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居輸液化療 患者滿意度高

洪水橋環保運輸 巴士最平最熱門
首階諮詢3方案 自動捷運最貴 現代化電車冷門

香港新聞A9

2019年10月30日（星期三）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3030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9年10月30日（星期三）■責任編輯：勞詠華

萬聖節海盜帽玩具斧塑化劑超標6倍

■海關發現懷疑不安全海盜帽。

中大製行路發電裝置 行山迷路有電用

■李慧敏現場演示家居化療操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科技
進步，日常步行原來亦可產生源源不
絕的電力。中文大學科研團隊，採用
先進的壓電纖維智能材料，成功研發
輕便創新的電力採集裝置，能夠將步
行時膝部彎曲的動能轉化為電能，可
以持續產生1.6毫瓦功率的電力，足
夠為智能手環、健康監測儀和全球定
位系統（GPS）等穿戴式電子產品持
續供電。團隊計劃開拓商業化應用，
希望能設計出貼身輕便的人體動能供
電衣物。
利用人體動能發電其實並非新鮮

事，通過跑步機、單車等去推動馬達
發電便是常見例子，近年科學界積極
進一步探究如何藉日常活動發電，其
中一個方向是採集步行產生的能量，
唯受制於發電物料的重量和採電過程
產生的額外負擔，一直未能廣泛應
用。
中大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教授廖

維新的團隊，透過採用壓電纖維智能
材料，以膝蓋為支點並巧妙地結合機
械結構設計，成功突破以上限制，做
到「邊行邊發電」。有關成果並獲國
際著名學術期刊《應用物理學快報》
刊登並推薦為特選文章。

慢跑10分鐘 手機充電1%

壓電纖維在折合或彎曲的過程中能
夠產生能量，配合彎曲樑（Bending
Beam） 及 曲 柄 滑 塊 架 構 （Slid-
er-crank Mechanism），能將人體膝
蓋於步行時的自然彎曲及伸直動作，
轉化為電力。
廖維新解釋，膝關節是下半身運動

範圍最大的關節，其產能亦較其他部
位多。團隊製作了重307克、長約27
厘米的輕便裝置原型，測試員佩戴上
大腿及小腿後，以每小時2公里至6.5
公里的速度慢行，可持續產生1.6毫瓦
（milli Watt）功率的電力，能啟動包
括智能手環等穿戴式電子產品，但不

會明顯加重佩戴者負擔。此外，未被
耗用的能量亦會自動儲存在裝置內，
如慢跑10分鐘，亦可能為智能電話提
供1%的電力。
廖維新表示，裝置對登山及遠足

人士最有幫助，即使身處深山、於
荒野迷路，只需走路已可持續進行
監測和定位，甚至在必要時發出求
救信號。
他指團隊計劃進一步改良裝置，包

括減輕重量及提升發電量兩方面，並
會探討商業化應用，「例如夥拍登山
用品、運動服裝生產商，設計出貼身
輕便的人體動能供電衣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萬聖節
將至，不少人會買道具扮鬼扮馬，但
香港海關抽查市面應節玩具時發現，
一款海盜帽及一款玩具斧頭的塑化劑
「鄰苯二甲酸酯」較法例規定最多超
標6倍多。海關提醒，長期攝取塑化
劑或會危害兒童健康，包括對肝臟、
腎臟、生殖系統和發育生長造成毒性
損害，家長應留意避免讓兒童長時間

接觸含過量塑化劑的玩具和兒童產
品。
海關人員早前在全港多區進行特別

巡查行動，試購12款萬聖節玩具作安
全測試。
政府化驗所結果顯示，其中一款海

盜帽及一款玩具斧頭含有的「鄰苯二
甲酸酯」總重量分別為 0.73%和
0.17%，較《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

例》及其附屬法例規定的0.1%上限最
多高出6倍。海關人員遂於10月25日
採取行動，在一間零售商檢取共兩件
懷疑不安全的海盜帽。
另外，一款未附有識別標記及雙語

