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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消息，澳門
公務人員統一管理開考有關技術輔導員及
勤雜人員報名17日截止，共有 12,552人報
考技術輔導員職程，以及 1,236人報考勤雜
人員職程，當中過半人通過電子報考平台
報考。澳門行政公職局表示，將進一步以
服務電子化方向推動電子報考，優化行政
程序，為投考人提供更簡便的服務。

澳公職統考逾1.3萬人報名

南非專版 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聞新港澳港澳
責任編輯：郭愉薇

維園年宵 雞掛帥練兵
●不要輕易說分手

愛情金句
●休止符是生命中必
要的停頓，留白是
小休。

●我的溫柔不是送
你貴重的禮物逗
你歡心，而是一
種承諾和承擔。

■■““大學生從內地引進不少賀年產品大學生從內地引進不少賀年產品。。
■“華仁雞公仔”約十吋
高，每隻賣148港元。

■“正在土炮”希望推出屬於香港人的產
品。

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全港15個年宵
巿場，在將到的星期日起一連七日

“開檔”，其中全港最大型的維園年宵巿
場，除了售賣傳統的年花和年貨外，每年都
吸引充滿創意和活力的年輕人集資競投攤
位，售賣自創特色賀年貨品。

中學生開攤“主打雞”
香港華仁書院學生會今年開設“雞仔華

仁”攤檔，以“雞公仔”作主打。攤位掌門
人之一的中五生吳鑑殷稱，他們早前經校內
的“師兄”介紹，親往廣州一趟，向各廠商

取經後，自家設計出“華仁雞公仔”。高約
十吋的黃色小雞，身穿白恤衫，配襯獲譽為
“全港最靚學校領帶三甲之一”的“華仁領
帶”，搶盡眼球，取意頭“一世發”，每隻
賣148港元。

“華仁仔”的創意豈止於“雞”，他們
從港鐵車廂的“關愛座”找到設計靈感，創
出兩款自家設計毛巾，分別採用來自經典粵
語流行歌《從不喜歡孤單一個》的改編歌詞
“從不喜歡孤單一個，可惜偏偏孤獨一個，
孭住書包的我，不敢上座”，及《六天》中
的金句改編“從來沒我份，關愛當做例

行”。負責構思的中五學生鄭智霖稱，曾於
乘坐關愛座時，因疲累而漸入夢鄉，不料被
長輩拍醒，破口大罵要求讓座，他們盼藉着
小小的毛巾，反思關愛座真義。

“土炮”打造香港人品牌
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七名90後年輕

人，也首次在維園年宵推出自家品牌“正在
土炮”。合夥人之一、浸會大學的Chakson
稱，所有靈感均來自香港文化，希望推出屬
於香港人的產品。他透露這次推出的17款
產品，全部選用網絡上的潮語、歌詞作為創

作藍本。
產品中有15款是貼紙，採用香港文化

元素設計，如紅白藍、潮語“帽事嘅”等；
另有兩款明信片，其中一款的靈感源自香港
著名樂隊Beyond《喜歡你》中一句歌詞
“喜歡你，那雙眼動人”，不僅切合明信片
與歌詞傳達愛意的意義，亦能勾起大家共
鳴，“這首歌不單可以代表香港文化，都可
以吸引到旅客的注意”。Chakson又說，維
園年宵是一個充滿港人回憶的地方，不僅是
售賣賀年產品的地方，亦為青年提供展示的
平台，期望未來能繼續發展自家品牌。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維

園年宵將於星期日（22日）開鑼，來

年是雞年，“雞抱枕”、“雞公

仔”、“雞風車”、“雞揮春”遍佈

全場，華仁仔攤檔更推出“雞版華仁

仔”。不過，年輕人創意怎可能止於

“雞”，一句觸動人心的歌詞、潮

語，又或文藝短語，都成為設計泉

源。年宵已成為一班年輕創業先鋒的

練兵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連續多
年組織學生參與維園年宵的香港浸會大學國
際學院，今年再次組團出馬。參與活動學生
表示，對今年銷情感到樂觀，較去年入貨量
大增30%，還與香港作家合作，推出精選
愛情金句產品，宣揚正確愛情觀。

“飛Luck雞巫”由15名浸大學生組
成，從內地引進不少賀年產品，包括立體揮
春、抱枕等。成員吳雅睿稱，維園年宵吸引
不少家庭客，所以將可愛的毛公仔融入一些
實用功能，可以更暢銷。他稱去年銷情理
想，今年年宵攤位競投更激烈，相信市道亦
會不錯，故今年入貨量較去年增加30%。

