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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活動
科學館內活動

活動

中醫及中西醫結合預
防慢性疾病的策略

模擬昆蟲標本工作坊

樂在「耆」中──玩
具篇

創建電子鋼琴工作坊

對象

公眾

6歲至12
歲小童及
家長
60 歲 以
上長者
小四至中
三學生

日期

14/4

14/4、
28/4

16/4

17/4、
23/4

時間

15:30至16:45

11:30-12:30、
14:00-15:00

14:30-15:30

10:30-11:30

收費

免費

免費

免費

60元

其他地區活動

活動

汀角生態
導賞團

基礎數碼
系統設計
和設備

STEM木
工工藝班

資料來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地點

大埔汀角

理工大學

馬灣太陽
館度假營

對象

8-75歲

15歲或以
上

中一至中
六學生

日期

20/4

20/4

22-23/4、
25-26/4

時間

14:00-
17:00

14:30-
17:30

----

收費

免費

50元

65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政府昨日刊登
《憲報》，公佈行政長官以大學校監身份接納中
文大學校董會的提名，再度委任梁乃鵬中大校董
會主席，由2019年5月1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中大校長段崇智對梁乃鵬獲續任校董會主席表

示歡迎，他指過去三年中大於梁的卓越領導下，
繼續於亞洲的大學中穩佔領先地位，大學管理層
期待與校董會繼續合作無間。
梁乃鵬指，很榮幸再獲委任為中大校董會主

席，未來將繼續與各校董、大學管理團隊以及所
有中大成員緊密合作，提升中大於香港、區內以
至世界的影響力，讓大學成就再創新高。

梁乃鵬續掌中大校董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本港
多所學校近日被爆出現行政混亂問
題，教育局的監管角色受質疑。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強調，局方監
管工作一直沒有減輕，惟並非每次
都「大鑼大鼓講」，他以近日被傳
媒報道較多的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
小學（沙呂小）賬目混亂一事為
例，指當局早於傳媒報道前已展開
調查，認為若純粹因報道而認為教
育局監管失誤，評價並不公平。他
又指，局方在調查中發現一些可能
違反法律的情況，已交予適當執法
機構跟進，但不會公開評論執法問
題。

楊潤雄：監管失效評價不公
在昨日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

上，有議員質疑，教育局每每要在
傳媒報道學校管理問題，或收到投
訴後才跟進，要求局方交代監管情
況。楊潤雄回應指，局方一直注重
學校監管工作，並跟進教師投訴，
惟調查過程不會高調公開，認為外
間以此斷言「校本機制」及教育局
監管失效並不公平。
會後他進一步指，局方對沙呂小

的調查早於傳媒報道前已開始，且
不只關於報道提及的遊學團賬目事
宜，亦有調查校內教學人員晉升及
內部財務的問題，教育局早前已就
事件向校方發警告信，指出學校所
犯的錯誤和需要改善的地方，而學
校也有提交改善方案，局方會繼續
緊密監察，確保學校落實執行改善
方案。

遊學賬目混亂 涉事人被處分
沙呂小前日公佈遊學團賬目事件

的校內調查，當中確認校長薛鳳鳴
及教師文雁菁曾多次違反指引，包

括違規將大額款項存入私人戶口及學校夾萬，但
認為當中不涉挪用公款。
據了解，該校董會已向薛、文二人發書面及口

頭警告。楊潤雄昨日亦確認，校方已對涉事人作
出處分，但作為教育當局，不適宜於公開場合討
論個別人士的處分內容。
教育局前日回覆時提到，會將沙呂小事件交予

執法機關跟進，被問及具體跟進方向，楊潤雄強
調不會在公開場合評論涉及執法的問題，只是當
局於調查中有發現一些可能違反法律的情況，便
會交予適當的執法機構處理。
他又表示，從局方角度來說，會根據涉事校長

有否違反專業操守，看其是否適合留任，而因現
時執法機構正調查事件，局方會在有需要時作出
適當行動。
另外，財委會特別會議上亦有議員關注文憑

試及通識科對學生造成的壓力，楊潤雄表示，檢
討課程的專責小組正就新高中內容檢視，期望年
中提出初步建議，展開諮詢收集意見後教育局會
考慮，總體希望為學生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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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特區政府昨日宣佈，行政長
官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四
條委任周松崗(右圖)由下月1日
起為市建局董事會主席，任期3
年，接替任期屆滿6年而離任的
蘇慶和。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歡迎
周松崗出任市建局董事會主席，並指對方從事公
職多年，在商界亦有廣泛經驗，將能帶領市建局
面對未來挑戰。同時，行政長官並再度委任/委
任17名市建局非執行董事，包括4名官方非執行
董事，任期3年，同樣於下月1日起生效。

黃偉綸特別感謝蘇慶和貢獻
黃偉綸亦特別感謝蘇慶和對市建局的傑出貢

獻，「他帶領市建局以更廣闊視野推展市區重建
計劃，包括以小區發展模式在九龍城推動市區更
新，帶來更全面規劃及社會裨益。」
黃偉綸指在蘇慶和的領導下，市建局展開多項

