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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高峰樂園
面積：十五萬平方呎
景點

●北極之旅：展出斑海
豹、太平洋海象、北
海獅、雪鴞，並設開
放劇場，可觀看海豹
泳姿

●南極奇觀：展出七十
多隻巴布亞企鵝、南
跳岩企鵝、國王企鵝
，部分地面為玻璃設
計，可看到企鵝於腳
下游動

●雪狐居：展出北極狐
●極地時速：以冰上雪

橇為主題、時速三十
五公里的過山車

● 3D 街頭立體畫：以
特定的角度，地上的
畫會變成立體的企鵝
、北極鵝、鯨魚

●冰極餐廳：可看到企
鵝活動池全景

資料來源：海洋公園

【本報訊】有關免費電視轉播倫敦奧運會一事，港協
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一直與國
際奧委會聯絡，因涉及複雜性問題，會盡早落實轉播安排
，讓市民感受氣氛及了解賽事詳情。他相信，很快會有結
果，以便有關方面作出配合安排。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譚偉豪說，推廣體育文化的工
作應由跨政策局去協調，不單只是純商業競投轉播權的問
題。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繼前年電子
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來港展出，掀起市民感
受歷史文物與現代科技融合的熱潮，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於本月二十五日舉辦的大型秦始皇兵
馬俑展覽，將引入更多項嶄新科技，包括首次
採用三十二台投影機及巨型環迴懸浮幕。市民
只需十元，便可 「穿越時空」，經歷秦皇陵二
千多年來的變遷，甚至可與秦軍 「對戰」。

康文署耗資三千三百萬舉辦的 「一統天下
︰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展覽，將於本月二十
五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開幕，為期四個月，是
次展覽除展示一百二十件珍貴文物外，更設置
多媒體體驗區，利用眾多現代科技演繹古代文
物。

32台投影機無縫拼接
在六組多媒體節目中，以 「飛越秦始皇帝

陵」最為觸目震撼。市民踏入四千多呎的巨型
環迴懸浮幕上，即被超越大型電影IMAX影片
解像度的秦始皇皇陵影像包裹，恍如在空中飛
翔，然後穿越時空，全方位俯覽兵馬俑在二千
二百多年前建造，以至其後被項羽軍隊破壞，
及至於一九七四年被發現、出土和修復的經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馮程淑儀表示，
「該節目使用了三十二台投影機作無縫拼接，

以及三百台高配置的渲染機群組，遠遠超過當

年平面的電子版《清明上河圖》，這種技術亦
是全世界博物館展覽中首次嘗試。」

可與小型秦軍 「對戰」
與一般兵馬俑展覽不同，市民於是次展覽

還可與秦俑互動交流。當來到 「發現地下王國
」節目，透過高清攝影機，市民可看見自己與
奏樂陶俑和水禽同時出現在熒幕上，然後作出
各種動作，在享受秦風音樂的同時，既可坐下
與秦俑 「對彈」，又可與水禽 「共舞」。在另
一個屏幕裡，市民更可與小型秦軍戰陣 「對戰
」。

喜歡畫畫的小朋友更可去 「兵俑工坊」節
目，利用自己的創意，透過觸摸屏幕為Q版兵
馬俑上色，高清攝影機會即時將色彩投射到白
色的秦俑上。市民亦可在入場前拍下自己的秦
俑造型照，取得號碼小票後，在 「兵俑工坊」
節目的電腦中輸入號碼，便可看到自己面容的
立體兵俑。

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蕭麗娟表示，館方
構思的多媒體節目，都參考了大量最新考古資
料和專家意見，例如在 「秦人與馬」節目播放
的影片裡，馬的品種和造型、車馬的陣式，甚
至是車軸輻條的數目，都經過嚴格的修訂，在
讓市民深入淺出地了解秦代歷史文化之餘，亦
確保歷史的真實。

