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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電競同場 雙節協同效應
月尾會展舉辦 首設創科體驗區 料吸年輕旅客訪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創

新科技及電子競技近年掀起熱潮，今

年的「香港電腦通訊節」將創科及電

競結合起來，活動首設創科體驗專

區，邀請數碼港、香港科技園、深圳

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等即場

展示最新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智慧

城市及初創企業等產品及服務，同場

並會舉行「工銀亞洲香港電競音樂

節」。主辦單位表示，場內電競產品

按年增加30%，加上電競節帶動料能

吸引30%至40%的年輕客群。旅發局

總幹事劉鎮漢指，電腦節與電競節同

場舉辦能產生協同效應，料在暑期旺

季可吸引年輕旅客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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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限量優惠產品
產品名稱 原價 會場價 數目

Philips 55"OLED 1K Smart TV $27,980 $999 1

ASUS TUF Gaming FX504電競電腦 $13,998 $999 1

AVITA LIBER 13.3" 手提電腦 $4,190 $999 4

ASUS ZenFone Max Plus $1,798 $499 10

10" 4G-Lte 平板電腦 $1,899 $999 10

擴增實景AR弓箭-
ARCHER THE HUNTER 狩獵者 $299 $199 20

資料來源：香港電腦商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本月 24 日至 27 日「香港電腦通訊節
2018」將於灣仔會展舉行，香港電腦商

會主席王志強在記者會上介紹，今年參展商數
目超過200個，場內電競產品增加30%，加上
場內有電競節帶動，料電競產品銷情按年升
20%至30%，整體銷情按年升5%至10%，又
預料今次會有逾80萬人次入場，按年上升
10%。

周大偉冀將神州創科帶到香港
他透露，今年電腦節設立創科體驗專區，邀
請數碼港、科技園、智慧城市聯盟、深圳市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常平國際創新港
等，在場展示最新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智慧
城市及初創企業等產品及服務，讓入場人士見
識創新科技的可塑性。
東莞市常平鎮副鎮長周大偉說，期望將內地
創科發展帶到香港，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身行
業，甚至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出一分力。
今年，旅發局首度與香港電腦商會合作，同
場舉行「工銀亞洲香港電競音樂節」，將有世
界各地逾110名選手，角逐「英雄聯盟」世界
邀請賽、「ZOTAC CUP MASTERS《CS:
GO》」、「絕地求生」世界邀請賽，共3項
國際頂級電競賽。
旅發局總幹事劉鎮漢說，電腦節與電競節同
場舉辦能產生協同效應，不但提供電競賽事平
台，還展示最新及流行的科技產品，料在暑期
旺季吸引年輕旅客訪港。同時，旅發局會積極
在內地及海外市場推廣。

限量55吋4K電視僅售999元
今年大會推出火鳥優惠，每日首100名「早

鳥」參觀者，可獲贈價值249元的Logitech 火
紅色無線滑鼠1隻。全日制學生在場內購買全
新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一部，即日憑有效
收據、學生證及手提電腦，到指定攤位可換取
200元現金消費券，名額為400個。
至於「激安大購賞」方面，展覽首日會推出
優惠產品，如原價27,980元的Philips 55吋4K
智能電視，會以 999 元出售，限量 1部；
TOSHIBA 64GB FlashAir W-04 wifi SDHC
UHS-I Card 無線記錄卡，由原價499元減至
99元，限量10個。

今年的「香港
電 腦 通 訊 節
2018」將有不少

創科產品參展，參展商之一路邦動力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呂力君昨日在記者
會上介紹，其攤位會展出5隻傳感技
術的機器手臂，市民可親身控制機器
手臂1分鐘至2分鐘。
呂力君指出，現時香港仍有很多人

害怕人工智能，但其實人工智能用得
其所是生活上的小幫手，如機器手臂
可以設定協助師傅搓麵粉，期望今次
藉電腦節平台將科技普及化和教育公
眾。

便攜洗衣器 毋須洗衣粉
本地初創企業百得好（Produch

pro）商務發展經理JOE表示，今年在
會展設攤位展示新產品「Washwow
2.0 無線充電迷你便攜式洗衣器」，不
需用手搓揉，不需使用洗衣粉或洗衣
精，放入水中便能使用，方便旅行使
用。
他解釋，洗衣器利用電解水產生的

活性氧來分解衣服上的污垢，而機身
內部表面塗有貴金屬製成的正負電
極，通電後可以在期間保持一定的電
壓電流，水被電解後會產生功能水，
以達至分解污垢及殺菌效果，並期望
該新產品能刺激更多創新思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應對「四電一腦」組裝機或加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四電