策略性研究，以前瞻性的思維探討市區更新的未
來路向；同時致力確保市建局保持財政穩健，為
市建局長遠發展奠下穩固基礎。
9名新委任的非官方非執行董事為鄭泳舜、蔡

淑蓮、何永昌、李浩然、羅婉文、鄧寶善、湯
棋淯、唐仕恒及黃元山。4名再獲委任的非官方
非執行董事為陳家珮、陸觀豪、黃吳潔華和黃
奕鑑。

周松崗下月起掌市建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領展近來先
後將旗下多條屋邨的商場及停車場，出售予
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基匯資本，當中28個停
車場將於5月1日起全線加租，平均加幅達
12.6%。民建聯昨日向基匯資本示威，要求
該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撤銷加租決定或下調
加幅，以免公屋居民生活百上加斤。

柯創盛劉國勳等請願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劉國勳聯同
10名市民，到橫頭磡邨多層停車場請願。
他們舉起橫額，表明反對基匯資本的停車場

加租。柯創盛表示，受加租影響的停車場租
客以中、低收入的市民為主，部分是「搵食
車」司機，對停車場租金升幅的承受力有
限，但基匯資本轄下28個停車場計劃於5月
起平均加租12.6%。「這個加幅不但遠高於
通脹，亦比房委會停車場最多8%的加幅為
高，就算毗鄰的部分私營停車場，加幅亦不
過10%。」
民建聯對基匯資本接手屋邨停車場後不久

就大幅加租，表示非常失望，強烈要求基匯
資本顧及基層社群的承受力，撤銷加租決定
或下調加幅。

民記反對基匯屋邨車場狂加租

■民建聯反對基匯資本轄下屋邨停車場大幅加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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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轉科學嘉年華」昨日起一連三天在
科學館低層廣場舉行，香港科技大

學化學系因應今年是「元素周期表」誕生
150周年，特別在活動上列出數十種元素，
市民還有機會利用磁石吸起部分元素實
物，或親手拿起不同元素近距離觀察及比
較，從而了解各種元素的特性。
科大並在活動上展示一些由放射性元素
製成的物品，包括一隻古董玻璃杯，科大
化學系講師陳鈞傑指，鈾是玻璃中顏色的
來源，古時人類不知道它含放射性元素，
會影響腎臟、腦部、肝臟及心臟正常運
作，一直用鈾來製作有熒光效果的玻璃
杯。
不過，陳鈞傑亦指放射性元素亦不是完
全沒有作用，指辦公室及商場常見的煙霧
探測器亦採用放射性元素氧化鎇，「它會
發出帶正電粒子的輻射，當粒子被煙霧阻
擋，由粒子流動引起的電流會被降低，從
而觸發警報器發出聲響。」

眼耳口鼻素描 AI變真人面孔

職業訓練局亦有參與
嘉年華，該局的 STEM
教育中心在活動上放置電
腦供參觀人士試用人工智能
（AI）技術，只要參觀人士在
電腦上畫上具眼、耳、口、鼻的
面部素描，曾輸入4萬張人像相的神
經網絡模型，便能將簡單的平面圖像
變成真人面孔。
職業訓練局STEM教育中心助理項目主

任彭光輝指出，外國已經利用同類技術應
用於磁力共振等治療上，透過特徵提取協
助醫生了解病人的身體狀況。
他並指有關技術的用途廣泛，不排除日

後亦可以協助警方將通緝人士的拼圖變得
更逼真，令市民更易辨認。
除了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觸及使用的技術

外，亦有參與機構向市民介紹自然科學，澳
洲博物館就將水、油，加入色素，模擬火
山，再將一粒發泡錠放入「火山」中，為
「火山」帶來氣體，令氣泡附着混合了色素
的水滴浮至水面，模擬火山爆發時氣體從熔
化的岩石中被釋放，及上升到地面時的情
況。

盼增進市民對STEM認識
今年的「2019香港科學節」以STEM為主

題，康文署即日起至本月28日期間會提供逾
150項活動讓公眾體驗，李美嫦指STEM教
育是政府近年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發展的重要
一環，期望科學節可以增進市民對STEM教
育的認識，並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AI技術可以將簡單的
素描變成真人面孔。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辦公室及商場常見的煙
霧探測器亦採用放射性元素

氧化鎇。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小朋
友在攤位

參與科學實
驗。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科大辦活動助溫故知新 可親手拎近距離觀察比較

■市民有機
會利用磁石吸

起部分元素實物。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香港

文匯報訊

（記者 顏晉

傑）不少中學生

均背過「元素周期

表」，但長大後又記得多少

個元素呢？有機構在昨日開幕的「香港科

學節」活動──「玩轉科學嘉年華」上向

市民展示約70種不同元素，並介紹相關元

素的功能，指出放射性元素亦一樣有其用

途，與市民溫故知新。主辦科學節的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期望，活

動可以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