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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持續

超過一年，飲食業備受

前所未有的衝擊，一年一度

的 《 香 港 澳 門 米 芝 蓮 指 南

2021》新星級餐廳名單因應疫情昨

日改為網上發布，本港今年共

有69間餐廳喜獲摘星殊

榮，去年榮膺三星的7間

頂級餐廳，包括 Ca-

price、 L'Atelier de

Joël Robuchon及龍景

軒等今年悉數「冧

莊」，59間食肆則獲

一星，當中7間屬新上

榜；二星餐廳則有12

家，兩間新上榜。

本港7間新上榜一星餐

廳，包括列世界50最佳餐廳

的大班樓、來自日本兼贏得倫敦米

芝蓮三星的高級壽司店The Ara-

ki、提供超過20種串燒的日

本串燒店 Yardbird，以

及去年 7月在全

球疫情嚴峻之際

新開幕的歐陸菜Ando

等。

隨着兩間新入選餐廳加入，本

港共有12間二星餐廳，首次獲二星

的是由女性主廚兼老闆劉韻棋

主理的Tate。《米芝蓮指

南》指這家精緻餐廳悠

遊於法式與中式料理之

間，服務細緻；另一間

是在香港瑞吉酒店的

L'Envol，由法國大廚

Olivier Elzer精心製備

的菜式，掌握了法式精

緻餐飲的精髓。

指南今年首度公布新

設「米芝蓮綠星」，表彰為

努力推廣永續美食的餐廳，香

港的Roganic及澳門的旅遊學院教

學餐廳同獲頒此獎項。Roganic

團隊選用在地禽類及蔬菜，

並完整使用每個食材，

做到零浪費。

2019年攬炒派瘋狂叫人
「抗爭」，到今時今日剩
低啲咩？可能就係商機。
近日，有「潮牌」推出所
謂潑墨風格服飾，靈感聲

稱來自修例風波中「俾水砲車驅散嘅示威
者」喎。facebook專頁「佬訊」就話諗起有
人仲坐緊監，但有班人喺背後數緊錢就想作
嘔。連登亦有網民不滿呢種做法，批評佢哋
消費「前線」，但仍有好多「黃絲」話想
買，咁就喺網上又掀起罵戰嘞。
根據網上圖片可見，該被稱為「潮牌」嘅
「Vetements」嗰堆服飾以黑色或白色為底
色，再配上潑墨風格的藍色，仲話靈感來自
修例風波期間水砲車噴向示威者嘅藍色水
喎。原來咁都可以用嚟生財，真係令人大開
眼界。

網民鬧爆「人坐監你數錢」
「佬訊」就出 post 自嘲唔識打「國際
線」，唔知道咁樣算唔算「引起國際關

注」，但就批評佢哋食緊人血饅頭，「但諗
起當仲有好多人坐緊監時，第時可能有班
rich kids（有錢嘅青少年）著（着）住件衫
周圍走，又有班人係（喺）背後數緊錢，我
有啲作嘔。」
連登網民「JayJayfool」亦開post討論事

件，但同係「黃絲」都有不同意見。反對呢
種行為嘅網民「Simon Lim」覺得商家好無
道德：「已經分唔出係幫你引起關注定恰×
你……即係如果有人出件衫話靈感來自納粹
集中營猶太人囚衣，猶太人會有咩反
應……」「勇武bro（已退埸）」質問：
「有無理過『前線』感受？不過一定一大班
港豬想買黎（嚟）威威。」「慾搏大師」同
樣認為：「消費『前線』，到時又會有大把
港豬喺度打卡。」
「許彤」更直質問商家會唔會課返金畀所謂
「抗爭者」：「抽完水要課金畀相關嘅人好
似係國際禮儀。」「Kasper Tang」就揶揄：
「驚×咩，香港人咁好烚（恰）。可能抽完水有
啲香港人覺得係商機幫你掃貨添（）呀。」
「支持」呢種行為嘅網民「Ann Wu」認