除了引入各類不同的賀年擺設外，他
們今年首次加入自家設計的手機殼及杯子。
他們與本港言情小說家關志康合作，選出其
三個愛情金句（詳見表），配合自家插畫製
作成精美愛情金句杯。他們稱，社會上不少
人標榜女生迷戀金錢，或將愛情與金錢視為
等同，希望公眾明白愛情是一種承擔，藉維
園年宵宣揚正確愛情觀。

大學生組團宣揚
金杯愛情觀

香港文匯報訊據大公報報道，香港
聲樂界殿堂級人物費明儀於本月三日離
世，16日在紅磡世界殯儀館設靈，17日
晨出殯，各界名人好友紛來向一代歌唱
家作最後道別。大殮儀式于17日早上10
時開始，由中聯辦副主任楊健、香港民
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等人扶靈，11時許
費明儀的靈柩由靈車運往柴灣歌連臣角
火葬場。

為費明儀扶靈的八名人士包括，中
聯辦副主任楊健、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
華、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偉、香港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
國、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
會會長霍震霆、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會會長陳達文、中華文化藝術基金會主
席區永熙，以及香港中樂團總監閻惠
昌。

兩兒哭成淚人撫母臉龐
大殮以基督教儀式進行，費明儀的

靈柩前擺放了其子許明群夫婦獻上的粉
紅色心形花圈。

眾人一同回顧費明儀的生平，介紹
中提及，1951年1月費明儀首次以獨唱
女高音，參加中英樂團在皇仁書院新禮
堂落成的開幕音樂會，當時已患有心臟
病的父親、一代導演宗師費穆，向醫院
請假出席愛女的首演。不料兩星期後，
費穆不幸發病去世，年僅45歲。費明儀

在二叔、《大公報》前社長費彝民的支
持下，走出傷痛，繼續藝術人生路，成
為一代名歌唱家。

儀式最後，眾人瞻仰遺容，向他們
敬愛的費明儀老師作最後告別，深深鞠
躬致意。費明儀兩兒哭成淚人，不停撫
摸母親臉龐，久久不願離開。
11時許，楊健和劉江華等八人扶靈

下，靈柩送上靈車，送往柴灣歌連臣角
火葬場火化。

費明儀喪禮上派發的紀念冊，以米
白色為主調，簡潔質樸，封面印有一張
費明儀早年從藝生涯的相片，內有香港
多位政商文化界名人、親屬、老友及三
地藝術院校師生送來的悼念詞。

別了！香港一代歌唱家費明儀

■■八位八位知名人士為一代歌唱家扶靈知名人士為一代歌唱家扶靈，，圖為圖為中聯辦副中聯辦副
主任楊健主任楊健（（前右前右））及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前前
左左）。）。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費小燁）香港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現正就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的設計、營運及展覽等方向展開公眾
諮詢，並於中環展城館設展覽。然而，傳
真社17日報道，獨家取得16頁博物館的
建築師設計圖，包括8層博物館的平面
圖、橫截面圖以及立面圖，設計圖顯示博
物館的外形設計及館內設施分佈，但管理
局卻並無展出相關資料。西九管理局回覆
香港文匯報查詢指，經與許李嚴建築師事
務有限公司查核，該批設計圖屬於該公司

作為項目設計顧問，工作最初期的草案之
一，並未經管理局審議。

傳真社報道指，透過不同消息人士確
認了設計圖的真確性。設計圖清楚見到設
計範圍坐落於西九文化區故宮博物館位處
的地段，屬西九文化區的工程項目，設計
項目名稱為「Project P」，設計圖是去年
12月底的版本，屬初步階段。

部分樓層中空天窗增採光
報道續指，從設計圖可見，建築物外

形呈梯形，上闊下窄，貌似「鼎」狀。博
物館外貌採用呈波浪狀、透孔的金屬網設
計，局部採用鋼結構建築，內部分樓層採
中空設計，使用玻璃窗及在天台設天窗增
加室內採光。

由設計平面圖可見博物館的分層佈
局，包括各主題展館及設施擬建位置。1
樓為3間宮廷物品的展覽廳，2樓設以書
畫、陶瓷、金器、銅器、珠寶為主題的展
覽廳。3樓設多媒體展覽廳、專題展廳、
香港館藏以及陽台。4樓設有專題展廳以
及陽台、花園、中庭及餐廳等設施。5樓
設有展品環境適應室、展覽準備室、一
般貯存庫等設施。傳真社又指，設計圖
屬初步階段，正向結構工程師徵詢就結
構上的意見，但建築師嚴迅奇就博物館
的外觀設計，已有初步方向和定案，相
信公眾諮詢只會對展館內的設施分佈有
影響。

西九故宮文博館草圖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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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右））可見可見，，故故
宮文化博物館外宮文化博物館外
形呈鼎狀形呈鼎狀，，上闊上闊
下窄下窄。。