一腦」計劃本月開始實行，不少市民關注
有關徵費會否轉嫁至消費者。有科技公司
承認，政策令成本增加，但公司會全部承
擔徵費，故產品定價不變。不過，有電腦
代理商說，徵費會對毛利較少的產品有加
價壓力，不排除將徵費轉嫁消費者。
華碩科技（香港）業務發展經理蕭嘉秀

承認政策令成本增加，但強調不會把徵費

轉嫁零售商及消費者，定價也不會改變，
而是由華碩承擔。

華碩：不轉嫁零售商消費者
他續說，該公司每年出售6萬部至7萬
部電腦，徵費後料成本會增加逾100萬
元，再加上其他周邊產品，料每年整體
的額外開支或增加至200萬元至300萬
元。

VAIO品牌產品管理主管洪家樂表示，
不會將徵費轉嫁予消費者，因為業界於早
前已為新例作準備，「在定價時已估算
了。」不過，由於徵費影響成本及零售商
資源分配，故可能會令優惠減少。
電腦及電子代理商漢科電腦公司業務發

展部總經理李沛鏗表示，徵費會對毛利較
少的產品有加價壓力，不排除將徵費轉嫁
消費者，如4,000元的組裝電腦會向消費

者加收50元，因為徵費後會出現較大的
行政成本，如售後服務及人事安排協助
等，惟競爭較為激烈的電競電腦及相關產
品相信影響較小。
香港電腦商會創會會長兼香港電器及電

子設備回收協會創會會長張耀成表示，
「四電一腦」政策對電腦產品的影響較
小，以他所知行內甚少因為新例而將售價
調升。

電腦通訊節2018
日期：8月24日至27日(周五至周一)

地點：灣仔會展一號展覽廳

開放時間：周五至周日(10:00至21:30)
周一(10:00至18:00 )

費用：港幣30元* #

*註：身高1米以下小童及65歲以上長
者，或持合資格「殘疾人士登記證」人士
免費入場

#註：購買電腦節門票人士，可於同日免
費入EMFHK「體驗專區」一次；持有
「工銀亞洲香港電競音樂節」賽事門票
（售價為50元、120元、250元）的觀
眾，可於同日無限次免費進入電腦節會場
及EMFHK「體驗專區」

資料來源：香港電腦商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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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會展出5隻傳感技術的機器手臂予市民體
驗，每人可以控制機器手臂1分鐘至2分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洗衣器不需使用洗衣粉，
方便旅行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場內電競產
品增加30%，
加上場內有電
競節帶動，料
電競產品銷情
按年升20%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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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祖彝 攝

港鐵沙中線工程醜聞引發刑事調查，港鐵多名高層
離職。特首林鄭月娥昨日首次回應事件，表明要就事
件全面追查，徹底善後。今次事件涉及有工程人員使
用虛假文書，對香港工程界的專業、誠信造成嚴重傷
害，警方、政府理所當然要嚴肅執法、追究刑責、以
儆效尤；工程界亦應加以配合、協助政府調查，挽回
公眾對香港工程界的信心。政府更須循改善機制入
手，全面加強對港鐵的監管，包括對分判商採取更嚴
格的問責、處分，杜絕類似事件重演。

香港是法治和廉潔社會，工程界亦以堅守專業、誠
信為基本原則，基建工程絕不容許任何弄虛作假。港
鐵工程中，每一個工序完工，按規定需要獲得港鐵的
工程師及工地監管人員的簽名確認，以嚴格的控制監
督，確保工程的品質和安全。這本來就是工程界施工
的慣例。根據《香港法例》第123章的《建築物條
例》，任何認可人士若未有根據圖則或偏離圖則施
工，即屬違法。另外，若有人向屋宇署提交報告，但
報告的內容存有不誠實或失實陳述，亦屬違法。以往
圓洲角短樁案、天水圍天頌苑短樁案，涉事的工程監
理人員均被判監。

沙中線工程出現擅自改動設計、不按圖則施工的情
況，港鐵提交給政府的書面記錄白紙黑字寫有
23,500個螺絲頭，實際卻少了2,000個，無法自圓
其說，有業界人士直指匪夷所思。當中是因為負責
監督的工程人員玩忽職守，還是存在欺詐行為，這
牽涉到工程界從業員的誠信問題，對香港工程的品
質、聲譽影響茲事體大，或已觸犯刑事法律，警方
一定要徹查到底。

