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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員工發明安全垃圾桶
【本報訊】實習記者陳宗偉報道：工人清理工業用大型

垃圾桶時很易扭傷腰部，但原來只要為垃圾桶加上 「拉鍊」
，問題便可迎刃而解。港燈兩位員工，憑創意發明 「安全環
保垃圾桶」及 「大力安全把手」獲獎，其中一項發明更已申
請專利。

冠軍作品 「安全環保垃圾桶」的發明者，是港燈發電科
電機儀控維修組督導技工陳章，其作品的構思源於早前幫忙
處理的清潔工作。他發覺用油桶改裝而成的垃圾桶難以清理
，加上垃圾太重，取出時很易弄傷腰骨，故把油桶垂直劏開
並加上鉸鏈，使油桶能有一道可被打開的門，使清理時不用
將垃圾袋提起，只需拖拉出來便可，降低傷及腰背的風險。

港燈現已為 「安全環保垃圾桶」申請專利，有望廣泛推
廣到職場上，減少工作意外的發生。

奪得亞軍的則是港燈發電科電機儀控維修組高級技術員
鄺超華，他發現升降機一旦發生故障，維修或拯救人員需要
以一個外加的把手轉動馬達制動器，將升降機調校至適當位
置後才能開展救人工作。然而，把手的長度往往過長，維修
人員需要站在高處，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轉動馬達，這推動
的動作存在一定危險，因此，他發明 「大力安全把手」，利
用多重槓桿的原理，將一條小把手輸入的動力擴大逾一百五
十倍，讓消防員及維修技工能夠輕鬆地鬆開制動器，加快拯
救的過程，降低推動馬達時的危險。

【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膀
胱癌病者數目雖然減少，但病情嚴重
個案愈來愈多，且有年輕化趨勢。有
長期吸煙的膀胱癌患者初發現排血尿
時，卻被診斷為生腎石，結果延誤一
年確診，腫瘤已長得比茶杯碟大，即
使成功切除，半年後亦不幸腫瘤擴散
病逝。泌尿外科專科顧問醫生表示，
若病人有吸煙習慣，排血尿時不感痛
楚，即很大機會患有膀胱癌。

膀胱癌患者以男士為主，成因與
吸煙有關。伊利沙伯醫院泌尿外科顧
問醫生歐永恒表示，近年長者吸煙人
數下降，膀胱癌患者整體人數也減少
，但年輕人吸煙人數愈來愈多，令膀

胱癌的嚴重性增加，接受膀胱癌治療
術的病例由○八至○九年的七十七宗
，上升至一○至一一年的九十三宗，
而且有年輕化趨勢。

患者多為男性煙民
仁安醫院泌尿科專科顧問醫生馮

達洲指，曾有四十五歲男病人吸煙近
三十年，發現排血尿後已即時求診，
惟當時醫生誤診是生腎石。一年後，
男病人病情不但沒有好轉，且逐漸消
瘦，再次求診始證實患上膀胱癌，腫
瘤已長得比茶杯碟更大。雖然手術治
療後一星期已經出院，但半年後膀胱
癌擴散，最終病逝。馮達洲強調，膀

胱癌最常見的症狀是血尿，普遍病者
不會感到痛楚，並有吸煙習慣，提醒
他們發現排血尿便應及早就醫，否則
腫瘤復發後，存活期只有約一年。

歐永恒補充，長者對病情認識較
少，排血尿時誤以為生腎石或前列腺
肥大所致，結果延誤就醫，也令腫瘤
過大，整體只有三分之一病人能早期
診斷為膀胱癌。

本港已引入泌尿外科微創手術，
治療大部分泌尿科疾病，包括：前列
腺癌、膀胱癌等。歐永恒表示，有別
於傳統的開放性手術，微創手術可縮
少約一倍傷口，也可減少痛楚，令住
院日數縮短至四至五天。

排血尿不覺痛 或患膀胱癌

暑假訪港旅客料升一成
【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今年首五個月整體訪港旅客

超過一千八百萬人次，按年增長約一成半。暑假旅客訪港旺
季來臨，旅發局再次推出以 「香港夏日盛會」為主題的推廣
活動，包括舉辦第三屆香港購物王比賽、龍舟嘉年華等，預
料暑期訪港旅客達到一千二百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升一成。

