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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口岸自動通關車道更新換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澳門海關正在

各陸路口岸有序開展“車輛自動通關系統更新換代計
劃”，預計整個計劃明年第二季完成，屆時各口岸的
自動通關車道由 20多條增至 49條。海關資訊通訊廳
廳長岑錦棠表示，新系統將有效精簡人力資源，並加
快電子標籤的識別速度。

澳門電訊籲客戶警惕偽冒電郵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澳門電訊再發

現有人冒充該公司發出詐騙電郵，重申澳門電訊不會
以電話或電郵方式要求客戶提供如身分證號碼、用戶
名稱、密碼、帳戶號碼等個人資料。澳門電訊表示，
若客戶收到主旨為“1 New Message ”的可疑郵件，
請忽略及即時刪除有關郵件，同時亦避免透過附載於
電郵內的超連結，登入網站提供個人資料。

亞航開通澳門往返雅加達航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印尼亞洲航空

開通澳門往返印尼雅加達航線。8月每周三班，9月
開始每周 四班，單程飛行時間約 5小時。亞航香港
及澳門區首席執行官劉小媛表示，去年全年自印尼訪
澳旅客上升 11.7%，大多均從珠三角地區或香港轉
機，開通直航相信有助兩地經貿往來和旅遊事業發
展。

機場料今年暑假客量增長8%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澳門國際機場

專營公司市場部總監方曉健表示，今年上半年澳門機
場整體旅客量平均每日約 1.9萬人次，同比上升約
3%，暑假旅客量增長較理想，7月同比增長 9%，預
料今年暑假旅客量同比增長 8%。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

社報道，一項最新調查顯

示，台灣兒童少年（簡稱

兒少）的父子關係平均僅

60分，只有四成兒少會和

爸爸說自己的煩惱，在8項

親職項目中，爸爸主要負

責陪兒少休閒運動。

■兒盟最新
調查顯示，
台灣兒童及
少年的父子
關係平均60
分僅及格，
其中四成孩
子會和爸爸
說自己的煩
惱。 中央社

調查：台父子關係評分僅及格
親子互動易受電子產品干擾 四成孩願與爸分享煩惱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日前舉行記者會，公佈
2017父子關係調查報告，並邀請父子檔分享平

時相處狀況。
兒盟於4月10日至5月5日針對小學五、六年

級和中學七、八年級生進行抽樣問卷調查，有效樣
本數為1,730份。

兒盟自編父子關係量表，根據親密互動和認同
程度來描繪父子關係，調查顯示，台灣兒少的父子
關係平均分數為60分，82.9%兒少認為爸爸很棒，
71.6%覺得和爸爸親近，64.8%兒少認為爸爸很了解
自己，但僅40.6%兒少會和爸爸說自己的煩惱。

媽媽支持父子關係越佳
進一步了解影響父子關係的因素，兒盟調查指

出，媽媽對父子關係支持度越高，父子關係分數也
顯著較高，但仍有24.9%媽媽不放心爸爸照顧孩
子；爸爸的親職參與程度也可能影響父子關係，兒
盟將親職項目分為8項，調查發現，爸爸主要負責

的僅一項，就是陪兒少休閒運動。
從父子對話看，調查顯示，兒少印象中爸爸最

常說的話是快去睡覺（44.7%），其次是功課寫完
沒（41.4%）、考試考怎樣（39.7%），會關懷孩子
的僅約23.5%；進一步詢問兒少，發現不喜歡與爸
爸聊天的原因包括爸爸心不在焉、愛說教、被3C
（電腦、通訊及消費電子）產品干擾等，而喜歡與
爸爸聊天的兒少，則認為爸爸會聆聽理解、關心鼓
勵。

兒盟執行長陳麗如表示，很多爸爸不知道如何
跟孩子聊天，但其實只要不被3C產品和忙碌的工
作佔據親子時間，與兒少對話時，要記得避免說教
或沒有回應，也要注意自己的個性和脾氣是否成為
父子關係的阻礙。

為了鼓勵爸爸和孩子建立更好的父子關係，兒
盟也發起“新好爸爸就4要”，提出“關係建立要
趁早”、“孩子人生不缺席”、“互動親密有妙
方”、“媽媽支持與鼓勵”4招，希望爸爸們用對
方法，讓父子關係不留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及新華社報道，台
灣首款無人駕駛巴士日前在台北市公車專用道進
行最後一天測試，吸引不少民眾圍觀。主辦方表
示，試驗結果成功，下一階段將擴大測試路段，
可能在內湖或南港展覽館試辦。