警告標籤的骷髏骨連身衣褲，涉嫌違
反法例規定，海關人員前日勒令一間
零售商將違規的6件骷髏骨連身衣褲
儲存於指定地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每
年約有3萬宗新增癌症個案，預計癌
症發病率將不斷上升，為醫療系統帶
來沉重負擔。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
院自2017年起引進「家居化療」技
術，讓一部分需要長時間輸液化療的
病患在家進行治療，在紓緩醫院病床
緊張的同時，亦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質
素。
「香港臨床腫瘤科學會」於2017年

11月至今年3月進行一項有關家居化療
的研究，涉及24名癌症患者及29個相
關化療療程，顯示家居化療與傳統方法
一樣安全有效，參與患者滿意度高。

冀普及至逾六成病人使用
東區醫院臨床腫瘤科專科副顧問醫

生李慧敏介紹，化療可透過多種形式
進行，包括靜脈注射、口服藥物、脊

椎注射等，其中腸胃癌及胰臟癌患者
很多需要長達48小時的靜脈化療。傳
統的醫院化療是讓這些患者住院，
「打兩日點滴」後出院，家居化療則
是將輸液過程轉移至患者家中完成。
家居化療中，醫護人員會在患者來

院就診時，將導管植入患者的胸部靜
脈，並調校好便攜式輸液泵，患者留
在門診觀察兩小時，若未出現不良反
應，可回家繼續輸液，46小時後，再
回到門診移除裝置。在家輸液期間，
患者可以照常淋浴、睡眠及外出，相
較住院有較大自由度，並能增加與家
人相處的機會。
李慧敏表示，家居化療只適用於身

體狀況基本良好、神志清醒，以及有
照顧者協助的患者。現階段約有三分
之一癌症患者選擇家居化療，希望未
來可普及至六成以上。院方並設有24

小時熱線電話，如患者進行家居化療
期間有疑問，可致電查詢或另作安
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 )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就洪水橋新發展區的

環保運輸服務進行首階段諮詢，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張仁良昨日表示，在

3個方案中，以成本最低需200億元至250億元的環保巴士系統，以及成

本最貴需400億元至450億元的自動捷運系統，較受交諮會委員熱論，餘

下的現代化電車則較少討論。惟最終哪一個方案最可取，需視乎其成本效

益、環保效能及市民的負擔能力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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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運輸系統路線。
土木工程拓展署網頁圖片

▲張仁良(左)指3個方案均
非常環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健文 攝

■民建聯舉行圓桌會議，左起：謝偉銓、黃澤恩、陳克勤、
葉文祺。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土地房屋問題是
香港社會面對最嚴峻的民
生問題，早前發表的新年
度施政報告，着墨最多是
土地房屋政策。民建聯昨
日舉行圓桌會議，專家及
學者評論施政報告的土地
房屋政策。他們均認為，
該份施政報告的土地房屋
政策有求變的心，但尚欠
宏觀而全盤的計劃，並呼
籲特區政府透過改變土地
用途、調整地積比等措
施，增加可建住宅單位數
量。

讚施政報告積極求變革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

議員謝偉銓昨日以「積極求變革，執行恐
乏力」來形容新年度施政報告的土地房屋
政策。
他認為，房屋土地的供應短期不能大幅
增加，但可以透過重新分配土地用途，紓
緩當前的燃眉之急，例如發展部分粉嶺高
爾夫球場，或透過增加密度，即把原本3層
高的樓宇改建為30層高，以及「地積轉
移」等方法來增加住宅用地，以興建房
屋。
謝偉銓指出，雖然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
出3年興建1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但是主
要依靠非牟利機構營運，故建議政府可自
行着手興建部分過渡性房屋，「（政府）
起5,000個都好，幫得就幫，為中、長期的
措施作緩衝。」
他續說，政府各部門之間過往一直各自
為政，例如運輸及房屋局及發展局在土地

房屋問題上，職能重叠，使效率減低，故
建議盡可能減省程序，以提升效率。
「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

葉文祺認為，施政報告中的土地房屋政策
可分3類，首類是舊政策，即土地共享計劃
和明日大嶼；第二類為舊政策優化，即新
發展區外棕地；第三類是全新措施，即過
渡性房屋和收回3個寮屋區。
他指出，過去10年，政府興建的公屋增