旅發局主席田北俊表示，今年首五個月訪港旅客數字表
現理想，整體升幅一成半，當中內地市場升約兩成。旅客人
均消費較去年有所增長，首季人均消費約七千六百元，但最
近一個月消費有所放緩， 「零售商反映生意差咗，數字（人
均消費）有增長，但與遊客增長不成正比」。他估計是因為
外圍經濟環境不景，影響旅客消費意欲。

旅發局把握暑期旺季，投放二千七百萬元於海外市場推
廣 「香港夏日盛會」，特別針對短途及內地市場的年輕及家
庭客群，希望刺激旅客數字和消費。旅發局今年再度與Visa
合作於八月二十九至三十日舉辦購物王比賽，將在內地、印
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台灣及泰國
招募參賽者，兩人一組設計並完成香港一日遊行程，融入美
食、文化、綠色精緻及夜生活等元素。勝出隊伍可獲二十萬
港元的Visa簽帳額。

另一方面，鑑於緬甸的最新情況，政府昨日對緬甸發出
黃色外遊警示。政府發言人說，計劃前往或已在當地的港人
應留意局勢，提高警惕，並避免前往示威或人群聚集的地方。

本身亦是規劃署副署長的凌嘉勤
表示，當局期望九龍東能盡快發展，
隨啟德郵輪碼頭、大型公共屋邨和發
展區內工程先後將在明年至二二年間
落成，該區未來十年將出現根本變化
，所有基本建設會盡量在這段時間內
完成。惟觀塘、九龍灣等市區的重建
複雜程度較高，許多用地的業權均由
私人擁有，發展公共空間需小心，
「但我哋唔會強迫，會以說服手法同

業權人傾，希望佢地重建時可騰出適
量空間作綠化」。他續說，區內已有
商廈重建後向後移，便是因為他們願
意騰出空間綠化所致。

改善觀塘行人暢達度
目前辦事處將面對十項重要任務

，凌嘉勤指，當中會先以改善九龍灣
和觀塘行人暢達度為首要 「起動」任
務，包括在九龍灣臨華街和兆業街加
建高架行人橋，連接九龍灣港鐵站；
改善觀塘開源道的行人通道環境，配
合環保連接系統。他解釋，單是觀塘

及九龍灣每日就各有二十萬人在該區
上班，要作大規模活化是有難度，現
階段只能作漸進改善，以有限度的改
變創造最多公共空間。

對於有意見指興建行人天橋將會
影響地舖商戶生意，凌嘉勤否認有關
說法，並指以旺角洗衣街與旺角道交
界的行人天橋情況相若，但該路段地
舖亦不受影響，人流依然暢旺， 「想
睇嘢就行地下，想返工行快啲就上天
橋」。凌又笑言，不見得 「迫住晒喺
條街」有何好處。

騰出藝術發展空間
當局構思工程時有整體規劃思路

，期望營造更多文化創作用途空間。
凌嘉勤稱，當局希望年底前優化海濱
用地，雖未有正式規劃，但趨向活化
成非正式文化活動場所， 「畀啲
band 仔夾下 band、開下音樂會……
借場畀藝術團體搞展覽同活動」。據
了解，該處佔地達二萬多呎，只要稍
作粉飾便可大變身，辦事處將舉辦工

作坊，了解藝術界的想法和作探討。
至於區內將來具體變化，凌嘉勤

認為，區內工商業活動多，不宜再規
劃為住宅區，但可發展酒店業、商場
和更多的文化活動空間。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建於觀塘繞道
高架行車天橋下的荒廢地段，由舊貨
櫃和可循環再用的鋼材物料建成，起
動九龍東副專員何永賢表示，辦事處
採用環保建築科技，為本港首個獲發
綠色建築標準中、最高等的鉑金級別
標籤的臨時建築物，辦事處同時附設
資訊中心，提供 「起動九龍東」和
「啟德發展計劃」參考資料。

行政長官於去年施政報告宣布 「起動九龍東」 計劃，設於
觀塘海濱道的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日前正式成立。起動九龍東專
員凌嘉勤表示，未來有十項主要任務，一些可 「馬上起動」 的
建議將先行，包括優化區內行人天橋接駁系統、綠化街道環境
和整合公共空間等。他透露，爭取年底前完成海濱用地優化，
提供非正式文化活動如夾band（樂隊）或開演唱會等場地。辦
事處除協調相關政府部門工作，亦擔當 「地方營造」 角色。