台北市政府自8月1日到5日凌晨1時至4時首
度在信義路公車專用道進行為期5天的無人駕駛巴
士“EZ10”上路實驗測試。其中前三天建置自動
駕駛導引所需圖資與路徑規劃，並針對公車專用
道配置及系統契合度等相關技術進行整合測試，
後2天為社會接受度測試，蒐集使用者試乘體驗。

從法引進可載12人
無人駕駛巴士“EZ10”由台灣科技公司喜門

史塔雷克從法國引進，可容納12名乘客，6個座位
加6個站位。巴士全車有6台光學雷達，提供激光
測距和防撞機制，試驗期間車速為每小時20公里
以下，遇障礙物自動停止。

台北市政府表示，5天的測試非常成功，不排

除擴大路段施行，可能改到人、車流較多的時間
和路段測試，相關細節在討論中。

台北市府資訊局主任秘書陳慧敏形容測試順
利，但仍有些微狀況有待改進，像地政局建置的
全球定位系統是美國規則，無人巴士系統則是歐
洲規則，後續會調整巴士車內系統。

陳慧敏說，實驗時間僅5天，1天僅3小時實
測，測驗時間過短，導致無人巴士建置地圖略受影
響，業者提及希望未來可在不同路段和時間測試，會
和相關單位討論細節。她又表示，無人巴士針對交通
燈號及標誌目前先以攝影偵測紅綠燈號，後續希望結
合無線系統，結合巴士和交通燈號及標誌系統。

下階段仍在台北測試
喜門史塔雷克公司表示，無人駕駛巴士下一

階段的測試，仍會選在台北市的半封閉空間，預
計一到兩個月內進行。封閉式場地測試完成後，
會在信義路做更長路段、甚至是白天的試驗，希
望在年內完成。

■台北市政府完成為期五天的無人駕
駛巴士路測，下一階段將擴大實測範
圍。圖為台北市副市長林欽榮（左3）
現場聽取實驗報告。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北夜市
十大美食網絡票選結果近日出爐，中華傳統
美食——“聞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高居
榜首，蚵仔煎、雞排則緊隨其後，名列第
二、第三。

台北市市場處發佈新聞稿介紹，“2017
台北夜市打牙祭”十大美食票選活動由7月
21日開跑，至日前才結束。結合八大夜市，
今年活動包含民眾可透過網絡票選，從33種
夜市美食中，選出心儀的十大最受歡迎美
食。總投票數為1.7萬票，前三名分別為臭
豆腐1,482票、蚵仔煎1,279票、雞排1,025
票，鹽酥雞、珍珠奶茶、地瓜球、藥燉排
骨、豆花、大腸蚵仔麵線、夜市牛排則排名
第四至第十位。

台北夜市十美食網選
“臭豆腐”居首

■台北日前氣溫達到38.5攝氏
度，為今年全台最高氣溫。圖為
烈日暴曬北市一窄巷冷氣外牆。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北市7日
氣溫達到38.5攝氏度，為今年全台最高氣溫。
台灣電力公司（台電）當天發佈今年首個限電
警戒紅燈。

台灣氣象部門表示，當日下午1時57分台
北氣溫達38.5攝氏度，這也是台北有氣象監測
站100多年來測得的排名第8的高溫紀錄。高
溫效應引發用電負載升高，當天最高用電量為
下午2時9分的3,616.54萬千瓦，備轉容量率
2.34%、備轉容量84.52萬千瓦，故亮出今年首
個限電警戒紅燈。

據了解，台電依備轉容量或備轉容量率將
供電狀況分為“綠、黃、橘、紅、黑”五種燈
號。當備轉容量在90萬千瓦以下將亮代表“限
電警戒”的紅燈；當備轉容量在50萬千瓦以下
將亮代表“限電準備”的黑燈。

缺電議題引起台灣社會廣泛關注。民進黨
當局此前聲稱 2025 年將台灣建成“非核家
園”，並且在無核電廠的情況下不會缺電，被
業界質疑不切實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第三宗涉及
暴動罪的旺角暴亂案日前在區域法院判刑，早前
經審訊被定罪的3名激進示威者，其中兩人被判
入獄3年，另一人則因犯案時只有18歲，法官予
以改過自新機會，判入教導所。法官指，事發時
有過百人與警方對峙逾20分鐘，足以對前線警務
人員造成致命傷害。被告行為不單破壞社會安
寧，更危害市民人身安全，暴動蔓延得很快，後
果難以估計，判刑不能單獨考慮各被告的行為，
需把他們視為共同參與整個暴動事件一分子看
待。

