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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昨日凌晨
在社交媒體上預
告自己將會勝
訴，不久後再發
文稱英國紀律聆
訊案件已經結
束，表示自己
「大獲全勝」並
公開感激支持
者，並強調「公
義是不會缺席
的 」 。 SDT 在 回
應傳媒查詢時表
示，審裁法庭已
駁回對何君堯的
指 控 ， 因 此 他 在 ■何君堯宣布在紀律聆訊中「大獲全勝」，稱公義
fb截圖
英 國 律 師 資 格 冊 是不會缺席的。
上的身份將不受
他發起多宗法律訴訟，包括針對
影響。
他律師資格的紀律聆訊。
何君堯昨日中午再發表題為
何君堯表示，非常感激國家及各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 界戰友在過程中對他的支持和鼓
霸王》的文章，指自己過去 4 年在 勵，並強調自己會繼續堅定地為國
立法會中受到西方政客及反對派 家、為香港、為社會服務，未來還
的各種重點打擊，英國和香港向 有許多硬仗需要大家支持。

「黃店」
貴價又難食
「黃絲」
貼錢買難受

「黃店難食」係經過反覆驗證
嘅真理，奈何「黃絲」總係食完
又呻、呻完又食，簡直係貼錢買
難受嘅典範。網民「Chi Chan」
近日喺 facebook 開 post，怒貼喺
「黃店」「灣仔新景園咖喱小
廚」叫嘅咖喱豬扒飯，除咗難
食，埋單更盛惠 102 蚊，難怪網
民都話掠水先係「黃店」嘅「看
家本領」。
就咁睇「Chi Chan」貼嘅圖片，
呢碟咖喱豬扒飯同一般茶餐廳賣嘅
冇乜分別，但佢就將個味道形容得
好傳神：「咖喱汁得個死辣，完全
無（冇）香味同其他味道，豬扒大

大件但咬落去淋（腍）既（嘅）凍
既（嘅）……果舊（嗰嚿）薯仔中
間仲要唔熟實心既（嘅），奶茶唔
香唔滑，跌102（蚊）算，一定無
下次！」
「Yip Sagat」都嚟分享中伏經
歷：「幾年前係（喺）灣仔返工，
食晏食過一次。食完一次伏到hihi，
仲要唔平。沒下次 la（啦）。」
「Chi Chan」就回覆：「85蚊去西
灣河某秘店可以食到兩碟咖喱蛋包
飯連凍飲。」「April Man」就揶
揄：「你哋唔識叫，佢哋照（招） ■有網民話呢碟加埋凍奶茶盛惠 102
牌菜叫『掠水魚』。」
蚊嘅咖喱豬扒飯又貴又難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fb圖片

工程團隊「飽和高壓」作業 周期 適應海床底工作生活免患減壓病

英律師審裁處裁定投訴何君堯不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
有攬炒派針對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在 2017 年一個集會上的言論，向
英國律師管理局（Solicitors Regulation Authority, SRA） 投 訴 ，
SRA 隨即調查當中言論有否涉及
專業不當。日前，律師紀律審裁
處 （Solicito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SDT）發表裁決指投訴不成
立。何君堯在得悉維持英國律師
資格後在社交平台上發帖，強調
「公義是不會缺席的」。
何君堯在 2017 年 9 月 17 日參與
添馬公園舉行的「革走戴耀廷吶
喊大會」，其間附和屏山鄉委會
主席曾樹和高呼「港獨」者必須
「殺無赦」的言論。有攬炒派中
人指稱何涉嫌發表仇恨言論，或
違反 SRA 的標準或要求，並作出
投訴。SRA 就此立案，調查何君
堯有否專業失當。
有關投訴的聆訊一連 5 日以視
像形式進行，據知曾傳召包括何
君堯本人在內的不同證人作供。

屯赤隧道新技術創六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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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赤鱲角隧道將於本月 27 日開通，市民



日後往返屯門南及香港國際機場只需 10 分鐘，

4BZ

較現時縮短約 20 分鐘，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
帆指出，為讓市民節省 20 分鐘行車時間，背後

是工程團隊多年的心血和汗水，策劃和興建這條跨海隧道時更
引入多項創新技術，創造了六個「第一」，包括鑽挖工人需分
組在海床底下工作和生活，避免工人患上減壓病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帆在網誌撰文指出，屯赤隧道全長約 5 公里、深入水平面以下約 60
陳米，是現時本港長度和深度第一的行車隧道。本港雖有使用沉管方式

興建三條過海行車隧道的經驗，但屯赤隧道的走線橫跨交通繁忙的龍鼓水
道，該處海床又設有重要供電設施，工程團隊遂於海床底下以鑽挖方式建
造，減少對周遭環境影響，亦成為全港第一條以這種方法興建的行車隧道。

