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父母總

是「望子成龍」，不希望子女從事如建造

業的辛苦工作，但有業界人士表示，其實

建造業亦是專業工作，工作亦不一定是「好

天曬、落雨淋」，發展機會甚至可能比文

職人員多。建造業議會昨日舉行2018建

造業青年技能大賽，有參賽的年輕人指建

造業的工作機會多，不用怕失業，認為建

造業是年輕人的理想出路之一。

21歲的吳漢城去年中六畢業後便報讀建造業議會的水喉匠課程，他
指有從事建造業的朋友與他分享工作經
歷，認為建造業的待遇不錯，而且工作
機會多，所以便報讀相關課程，「立法
會拉布的確會令建造業的工作機會減
少，但水喉也要定期維修保養，我不用
擔心失業。」
吳漢城指自己最初報讀課程時父母並不
支持，主要是因為擔心建造業工作環境差，
自己未必可以接受，但近一年時間父母已
經改變想法，並支持他的決定。他以自己

將從事的水喉工作為例，指水喉相關工程
有一半是在室內進行，而他完成課程後亦
可以即時成為中工，2年至3年後更可成為
師傅，日薪達1,450元。

技能賽優異者將挑戰「世界」
建造業議會昨日舉行建造業青年技能大

賽，除水喉外，其他的比賽項目還包括砌
磚、油漆及裝飾、鋪瓦、焊接及細木，各
個賽項成績優異者並符合年齡要求，將有
機會受聘於議會，接受選手培訓，代表香
港出戰2019年8月於俄羅斯喀山舉行的「世

界技能大賽」。
建造業議會指，比賽目的不單提供交

流平台讓年輕人切磋技能，更期望可透
過比賽推廣工藝技能，提升公眾對建造
業工藝的認識，從而重塑公眾心目中建
造業從業員的專業形象。

評判：多工種非「好天曬落雨淋」
細木項目的評判之一，港九木匠總工會

副會務主任莫偉雄表示，建造業不少工程
都面對人手不足、年輕人不願入行的問題，
他認為原因或與父母的傳統觀念有關，「新

學制下所有小朋友都讀至中六，父母一定
想仔女在寫字樓上班，即使不能做律師，
也要做律師的助手。」
不過，莫偉雄表示有關觀念並不正

碓，指自己最初亦是由學徒做起，之後
成為判頭，甚至開設自己的公司，認為
建造業的發展機會比文職人員多。他並
表示建造業亦有很多不同的工種，包括
繪圖及機電等，適合不同性格的年輕
人，部分工作未必要「好天曬、落雨
淋」，外界對建造業的印象並不完全正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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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水喉匠：不憂失業
投身建造業學一技傍身 發展機會勝文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青年
內地法律專業實習計劃2018開幕典禮暨國際
青年法律交流聯會就職典禮昨日舉行，律政
司司長鄭若驊在致辭時表示，國家經濟近年
發展蓬勃，加上「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經
濟體、商貿和投資活動帶來無限商機，法律
和爭議解決服務也相應增加。她希望法律系
學生把握實習機會，了解內地法律制度的同
時，向內地介紹香港的法律制度及優勢。
鄭若驊在致辭中首先祝賀國際青年法律

交流聯會剛就職的委員，並希望委員能繼
續為培育香港法律界幼苗而努力。其中，
「香港青年內地法律專業實習計劃」是一
個很有意義的計劃，為香港及內地的新一
代，包括從外國回來的香港學生提供了一
個良好的交流平台。
她相信，青年人通過參與這項計劃，可

以更深入了解國家的國情、經濟發展和法
律制度。近年，國家的經濟發展蓬勃，加
上「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經濟體的商
貿及投資活動帶來無限商機，法律及爭議
解決服務亦隨之增加。
鄭若驊希望法律系學生在實習中，除了了

解內地的法律制度及最新的司法發展的同時，
還要抱着探究的精神，多問、多聽、多講，
全方面了解國家在法律、經濟及民情等各方

面的現況和發展，有助將來在執業過程中與內地法律界
人士、企業或外國法律界人士和企業的合作。

籲港青向外宣港法律優勢
她更「交付各位同學一項任務」：律政司積極對外
推廣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中心，
同學在參與實習計劃時正好可以肩負香港宣傳大使的
角色，在體驗內地法律制度的同時，也可向內地的同
學、同事介紹香港的法律制度、香港的發展及香港的
優勢，例如香港獨有的「一國兩制」、普通法制度、
富國際經驗的法律人才以及多元化的爭議解決服務。
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表示，