為個個都食人血饅頭啦：「大把人賣『抗
爭衫』，係咪咁又叫人血？」「慕容燕」舉
手想買：「要買幾件支持吓了。」咁又係，
坐監就話有囚服啫，喺出面嘅人都仲要換唔
同嘅衫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家好

Vetements賣暴動衫 消費「染藍」暴民

漫畫家「怪叔叔」盧熾剛
（Cuson Lo）喺修例風波
時，經常喺facebook發表大
量煽暴及散播仇恨嘅漫畫文
宣，一度被「黃絲」標榜為

「有良心」。但佢日前接咗嗰私人貸款廣告，
就俾一眾網民鬧爆，不滿佢幫貴利佬賣廣告，
又話呢啲財仔會害到後生仔成世還債，大罵
「怪叔叔」變「大耳窿」咁話。
同「熱狗」一向好friend嘅「怪叔叔」之前

接到商家廣告，幫手宣傳一間韓國企業研發嘅
所謂「穿戴式空氣清新機」，講到戴咗之後可
以過濾一堆細菌云云。結果呢，「熱狗」喺疫情
期間一直聲稱戴口罩以至政府其他防疫措施都
係「政府用來限制港人自由嘅陰謀」，同樣係親
「熱狗」嘅「手作達人」吳斯翹「Billie Ng」就企出
嚟揶揄個口罩「勁似狗口罩」，唔少網民亦質
疑「怪叔叔」為咗收廣告錢而誤導市民。
日前，「怪叔叔」又再接咗個私人貸款公
司嘅廣告，仲畫咗成頁漫畫，調侃自己朋友一
聽要借錢周轉，一個個即刻走晒，只有呢間公
司願意借錢幫手。佢仲寫咗段廣告獨白：「真
正嘅友情唔可以用錢衡量，因為一講到錢就冇
啦。我呢班果然係真朋友，不過周轉就梗係

搵兄弟啦！」

網民與業界恥笑冇良心
網民「Siaki Hung」就對盧熾剛今次做法好

失望：「最不屑啲財仔廣告講到借完唔洗（使）
還咁，仲有無得借錢就等如無得shopping去旅
行咁，真係痴（黐）×線。」「Elaine Chan」
亦不滿曾經嘅「良心」漫畫家「墮落」成咁，直
言超失望，「呢啲財仔真係害好多細路一世還
債。」「Chung Wai Lam」亦話：「攞綜援好
過欠卡數、借財仔啦。」
「Nash Lam」就鬧盧熾剛為咗錢放棄良

心：「都啱ge（嘅），良心值幾錢。」「Matt
Lee」諷刺盧熾剛嘅facebook主頁名字「怪叔
叔の散步道」，話佢係「大耳窿no散步道」。
早前經常同盧熾剛「捆綁」出現嘅漫畫家

「草日」梁仲基，亦被網友點名問點解無出現
喺呢個廣告漫畫中。「Sarah Ho」仲問佢哋
係咪「絕咗交」。「Suki Ho」就話，「擺明
『草日』老師唔會接呢啲廣告喇。」又打咗盧
熾剛一巴。
其實呢，搵人賣廣告真係要搵啱人，如果

唔係，分分鐘會帶嚟反效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文憑試將
於4月下旬開始，考評局昨日公布今年考
生數據：今年總報考人數約5.21萬人，較
去年微跌1%，數字再見新低，其中七成
考生選擇「4+2」應考組合。此外，考評
局最新一期財務報告顯示，在政府補助逾
5,000 萬元情況下，2020 年度錄得逾
1,700萬元盈餘，較2019年下跌兩成三。
隨着適齡高中畢業人口持續下降，

2021年文憑試考生人數再見新低。考評
局表示，截至去年12月16日約有5.21萬
人報考文憑試，較去年減550多人。其
中，學校考生減少近2,000人至4.4萬
名，自修生則增加1,400人至逾 8,000
名。今年考生中，有70.5%選擇報考4個
核心科及兩個選修科；另有104人選擇挑