全球最大隧道鑽挖機挖掘
工程採用直徑達 17.6 米，等於 6 層樓高度的全球最大隧道鑽挖機「秦良
玉」挖掘隧道，但面對花崗岩等堅硬岩石，鑽挖機 200 多個刀具亦會不斷耗
損，工程人員要經常檢查及更換。
由於工程在深入水平面以下約 60 米進行，四周大氣壓力是地面六倍，若
以普通深潛技術檢查及更換刀具，工程人員每天工作前要先進行加壓，讓身
體適應更高的大氣壓力，然後再在完成工作後減壓，故工程團隊首次引進
「飽和高壓」技術進行工程，要承受患上減壓病（俗稱潛水夫病或沉箱病）
的風險大大減少，且每天實際工作時間亦由不能多於兩小時增至六個小時。
「飽和高壓」技術是將接受過專業訓練的工程人員，把他們工作及起居生活
包括飲食、休息、洗澡和睡覺等，全數轉移到海床底下。工程人員以4人為一
組，28天為一個工作周期，其間每天由加壓的生活艙，經運輸艙載送至鑽挖艙
工作，完成工作後再返回生活艙。經過25天工作後，則會到減壓艙進行為期3
天的減壓程序，重新適應地面大氣壓力。工程團隊總共進行了18個周期的「飽
和高壓」作業，安全及有效率地更換了超過1,400個隧道鑽挖機刀具。

預製組件省時 車道下設公用設施
同時，為盡快完成項目，隧道內壁、上方抽風管道面板、中層道路護欄及
公共設施走廊等，都使用大量預製組件興建，減低在工地施工時使用的混凝
土模板及臨時支撐，減少施工時間、天氣對施工進度影響，並令工程更安
全。
為在維護隧道公用設施時不影響隧道行車，屯赤隧道另一個「第一」，是首
次於本港隧道行車道下方設置公用設施走廊，安放排水管道、消防喉管、供電
及訊號系統裝置等公用及機電設施，令日常維護工作可於日間進行，同時也善
用隧道行車道下方空間，而走廊內亦設有電動車，提高檢查和維修工作效率。
該項隧道工程還採用其他創新設計和技術，如接駁鑽挖隧道南端出口至地
面一段工程，創新採用環形連續牆作臨時護土設施，以拱形效應增加抵抗兩
旁泥土壓力的能力，大量減少橫向支撐數量，擴大施工環境並減低風險。這
項技術榮獲 2019 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期刊 New Civil Engineer 的創新設計和
實踐大獎。

中大醫院下月 6 日投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籌建六年的香港中文
大學醫院，將於下月 6 日起正式投入服務。院方表
示，首階段會提供七項服務，包括專科、普通科和眼
科門診服務，以及內視鏡、物理治療、影像診斷，以
及心臟檢查服務。
院方上周五（18 日）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專頁表
示，中大醫院已正式取得醫院牌照，故會在明年 1 月 6
日投入服務，成為本港第 13 間私家醫院，但與其他私
家醫院不同，中大醫院乃本港首間非牟利的私營教學
醫院，由香港中文大學全資擁有，並設有 516 張住院
病床、90 個日間床位、23 張日間手術中心病床、28 間
手術室、8 間急症門診中心診症室、49 間專科門診診
症室。

至今未公布服務收費
中大醫院在籌建過程中承諾，每年會接收逾萬宗由醫
管局轉介的專科門診及日間手術個案，以紓緩公營醫療

服務壓力。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今年中透露，院方按
手術類別及病人風險訂定不同價格，七成住院服務以
「套餐」形式提供，並會與保險公司洽商合作計劃。不
過，中大醫院至今仍未公布具體服務收費，只表示本
以病人為本的宗旨，收費將是透明及可預算。
中大 2014 年向政府提交建議書，提出發展一所非
牟利及自負盈虧的教學醫院，後命名香港中文大學醫
院，以支持政府推動公私營醫療雙軌並行，中大同年
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贈 13 億港元以發展中
大醫院，選址毗鄰東鐵大學站的中文大學。
經過約 9 個月投標資格預審及招標程序，中大醫院
2016 年 8 月委任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為設
計及建造工程合約總承建商，為本港首間以設計及建
造合約方式為工程招標的私營醫院，政府同年向中大
醫院貸款 40.33 億港元，而醫院工程原定今年 5 月中竣
工，下半年投入運作，惟疫情影響令工程延遲，但最
終也完工可投入服務。

「藥聖」
李時珍獲選年度國史人物
香港文匯報訊 2020 年新冠疫情席捲全球，醫藥與科
技是社會關注焦點。國史教育中心今年舉辦的「年度中
國歷史人物選舉」，選舉結果於昨日公布，在專家學者
推舉的五位與科技相關的歷史人物，有「藥聖」之稱、
著有《本草綱目》的明代醫學家李時珍獲得超過 3 萬票
當選。
是次「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特別以「科教興國，經
世濟民」為主題，吸引了破紀錄的 261 間學校近 5.5 萬名
中小學生與公眾人士參加。有份揭曉結果的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李美嫦表示，新修訂的初中中史課程特別加強中國科
技史內容，與是次選舉主題不謀而合。她認為疫情凸顯了
醫學及科技之重要，期望學生能更深入認識國家，了解中
華文化科技創新的一面。

■李美嫦（右二）指，新修訂的中國科技史內
容，與主題不謀而合。
國史教育中心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