國家未來發展前景樂觀，同時需要制度化，而制度化
的根基是法律人才。香港的年輕人具備條件參與國家
發展，又認為年輕人對國家有認同感，是提升競爭力
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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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
第十八屆雅加達亞運首次納入電子競技
成為示範賽後引發不少玩家關注，亞洲
電競協會（AESF）於日前公佈結果，最
終港隊出戰的六款電競項目中有四款項
目成功出線，取得前往雅加達的入場
券，惟最被關注的《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 LOL），港隊卻
屈居韓國、中國台北及中國內地之後，
無緣出線。
本屆亞運資格賽在香港舉辦，大會不
直播、不開放媒體和不允許觀眾進場，

而當中的6款遊戲包括《英雄聯盟》、
《傳說對決》、《部落衝突：皇室戰
爭》、《星海爭霸》、《PES2018》及《爐
石戰記》，參賽國家及地區分成5個賽區
進行預賽，香港隸屬東亞賽區，在月初
舉辦了《英雄聯盟》、《傳說對決》及
《部落衝突：皇室戰爭》的預選賽。

《爐石》東亞區首名晉級
AESF公開各項目的比賽總分，當

中《爐石戰記》香港代表Kin0531脫
穎而出，力壓中國內地、蒙古、韓

國、中國台北及澳門，
取得東亞區首名，與次
名的日本攜手晉級。另
外《PES 2018》及《部
落衝突：皇室戰爭》香
港於東亞區取得次名出
線，日本隊在該項目以
12分首名出線。隊制賽
的《傳說對決》亦取得出線資格。
不過，由《英雄聯盟》前世界冠軍劉
偉健（Toyz）擔任教練的LOL港隊，最
終以3勝7負的成績，在6隊中排第四

名，屈居同得8勝2負的韓國、中國台
北及中國內地之後，無緣出線。《星海
爭霸》香港代表則同樣以一場之差屈居
中國台北之後排第三，未能出線。

亞運電競港隊四項目出線

■香港代表取得四個參賽名額。 AESF官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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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由香港6名創業青年推出

的仿生機械人「動作傳感機械

人手臂」（簡稱 ME-1）項

目，奪得第五屆廣州青年創新

創業大賽人工智能組冠軍，並成為亮相

總決賽的6個項目之一。由於擁有先進

算法和自主研發芯片，該款機械人性能

全球領先，應用場景眾多，已接到全球

百餘份訂單。團隊負責人麥騫譽稱，借

助大賽，他們將在廣州設立國內總辦事

處，全力開拓內地市場。而

在此之前，他們已在香港、

東莞、深圳、江門等大灣區城市成立研

發中心、採購中心、人才培訓及維修中

心。粵港澳大灣區獨一無二的資源稟

賦，令他們逐步實現在機械

人領域的創

業夢。

在歷屆廣州青年創新創業大賽上，
港青均有不俗表現。今屆，晉級

半決賽的企業成長組和項目初創組，有
多個香港團隊身影。其中，麥騫譽作為
創始人的香港路邦動力有限公司的
ME-1項目，最終在3,200多個參賽項目
中過關斬將，奪得人工智能組冠軍的同
時，晉級由6個項目參與的年度總決賽。

技術領先全球 主打危品處理
據了解，控制員只需穿上動感控制器

手套，就能透過手臂和手指活動控制該
款機械人的每一個動作。其計算角度誤
差僅為1.25度，反應時間在30微秒以
下，這在機械人領域極為罕見，性能世
界領先。
麥騫譽介紹，在其無線傳輸下能夠隨
時隨地控制機械人的活動，最遠傳輸距
離可達2公里。
「團隊研發出了一套先進的算法，

並擁有自主研發芯片。有了核心技術，
我們的機械人可做到只需要4個傳感

器，便可控制全部操作，而目前市場上
的機械人，至少需要20個傳感器。」
團隊成員之一呂力君說。
ME-1機械人主要市場是危機處理及

涉及危險操作的工業，如爆炸品、輻射
或高壓電、強磁場等場所，替代人工操
作。因其高效的感應速度、敏感度、靈
活性、準確性和穩定性，產品已經受到
國內外客戶關注。目前，美國電力公司已
經訂購100台，其中60台已投入使用。英
國一拆彈公司，也與團隊簽訂購貨合約。

受益雙創氛圍 公司發展迅速
麥騫譽直言，這些機遇得益於粵港澳
大灣區提供的創新創業空間。香港在機
械人及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具有全球
領先地位。因此，他們的研發中心設在
香港科學園，2年前，算法和芯片的研
發就在那裡完成。