本報記者 蔡淑汶

起動九龍東十項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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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檢討及改善九龍東與相鄰地區的行人連接通道

改善九龍灣的行人暢達度及街道景觀

改善牛頭角港鐵站的行人暢達度

改善觀塘港鐵站的行人暢達度

優化海濱道旁的海濱地區

優化駿業街遊樂場

改造敬業街明渠為翠屏河

促成政府驗車中心和廢物回收中心搬遷

融合觀塘及啟德跑道末端發展

活化11公里海濱及其毗鄰水陸用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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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推健康飲食資訊網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食品及營養

科 學 課 程 推 出 「健 康 飲 食 資 訊 網 」（http://
healthyeatingsite.org）。網站設立一個免費平台，由註
冊營養師為大眾解答飲食上的種種疑難，幫助市民建立
良好的飲食習慣，改善健康。

「健康飲食資訊網」設有一個免費平台 「營養問與
答」，讓大眾提出任何有關營養和飲食的疑問，註冊營
養師將會直接回覆，並上載於網站上與公眾分享。

網站更設 「營養真相」一欄，揭示及糾正常見的飲
食謬誤，例如：有機食物會較健康？懷孕婦女需要吃多
點嗎？坊間流傳的餐單如西柚、素食有助減肥嗎？

網站獲中大知識轉移處撥款成立，定期更新。

已故北大校長蔡元培說
「教育者，非為已往，非為

現在，而專為將來」。今天
，將接受行政長官頒發 「卓越教學獎」的張詩詠、楊
浩敏、李志成，分別在 「視藝歷程」、 「繪本教學」
、 「科技教學」方面各有心得，他們既重視創意空間
，又貫徹以人為本。這不就是立足現在，心繫未來的
育人信仰嗎？

教育不需轟烈
見到大埔舊墟公立學校的張詩詠老師時，她正啓

發學生思考 「應從哪些方面評賞美術作品」，學生雖
只有小學六年級，亦可輕鬆回答要從表達情感、創意
、構圖及色彩等方面賞析。聽到小學生能說出 「表達
情感」，令人驚訝他們何以懂得藝術品深藏的情愫。
原來張老師已在藝術教育領域研究多年，她以 「社區
為本」，透過藝術評賞帶動學生創作，又結合自創的
「視藝歷程冊」，提升學生的藝術思維。

何為 「社區為本」？張老師解釋 「老師到社區尋
找素材，引導學生關注身邊的景物，並將其以藝術創
作的形式記錄下來，這樣同學不僅能夠從細節體味生
活，亦可用美術的方法記錄自己對社區的情感」。她
還引導學生互相評賞作品，在 「我筆下的大埔」評賞
課，有同學用蠟筆塗畫出古舊的色彩，用以表現大埔
雖為舊區卻底蘊深厚；亦有同學以藝術家蘇敏怡的風
格為藍本，用微顯誇張手法表達對大埔的深厚情誼。

張老師還創設 「藝術館教學」，因為她曾在英國
讀書，參觀藝術館時驚奇發現，很多小學甚至幼稚園
都會帶學生去參觀，於是心生感慨，覺得喧囂的香港

更應如此， 「讓小朋友在兒時便獲得藝術素養，提升
底蘊，撫平內心的浮躁」。學生鄧暐琳表示，視覺藝
術課程讓自己抒發情感，感受一個不同的世界。

三年前，張老師教過一個患自閉症的學生，因他
每幅作品都含有獅子，大家便稱其 「獅子仔」。獅子
仔在畫畫方面有天賦，作品別出心裁，張老師常與他
聊天，鼓勵他多表達自己的想法。當獅子仔媽媽打來
電話，稱孩子開始向家人介紹自己的畫且描述其中意
義時，張老師既欣慰又感動。 「老師並不需要太轟轟
烈烈的時刻，僅這種小幸福便足以享用一生」。

東華三院田灣幼稚園的楊浩敏老師，運用 「繪本

教學」，讓幼兒在生動的故事裡練習讀寫及思考能力
。她又將課本故事延展，令幼兒分組模擬故事情節，
旨在提高他們的體能素質及協作能力。她稱 「這個方
法從實行至今已近十年，課本依小朋友的興趣變化而
不斷發展，讓幼兒在喜歡的環境中學習，提升他們的
基礎能力」；保良局朱正賢小學的李志成老師則運用
科技功能，引起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讓他們在多媒
體的環境下趣味學習。