【本報訊】實習記者葉頌詩報道：馬會下周一起
招募新一屆二十名賽事見習學員，六年前由賽事見習
學員做起的見習騎師吳嘉晉，上月起在本港出賽，一
個月內已勝出二十場賽事，成績標炳。見習騎師呂卓
賢稱，要在千名報名者中脫穎而出，最重要是面試接
觸馬匹時保持淡定。

二十二歲呂卓賢，本身是前香港柔道隊成員，零
七年加入馬會成為賽事見習學員，剛在新西蘭完成十
九個月的騎術訓練，下個馬季起於香港出賽。

千人申請招20學員
馬會賽事見習學員每年收到大約一千人申請，呂

卓賢提醒申請人，面試環節之一是測試考生與馬匹相
處的反應，屆時最緊要保持淡定，考官會透過眼神及
行動舉止觀測考生的表現。對他而言，當騎師的最大
困難是控制體重。馬會見習騎師學校校長陳念慈稱，

騎師的體重必須保持約一百磅，因此學員需長期控制
飲食以保持體重。

二十二歲的見習騎師吳嘉晉，○六年放棄升讀中
六的機會，選擇成為見習騎師學員，原因是認為進修
機會隨時有，能在千人中脫穎而出屬難能可貴。他在
新西蘭受訓期間屢獲佳績，曾贏得七十一場頭馬，並
榮膺新西蘭最有前途首年出賽見習騎師，是賽事見習
學員計劃推出以來最佳成績。經過五年努力，他由上
月起在港出賽，短短一個月已勝出二十場賽事。

陳念慈稱，獲取錄學員每月可獲八千元生活津貼
，較去年多三百元。學員完成三十六周基礎課程教育
包括騎術訓練、馬匹料理、運動科學與英文等後，按
興趣及成績選擇發展為見習騎師、策騎員或釘甲匠等
。年滿十六歲及完成中四課程的青少年可申請，但須
有良好體能及平衡力，並對馬匹有濃厚興趣。

今個馬季將於星期日在沙田馬場舉行煞科賽。

佔地十五萬平方呎的 「冰極天地」結
合了教育的元素，宣揚綠色、低碳和保育
意識。館內主要有三大景點，包括 「北極
之旅」、 「南極奇觀」和 「雪狐居」。
「北極之旅」有太平洋海象、斑海豹、北

海獅，館內可分為兩層，觀眾能觀看岸上
和水底下的海豹海獅，並能在開放式劇場
看到動物的表演。 「北極之旅」更會展
出 電 影 《 哈 利 波 特 》 中 ， 主 角 飼 養 的
「白色貓頭鷹」雪鴞，觀眾能與之近距

離接觸。
事實上， 「冰極天地」的一個最大特

色，是以開放式設計為主，觀眾與動物只
相隔 「半塊玻璃」，只要踮起雙腳便能無
阻隔看到極地動物。 「南極奇觀」則有七
十四隻巴布亞企鵝、南跳岩企鵝和國王企
鵝，而觀眾所站的地板，部分用玻璃製成
，故企鵝可直接在水池游到觀眾的腳下。
至於 「雪狐居」亦為北極狐所居住，該
類狐因雪白毛皮被人類捕殺，數量已經
大減。

710萬人次入場創紀錄
除了巨型動物外，海洋公園內有十五

隻嬰兒巴布亞企鵝和南跳岩企鵝，由父母
和人工飼養，而園內的北海獅日前更誕下
香港首隻雄北海獅，重約十公斤，現時已
經開始進食母乳。

行政長官梁振英主持開幕禮時表示，
「冰極天地」可以宣揚減緩全球暖化的迫

切性，配合政府鼓勵市民重視環保、貫徹
可持續發展的施政方針。海洋公園主席盛
智文表示，樂園在過去一個財政年度共有
七百一十萬人次入場，打破歷年的新高，
而新館有教育元素，讓所有人了解南北極
的動物。他又說，未來期望與香港迪士尼
樂園合作，加強香港主題樂園對遊客的吸
引力。

