

福的銅質雕像前很多參觀者紛紛上前合影。
網絡名人三鞠躬後，香港文匯報記者凱雷專
門代表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向阿福獻上哈
達。
網絡名人劉戈、「軍粉團」等發言談及到

訪地震遺址、參觀抗震救災紀念館，聽玉樹
州抗震救災黨課時，對義工阿福的事跡印象
極為深刻。在敬佩阿福義舉的同時，亦表示
玉樹有一種精神是感恩，樹立阿福銅像，正
彰顯着每一位為玉樹抗震救災提供支援與幫
助的海內外同胞們都被玉樹所銘記，這是大

愛精神也是感恩精神，讓人深受感動。
80分鐘「再唱山歌給黨聽——玉樹抗震救
災精神黨性教育精品課」是網絡名人抵達玉
樹的第一課，其中就有阿福的大幅畫面。山
東環保基金會秘書長@生態夢人在聽課時一
直在做網絡直播。「我是一邊做直播一邊流
着眼淚，又一次受到了心靈的洗禮！」
網絡名人@傳說中的女網警、北京市婦聯
副主席（兼）高媛和@生態夢人一樣在觀看黨
課時不停流淚。作為其中唯一一位女代表，
她說：「阿福把自己的一切，甚至最寶貴的
生命都無私地獻給了公益事業，把他的大愛
最終留在了玉樹，這讓我感動至深。他不會
離去，我們永遠都會記得他、懷念他。」
原北京消防總隊負責人李進表示：「搶險

救援與戰場一樣，早晚都會有犧牲。正如一

位志願者在阿福犧牲後以阿福所言立誓：如
果我們為公益而死，那是上天對我們的恩
賜。」

杜建國：港與祖國心手相連
網絡名人、經濟學者杜建國說，阿福身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遙遠西部高原發生地震
後，他迅速趕來救災，為震區居民服務，直
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阿福的事例表明，香
港人民與祖國內地的玉樹人民，是心手相連
的一家人。
劉幸海是青海當地網絡名人，他在紀念館

亦向阿福敬獻哈達：「站在雕像前，雖然已
經時隔八年，但他充滿愛心、熱心公益、矢
志行善的事跡仍是歷歷在目。他和王成元、
昂尕、韓慧瑛等抗震英模一樣，我永遠都不
會忘記他們。我心懷感恩之情，用自己的全
力把家鄉建設好、環境保護好，回報阿福、
回報全國人民。」

■香港義工阿福銅像矗立青海玉樹抗震救
災紀念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凱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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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昨日推出網上問卷，讓市
民挑選土地供應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