政府肯定教師
今日，包括上述三位老師的二十餘位優秀教師，

將獲特首曾蔭權頒授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問及
如何看待學界質疑曾蔭權不配頒發此獎時，三人不約
而同表示，此獎是學界對自己及學校教育事業的肯定
與認可。大埔舊墟公立學校校長徐俊祥亦補充， 「好
似老師獲獎並不僅代表其個人還包含學校一樣，特首
亦不僅指其個人，而是整個政府對教師的肯定」。

兩校已做好過渡安排，在新校舍落成前，明愛及
職訓局分別借用轄下白英奇專業學校及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校舍，應付九月 「雙班年」兩批學生入學。

六月底交財委會
本港學生對自資學位有極大需求，為推動本港自

資專上教育發展，政府設開辦課程貸款計劃，讓院校
興建特定用途校舍，用作開辦經本地評審的全日制學
位課程。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昨日分別通過撥款三
億元支援明愛專上學院，以及六億七千萬元予職訓局
營辦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發展新校舍的
貸款建議，涉及總額為九億七千萬元，款項將於六月
二十九日交予財委會審批。

獲批將軍澳地皮的明愛專上學院校長關清平表示
，地皮面積約三萬平方米，可容納約三千二百名學生
，估計總建築費用達六億九千八百萬元，料一五／一
六學年啟用。

關清平表示，九月將開辦酒店及旅遊學士學位課
程，日後會開辦護理學及足病學，以配合市場所需。
新校舍啟用前，會借用白英奇專業學校及轄下的明愛

賓館或酒店作實習。他補充，向政府申請貸款約三億
元後，餘下建校費用會自行籌集。

職訓局執行幹事邱霜梅表示，九月起提供二百一
十個自資學士學額，新校舍尚未落成前，會安排學生
在青衣校舍上課，特定課程則會借職訓局部分設施。
她補充，新校舍建築費用約七億六千多萬元，除向政
府申請六億七千元貸款，餘下亦需自行籌募。新校舍
預計可容納三千多名學生，預計於一六／一七學年啟
用。

另外，有議員關注院校憂慮將學費水平定得太高
以賺取利潤，職訓局回應，會參考市場一般課程的學
費水平，以及學生承擔能力，強調學費水平與院校向
政府貸款還款無關。

卓越教學 以人為本
實習記者 劉思岐

特稿

國際學校免租空置校舍
【本報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空置校

舍用途，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表示，為配合國際學校發
展，已物色四所空置校舍適合作長期用途，包括東區的
聖馬可中學、觀塘五邑甄球學校、聖言中學及赤柱香港
鄭氏宗親總會鄭則耀學校前校舍。聖馬可中學目前已
被用作短期國際學校用途。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美寶補充，六月底前會邀請國際
學校表達使用空置校舍意向，料年底前完成校舍分配工
作，局方會與國際學校簽訂合約，為校舍提供十年的免
租。民建聯譚耀宗關注，跨境學生增加，令北區小一學
額供應不足，要求政府復用北區的空置村校辦臨時小學。

100大專生暑假北上實習
【本報訊】由香港青年協進會籌劃的 「凝聚青年．

成就夢想」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昨日假香港
體育館舉行啟程儀式，計劃項目主席蔣麗芸及 「青進」
會長楊子熙，到場勉勵一百名大專學生前往深圳實習。

參加者於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九日期間，到深圳多家
不同類型的企業實習。他們將從事市場行銷、人力資源
、旅遊管理或酒店管理等工作，從而了解內地企業的運
作。

議員憂私大學費貸款掛鈎

▲歐永恒（中）指，膀胱癌病情嚴重個案
愈來愈多，且有年輕化趨勢。左為伊利沙
伯醫院泌尿外科主管陳偉希，右為馮達洲

本報記者鄧如菁攝

▲職訓局在新校舍尚未落成前，會安排學生在青衣校舍
上課

▲張詩詠為同學講
解如何評賞藝術作
品

實習記者
劉思岐攝

繼教育局早前分別向明愛專上學院及
職訓局批出將軍澳及柴灣用地，以開辦自
資學位課程後，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昨
日通過向兩校提供近十億元貸款，支付新
校舍部分建築費用。

本報記者 劉家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