傳真社圖片傳真社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
就有香港市民早前聲稱在“稻
香超級漁港”旺角雅蘭中心分
店用餐時，懷疑誤食“橡筋
米”，惹起全城關注，香港海
關及食物安全中心17日公佈，
從涉事食肆抽取的米樣本，檢
測證實是大米，並通過化學檢
測。香港政府促請市民，不要
假設所有在互聯網上流傳的資
訊均為屬實。

事源有人上周在該食肆進
食“照燒鰻魚炒飯”，聲稱感
覺飯粒有異，形容“那粒米有
點問題，咬不爛，越咬越長，
好像橡皮筋一樣”。

稻香集團事後稱，食米來
自中糧集團的五湖珍珠米。事
件交由香港食環署跟進。

食安中心把從投訴人提供
的兩個剩餘食物樣本，以及在
該食肆抽取的五個米樣本，包
括米與飯，交由海關跟進，經
政府化驗所檢測分析證實，所
有樣本皆是大米。

食安中心並把該五個樣本
進行塑化劑、黃麴毒素、金屬
雜質等化學檢測，結果顯示全
部樣本合格。

﹁橡
筋
米
﹂疑
雲
驗
證
為
真
米

■早前有食客懷疑在酒樓誤食“橡筋
米”，食環署已證實是大米。

香港文匯報訊據大公報報道，擁有
超過六萬用户的香港潤迅通信，17日凌
晨起停止服務，香港消委會截至下午接
獲逾20宗查詢和投訴；香港通訊辦截至
中午收到64宗查詢及投訴。

租用網絡給潤迅的香港電訊解釋，
由於潤迅長期未支付租用網絡費用，向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匯報後，終
止與潤迅的合作。

潤迅通信17日凌晨二時起，停止所
有流動服務，影響約4.9萬個已啟用預付
流動智能卡的用户，及約1.25萬個月費
計劃用户。

潤迅在尖沙咀的客户服務中心，在
門口張貼通告指，公司正與網絡供應商
跟進事件，會協助受影響客户轉枱及免
除提早終止合約的罰款。

潤迅突停服務
六萬客“無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計劃
多時的將軍澳海水化淡廠，進展終有眉
目。香港發展局計劃，將第一階段設計及
建造部分工程提升為甲級工程，鋪設一條
10公里長的水管，連接將軍澳海水化淡
廠和將軍澳食水主配水庫，整個水管工程
造價11.1億港元，最快2021年第四季完
工。香港立法會議員認為，水管工程是興
建海水化淡廠的一大進步，但需向局方查
詢造價高昂原因。

建10公里管道接水庫
發展局建議，把“將軍澳海水化淡

廠第一階段設計及建造”的一部分提升為
甲級，包括鋪設長約10公里、直徑約
1200毫米的水管，途經尚德邨、將軍澳
工業邨等地，連接將軍澳食水主配水庫和
將來位於佛堂澳的將軍澳海水化淡廠，預
計最快今年第二季開展擬議水管鋪設工
程，計劃聘請顧問為“新工程合約”的管

理提供諮詢服務，最快2021年第四季完
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黃國健
認為，工程是興建海水化淡廠的一大進
展，造價高昂或與工程技術有關，因水管
長達10公里，而且位於地底，存在不少
變數，局方需於下周會議上交代有關詳
情。他續指，香港現時不少工程進度偏
慢，或與建材、工人不足有關，認為
2021年完工可以接受。

海水化淡工程 港府擬列甲級

香港文匯報訊據澳門電台報道，澳門
立法會表決和通過政府《2015年度預算執行
情況報告》決議案。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
維特指，政府未來或將因應每個凡納入投資
計劃預算 (PIDDA) 的項目執行情況，按季
度向立法會報告相關情況，讓社會更好掌握
資料和提高透明度。至於有關投資計劃預算
部分項目預算不夠準確，執行率偏低，他稱
可能是由於過往有關項目的建議和執行部門
並非同一單位，計劃未來兩部門需簽署同一
文件，才可修改預算。

立會通過澳府預算執行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澳
門外勞職業中介協會會長歐陽廣球認為，
澳門政府應及早推行非專業及家務外僱須
持工作憑證入境，但應考慮增設家傭替補
批示機制，即當僱主不滿所聘請的家傭，
可再次於境外申請新家傭，被解僱的家傭
需即時離境，不可在澳門找其他工作，相
信有效控制現時澳門聘請家傭的亂象。

外勞協會倡設外傭替補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澳
門饑饉活動開幕，將於未來數個月舉辦
“饑饉一餐”、10小時饑饉營和“一人
一利是”等籌款活動，籌得的善款將用於
非洲南蘇丹及津巴布韋等地提供緊急糧食
及健康營養等援助。

饑饉活動為非洲國家籌善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