工程師學會已發表聲明，表示關注沙中線項目事件
持續帶給整個社會、港鐵公司及整體工程界的衝擊，
學會歡迎政府決定採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又指若有
會員被裁定犯有不誠實或欺詐行為，不論資歷，學會
也不會容忍，一定會採取適當與相應的紀律行動及處
分，包括將他們驅逐出學會。事實上，本港工程界高
度重視專業操守，對會員有嚴格的要求。沙中線工程
案涉及複雜的專業技術、舉證問題，工程師學會應盡
可能給予警方必要的協助，以便警方早日查明真相，
更重要的是，讓違法者受到法律制裁，以收阻嚇之
效。

此次沙中線工程的總承建商禮頓涉嫌違規施工，至
今從未向公眾交代事件，絕對不可接受，更不能任由
其「無王管」。昨日又揭發，禮頓負責沙中線工程的
外籍法定認可人士正在休假，可能已離港。缺少關鍵
人物配合，將增加調查的困難，更暴露可能根本有意
為之，目的就是想推卸責任。政府要加快執法行動，
防範有人逃避責任，並堅決採取規管行動，嚴懲涉事
承建商。

沙中線工程事件被形容為「港鐵史上最大的醜
聞」，港鐵工程部門團隊乃至管理層都負有不可推卸
責任，需全面負責。但是，單單問責並不足夠，更需
亡羊補牢，以免重蹈覆轍。政府將工程判予港鐵，但
不意味着連監管的責任也外判了。此次事件反映，政
府同樣要檢討對港鐵的監管，未來港鐵仍會承建大量
政府工程，政府必須強化運房局、路政署、運輸署等
部門對港鐵的監管力度及範圍，令監管更及時透明，
防止港鐵運作再爆醜聞。

堅決執法徹底善後 維護工程界專業誠信
香港電腦學會的調查發現，逾8成香港青

少年經常使用智能手機上網，有3成會每天
上網超過4小時，更有一半受訪青少年上個
月曾網上消費，而且沒有定期更改密碼的習
慣。利用智能手機上社交媒體、進行網上購
物日益普及，但青少年自控能力差，社會經
驗淺，沉迷上網，容易產生精神壓力，甚至
上當受騙。家長應該更多關心子女，為他們
用手機上網給予適當指引，政府和社會組織
亦應提供更多支援服務，教育青少年適度使
用智能手機。

智能手機已成為青少年最常用的上網工
具。調查顯示，香港、上海和台灣三地的青
少年均有逾80%人常用智能手機上網，其中
香港受訪者有逾30%，平均每日上網超過4
小時，為三地之最，主要用在社交媒體、娛
樂及學習和做功課。

但青少年對保障網上私隱意識不足，大多
沒有定期更改密碼，而且對網絡交友危機意
識不足，容易相信網上虛擬關係，上當受騙
的風險較高。較早前，青協的統計顯示，在
2017/18年度，涉及網上騙案的青少年比去
年增加37%。其中有騙徒以色情短片誘使一
名中三學生購買「紅包」，受害者付出巨額
金錢後才知上當。

青少年處於身心發育關鍵期，沉迷手機上
網影響精神健康。香港兒科醫學會及香港兒
科基金在今年5月及6月進行的調查發現，

有 68%學生因經常手機「在線」而感疲
累，他們經常上社交媒體，引致負面情緒增
加，覺得空虛孤獨、有壓力、憂鬱、自卑的
比率亦較高。香港遊樂場協會的調查也發
現，青少年上網時數與抑鬱及焦慮指數成正
比。

手機上網或帶來一定負面影響，但已成為
日常生活和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要讓青少
年完全不使用手機並不現實，因此需要給予
適當的引導和支援。學校和家長應該高度關
注青少年是否因過度使用手機，情緒出現異
常，加強對青少年正確使用網絡社交媒體的
教育。家長應該協助子女建立平衡的生活方
式，避免讓子女過分沉迷網絡世界，避免與
現實生活脫節，主動引導子女認識不同媒
體、分析資訊真偽，增強自我保護意識。

青少年沉迷手機上網是全球性的問題，世
界各地都在想方設法減少其負面影響。英國
數碼、文化、媒體及體育大臣夏國賢早前表
示，因應過度上網可能損害精神健康，正在
研究立法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時
間。本港或未到需要立法規管青少年上網的
階段，但政府亦應採取適當措施，限制較低
年齡的青少年上網的時間，避免因沉迷、難
以自控而影響健康。資訊科技署、資訊科技
界、民間組織應做好宣傳教育，提供適切的
輔導及支援服務 ，引導青少年善用智能手
機，提升生活、學習的水平。

引導青少年善用智能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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