加14萬間，但比對上10年只額外安置了
4,000人；同期，有13萬間私樓落成，卻多
住了51萬人，可見每間公屋單位的平均居
住人數漸趨下降，而居住私樓尤其租戶的
每單位平均居住人數則漸趨上升，此現象
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劏房增多。
他認為，政府政策欠清晰目標及不夠全

面，例如一方面放寬按揭成數，但另一方
面沒有同時增加房屋供應，以致過去兩星
期的十大二手屋苑的成交價飆升200%。建
議政府重推優化版本的租置計劃、鎖定租
置屋及居屋的補價、全面開放「白居二」
市場及青年首次置業的免息貸款。

土地供應政策選項利弊
項目

收回新界棕地

收回市區內劃作
高密度發展房屋

收回市區寮屋區

土地共享計劃

明日大嶼

■資料來源：民建聯圓桌會議與會者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優點

棕地較零碎，可
減省規劃時間，
建屋時間較快

鄰近市區

鄰近市區

優點視乎成效

提供額外土地

缺點

居住環境不及新發展區，四周可能仍是貨
櫃場、拆車場

收地難度較大，地皮面積未必大，興建公
屋有機會成本較大

合共僅提供7公頃土地，只能興建小型屋邨

主導權在於發展商，成效視乎反應熱烈與
否

20年後才有土地可建房屋

■廖維新(右) 及博士研究生高飛 (左) 用半年
時間成功研發一套人體動能採電系統。

中大供圖
■整套裝置系統原型僅重307
克，非常輕便。 中大供圖

土拓署早前完成洪水橋新發展區的環保
運輸服務首階段研究，初步選出自動

捷運系統、環保巴士系統及現代化電車最可
行，並就此進行公眾諮詢。
3個方案中，以自動捷運系統最快速及最
昂貴，估計由泥圍站至流浮山站只需13分
鐘，初步造價為400億元至450億元。環保
巴士系統行走同樣路線的需時最長，要20
分鐘，但成本最便宜，只需200億元至250
億元。

看成本效益 顧及市民負擔
交諮會昨日開會聽取政府的研究結果和建
議。張仁良在會後表示，洪水橋新發展區是
香港新一代新市鎮，可望成為新界西北的區
域經濟及文娛樞紐，高效便捷的環保運輸服
務，對地區的發展極為重要，故委員均支持
採用環保及高效的運輸模式，以方便市民往

返。
他表示，委員在會上均認為，3個方案均

非常環保，但委員討論得最多的是環保巴士
系統，因其造價較低，其次為自動捷運系
統，有效性相當好。至於在速度及造價均中
規中矩的現代化電車則較少討論。
他解釋，最終選取哪一個方案，需視乎其
成本效益、環保效能及市民的負擔能力而
定；他舉例說，要知道發展區未來的住屋類
型，是公屋數量多還是私人樓宇數量多，才
能了解居民能否承擔有關收費，故未來需有
更多資料才可作決定。政府日後進行第二階
段諮詢時，交諮會將再作討論。

啟用時豁免新隧道收費
交諮會昨日亦討論政府於新年度施政報告

提出，當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海底隧道於明
年底通車時，豁免新隧道和青嶼幹線的收

費，以及當將軍澳—藍田隧道在後年底啟用
時，豁免新隧道和將軍澳隧道的收費。
張仁良指，委員對政府豁免隧道收費的措

施表示歡迎，因可減低市民、公共交通營辦

商及運輸業界使用相關隧道和幹線時的費
用。
他續指，委員亦得悉政府計劃在其他政府
收費隧道和青沙管制區，逐步推展「不停車

繳費系統」，以及正研究按「擠塞徵費」的
理念和「效率優先」的原則，釐定各類車輛
於不同時段的收費水平，從而更有效分配路
面空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次攪珠日期：11月02日(星期六)

10月29日(第19/121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874,550 （6注中）

三獎：$45,060 （310.5注中）

多寶：$75,7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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