上月氣球意外原因未明
另外，對於園內一個氦氣球上月底發

生意外，盛智文表示，日前已把意外初部
調查報告提交機電工程署，但現時仍未知
道意外原因，而氣球的法國生產商較早前
已派人來港協助調查。他又表示，全球有
超過五十個由該公司生產的氣球，今次是
二十年來首次發生的類似意外，若他對最
終報告不滿，有關設施不會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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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耗資五十五點五億元、歷時六年興建的海洋公園耗資五十五點五億元、歷時六年興建的
「「冰極天地冰極天地」」 今日開幕，展出逾百隻海豹、海象、企今日開幕，展出逾百隻海豹、海象、企
鵝，甚至電影《哈利波特》中的鵝，甚至電影《哈利波特》中的 「「白色貓頭鷹白色貓頭鷹」」 等極等極
地動物，亦是亞洲首個集合南、北極動物展館和過山地動物，亦是亞洲首個集合南、北極動物展館和過山
車的景區。海洋公園表示，本財政年度有七百一十萬車的景區。海洋公園表示，本財政年度有七百一十萬
人次入場，創歷年紀錄。人次入場，創歷年紀錄。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陳錦輝陳錦輝 ▲盛智文（中）向梁
振英（右）介紹新景
點設施

◀ 「北極之旅」 展出
「白色貓頭鷹」 雪鴞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 「冰極天地」 展出
逾百隻海豹、海象、
企鵝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 「冰極天地」 是亞
洲首個集合南、北極
動物展館和過山車的
景區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結合教育元素結合教育元素 宣揚保育意識宣揚保育意識

海海園園5555億冰極天地開幕億冰極天地開幕

霍震霆：奧運轉播快落實

馬會下周招募賽事見習員

九巴招收百名維修學徒

▲馮程淑儀表
示 「飛越秦始
皇帝陵」 （左
圖）首次採用
三十二台投影
機及巨型環迴
懸浮幕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吳嘉晉
在新西蘭
受訓期間
屢獲佳績
，曾贏得
七十一場
頭馬
本報記者
葉頌詩攝

▶海洋公園
新景點 「冰
極天地」 開
幕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九龍巴士有限公司正招
收新學徒，計劃在未來一年內共招收一百名。九巴技術訓
練學校技術導師陳永強表示，有志投身巴士維修行業的香
港居民，只要十六歲以上，完成初中課程，便可就讀九巴
的 「技工學徒訓練課程」。

陳永強表示，整個學徒訓練共為期三至四年，可視乎
工齡獲每月五千六至七千六的津貼，期間會由公司全費資
助修讀青年學院舉辦的中專教育文憑課程，所有學徒均需
要達到一定的成績才可畢業，繼而獲聘為九巴維修員工。

陳永強續稱，通過第一輪面試的學徒，會有三個星期
的時間學習維修理論知識，然後到廠實踐。三個月後，學
徒會分流進入技藝工人、汽車電器、車身修理和機廠技工
四個工種。他強調，九巴技術學校為年輕人提供巴士維修
保養的專業訓練，為學徒灌輸巴士維修最新技術，協助他
們打好基礎及掌握一技之長，為他們日後成為優秀人才鋪
路。

在九巴技術學校畢業約三年的二十九歲九巴技工蔡偉
然表示，父親是從事汽車維修行業，在耳濡目染下便喜歡
汽車。初中畢業後，因未能進入理想的學校繼續學業，進
而加入九巴學徒計劃，但參與維修工作後發現滿足感難以
形容。目前目標是持續專業進修，爭取晉升機會。

現任九巴助理技術工程師的鍾焯輝表示，自小對汽車
感興趣，中學畢業後便加入了九巴學徒訓練，並立志成為
工程師。學徒計劃為自己打下穩固的基礎，畢業後自己持
續夜間進修，學習更專業的知識，最終願望成真。

▲陳永強（中）、蔡偉然（左）、鍾焯耀（右）向記
者介紹九巴維修工作 本報記者夏盧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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