戰「4+4」報考8科，佔總人數0.2%。
在各選修科目中，生物科最受歡迎，共

13,115人報考，其次為化學科（12,389
人）及經濟科（12,307人），只有84人
報考的綜合科學則最為冷門。
近年文憑試考生減少，影響考評局財政

穩定，教育局為此向其分4年撥款3.6億
元，支持其 2018 年至 2022 年運作，
2019/20年度該局便獲政府補助約5千萬
元。但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考評局2019/
20年度最新財務報表顯示，在獲補助下
考評局全年盈餘仍較之前一年下跌約
23%，只得1,744萬元。其中，文憑試相
關收入由1.87億元下跌至1.82億元，收
入跌幅最大的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則
由約8,000萬元銳減至5,700萬元。

文憑試生減1% 七成人「4+2」應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香
港職業工傷個案每年平均3.5萬宗，
而受傷較嚴重、病假多於半年的個
案佔去當中4,000宗。現時工傷評估
一般只靠醫療人員憑經驗判斷，但
有時過於保守，導致預算病假及康
復期遠高於實際需要，不單影響傷
員收入，更有機會令其失去原有工
作，對僱主及保險公司也帶來額外
負擔。針對有關問題，理工大學利
用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分析技術，結
合4,000多個工種9萬宗工傷的數
據，開發出全新的智能工傷管理系
統（SWIM），統籌評估傷員的病
假長度、傷殘情況及治療費用等訊
息，其準確度達六成至七成，可望
有效提高職安復康的支援與保障，
讓各方都能受惠。
理大康復治療科學系副教授鄭樹

基介紹指，工傷評估要經歷受傷後
求醫，由醫生估算傷情及病假長
短，對確保僱員恢復健康才復工、
收入、長遠能否復職，保險公司理
賠及公司人事調動等事宜都有影
響；不過現時並沒有統籌系統可讓
各方持份者知曉處理傷員受傷情
況；而醫療人員單憑經驗作判斷，
其準確度往往未如理想，SWIM系
統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設。
他表示，系統獲創科署創新及科

技基金資助140萬元研發，透過人工
智能、大數據分析68間提供勞工保
險的保險公司過去3年的9萬宗個

案，囊括15類行業，4,000多個工
種，可對工傷所需病假、復工日期、
傷殘程度、法律訴訟機會、所耗費的
治療費用等等作全面評估；其中復工
日期準確度有60%，傷殘程度則達
70%，較現時只靠人手估算更高。
鄭樹基舉例指，曾有保安員手指

骨折個案，醫生起初診斷病假為180
天，但追蹤其康復情況，其實際只
需要31天病假；如使用SWIM系
統，病假估算則為57天，明顯較人
手判斷更接近現實。
他又引述數據指，工傷病假的

「復工黃金期」為六個月，病假長
於六個月者，半數人傷後未能重返
崗位，準確評估病假明顯對僱員更
有保障。目前系統正讓保險公司進
行試用，有望2022年推廣至業界。
他期望未來該平台能推廣至醫

生、勞工處、治療師、職業安全與
健康機構及保險各業，為所有持份
者提供雲端資訊平台，直接提供、
統籌工傷全面資訊，以優化工傷處
理程序，讓勞資雙方也能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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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畫家「怪叔叔」宣傳借財仔被圍插

富臨飯店
三星餐廳

L'EnvolL'Envol（（法國菜法國菜））
二星餐廳二星餐廳

TateTate（（法國菜法國菜））
二星餐廳二星餐廳

●「怪叔叔」盧熾剛幫財仔賣廣告，俾網
民大罵無良知。

●●鄭樹基介紹系統用法鄭樹基介紹系統用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VetementsVetements宣傳宣傳「「暴動衫暴動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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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兆（日本菜）
一星餐廳

夜上海（滬菜）
一星餐廳

Yardbird（日本菜）
一星餐廳

大班樓（粵菜）
一星餐廳

The Araki（日本菜）
一星餐廳

萬豪金殿（粵菜）
一星餐廳

Ando（西班牙菜）
一星餐廳

香 港 新 聞A13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212021年年11月月2828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

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