3名被告運輸工人楊子軒（19歲）、運輸工

人羅浩彥（20歲），以及工人連潤發（26歲），
3人同被控一項暴動罪，指他們於2016年2月9日
（年初二）凌晨於旺角豉油街近花園街交界，聯
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准楊子軒改過 判入教導所
法官姚勳智在判刑時指出，香港地方狹小，

人口稠密，交通繁忙，暴動蔓延的速度可以非常
快，造成嚴重後果，惟是案示威者非直接向警察
擲物作對抗，暴力程度屬中等，遂將量刑起點定
為3年半。

他續說，首被告及次被告楊子軒和羅浩彥戴
上口罩和手持玻璃瓶，多次站在示威陣營最前
方，已隨時準備使用暴力，破壞社會安寧，但沒
有證據顯示兩人有進一步襲擊警察的行為，故將
羅浩彥的刑期由3年半下調至3年；楊子軒案發時
只有 18 歲，加上教導所報告正面，認為給他改過
自新的機會更重要，決定接納建議判他入教導
所。

姚官指，第三被告連潤發積極參與暴動，向
警方投擲磚塊，而擲磚是十分嚴重的傷人行為，
考慮其沒有案底，同樣判他入獄3年。3名被告判
刑後，即時由囚車押送離開法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蘇洪鏘）香港作
為國際級城市，市民居住面積之小也是
“世界級”，最近有關注基層的團體調查
指，香港劏房戶人均面積僅約51方英呎，
僅大於囚犯倉的人均標準空間（49.5方英
呎）些許，掀起社會關注。

事實上，香港沒有就私人住宅限制人
均最低居住面積，官方亦未就有關數據進
行統計。只有房屋委員會規定公屋人均居住
面積最少約為75方英呎；而目前旗下公屋逾
75萬租戶，人均居住面積平均數為13.2平米
（約142方英呎），僅略大於香港運輸署規
定一般私家車位面積的約135方英呎。

然而，環顧世界不少大城市，均有就
居民的居住環境及面積制定保障。在內
地，北京及上海均有訂定人均居住面積下
限約為54方英呎，實際人均面積卻遠比此
為大，據最新統計顯示，京滬兩市人均居
住面積分別達341方英呎及260方英呎。

在英國也存在“劏房”現象，為保障
租戶權益，當局近年提出人均居住下限定
於70方英呎。在美國紐約，為保障“一屋
多戶”（Multiple Dwelling）的住宅單位，
當局訂定單位中其中一房至少有150方英
呎，其餘房間則至少有70方英呎大。

倡設人均居住面積目標
面對港人越住越窄，社會各界近年紛

出謀獻策，建築測量界前立法會議員謝偉
銓早年提出，長遠須設立人均居住面積目
標，才能根據情況預備土地。他曾提出
“20年後港人的人均居住面積要達到20
平米至30平米才合理”，建議人均居住面
積應該細分基層、中產及高收入人士部
分，再研究如何配合政策，例如按不同群
組進行資助等，讓指標早日達成。

香港城大建築科技學部高級講師潘永
祥說：認同現時有關規例應用在公營房
屋，對保障基層市民較為有利。對於市建
局留意到納米盤大旺，表示會研究設共用
空間，潘永祥認為此舉實行的可能性較
大，而如何令居所空間有效使用，也是應
考量之處。

內地尖子赴港求學人數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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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暴動兩犯判囚3年

■香港人均居住161方英呎，劏房戶低至
51方英呎，僅大於囚室些許，居住質素
欠佳。 資料圖片

台北酷熱38.5℃
限電警戒亮紅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八大
院校每年都會積極招收內地尖子，但近年
報讀人數反覆。6所自主招生的院校回覆香
港文匯報表示，新學年共接獲逾兩萬名內
地生申請報讀，教育大學因已正名為大
學，報名人數較去年多近一倍，高達約
2,000人；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嶺南大學
的報讀數目皆創各校兩年來新高。而八大
將取錄合共約1,500名內地尖子，令學額勢
“搶破頭”。

據統計，八大新學年將取錄共約1,500
名內地生。其中，理大早前指為大學國際
化，有意減少內地生學額，將錄取210人，

較去年約290人，減少約三成。其他學校取
錄人數與去年相若，招收內地生最多的仍
為港大和中大，分別為315人及約300人。
另城大、教大、嶺大則分別取錄211人、約
100人與53人；科大和浸大將分別取錄約
170人及不超過160人。

理大在連續兩年申請數下跌後反彈，
由去年約2,000人上升至2,600人，增約三
成；浸大由去年逾2,000人升至逾2,700人，
增長約35%。嶺大則由2015年556人、2016
年624人，升至今年953人，已回升到2015
年以前的水平。港大與科大未有提供相關
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