「內地和香港創新創業氛圍及政府提
供的一系列幫扶措施，令公司發展迅
速，如香港貿易發展局透過自身平台，
向國外推介團隊的研究和產品，讓我們
直接受益。」
又如團隊在深圳、東莞等地舉辦的雙
創大賽上取得佳績，借助當地優惠政
策，先後在東莞松山湖成立採購中心，
在江門與五邑大學合作設立產學研基
地，並註冊成立公司，在深圳設立機械
人維修中心。
此大賽後，項目又將在廣州天河落戶，

設立國內總辦事處和內地銷售中心。
「我們充分借助了大灣區各地的優勢

資源。香港自不必說，如東莞，是製造
業中心，我們80%的供應商來自這裡，
設立採購中心再好不過。廣州是商貿中
心和交通樞紐，是設立銷售總部的理想
之地。」

路邦動力機械人大灣區佈局路邦動力機械人大灣區佈局
1. 香港數碼港：軟件算法和芯片研發中心

2. 東莞松山湖：生產採購中心

3. 深圳前海：維修中心協辦處

4. 廣州天河：國內總辦事處，內地銷售中心

5. 江門五邑大學：人才培訓中心和產學研對接

基地

資料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港青研高端機械人 灣區圓創業夢
擁先進算法和芯片 佈局5市產研銷基地

借鑑無人機發展 望成大眾消費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目前，路邦動力生產的機械人主要
市場為危機處理和危險操作工業領域。
而這並不是麥騫譽團隊的最終目標。他
指出，在未來，機械人應成為大眾消費
品，在各行各業和各種生活場景中都可
以應用。
據悉，路邦動力6名核心團隊成員均

來自香港，畢業於香港科大、香港中文
大學等高校，他們處在一個機械人研究
的優質生態圈中。

麥騫譽透露，他與同樣畢業於港科大
的「大疆」無人機創始人汪滔相識多
年，來自同一個專業，在校時也在相鄰
的實驗室。「我們的算法研究出來後，
其實也可以做無人機，但我們想做不一
樣的東西，最終確定機械人。」

生產應用各種場景機械人
事實上，路邦動力機械人可以和「大
疆」無人機有着同樣的發展路徑。麥騫
譽說，汪滔最早做無人機時，也是最先

專注勘查無人機。經過摸索，才發展成
以消費型無人機為主。
這給路邦動力提供了一套可借鑑的路

徑。目前，ME-1機械人也主要在工業和
工程方面應用。但由於擁有核心算法和
芯片，他們可以生產出應用在各種場景
的機械人，比如醫療、教育、製造業，
以及生活機械人等方方面面。
「我們的目標是讓機械人可成為消費

型機械人，就像『大疆』無人機一樣，
人人都可買得起用得上，且有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廣東省汕尾市中
級人民法院昨日集中公開宣判了一批涉毒案件，
10名罪犯在法庭宣判後被立即執行死刑。
在「6．26」國際禁毒日來臨之際，昨日上午，

汕尾市中級人民法院對10宗涉毒品犯罪案件進行
集中公開宣判，10名被告人因犯製造、販賣、運
輸毒品等罪被判處死刑。宣判大會結束後，10名
罪犯被立即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法院經審理查明，10名被告人均涉毒數量巨
大，社會危害性嚴重。其中，被告人范水賢曾購
買製毒原料麻黃草75噸，提煉出麻黃素2桶約50
千克，並以每桶11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賣出，後
又用2桶麻黃素與他人交換16.4千克冰毒。
在此次宣判中，10名罪犯涉及販賣、製造、窩

藏、運輸毒品罪，非法持有槍支、彈藥罪，10名被
告人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涉毒數量巨大 粵10毒犯判死即行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上海小學二年級語文教科書課文的
「外婆」被改為「姥姥」，引發南北
方言之爭。上海市教委昨日發佈處理

意見稱，將課文恢復為原「外婆」一
詞，且停用上海教育出版社教科書。
今年9月起，小學二年級將使用國家
統編語文教材。

日前有網友發帖稱，上海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小學二年級語文第24課
「打碗碗花」課文，「外婆」一詞
全被改成「姥姥」。面對外界質
疑，上海市教委昨日表示，責成市
教委教研室會同上海教育出版社迅
速整改，向作者和社會各界致歉，
並與作者溝通，將文中「姥姥」一
詞恢復為原文的「外婆」一詞，同
時依法保障作者權益。

「外婆」被改「姥姥」
滬教委：復原文

■■麥騫譽在試麥騫譽在試
驗機械人驗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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