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鍾宏亮教授
率團隊在爛頭
營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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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的支持下，香港

正致力投入推動航天科技

產業的發展。銳意打造「中國星

鏈」工程、正籌建香港首個衛星智

能製造中心的香港航天科技集團，

近日獲邀參與在巴基斯坦舉行的

「 亞 太 空 間 合 作 組 織 （APS-

CO）」領導力發展論壇，與十多

個亞太和世界各地區的航天產業及

科研機構代表探索合作機遇。正在

當地的集團聯席主席兼行政總裁文

壹川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在航天產業層面，香港具備三

重優勢，包括自由的經濟制度、國

際化的人才，以及依託大灣區獲成

熟的市場及技術支持，估計可提高

衛星的生產效率，亦有助擴大國際

合作，聯通世界航天產業鏈，以此

帶動香港整體科技發展，幫助香港

更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鈺

APSCO領導力發展論壇在本月
13日及 14日舉行，來

自中國、孟加拉、伊朗、蒙古、巴基斯
坦、秘魯、泰國、土耳其等APSCO成員
國，以及阿根廷、埃及、印尼、馬來西
亞、墨西哥、菲律賓、卡塔爾、俄羅
斯、委內瑞拉等地代表參與，就空間法
律及政策、空間治理及當中的新興產業
等分享討論，以及探討空間商業化、空
間商業、地方產業發展與空間融資的機
遇。
獲邀代表香參與論壇的香航天科技
集團代表，在會上分享了香航天工業發
展的案例研究，又參與「後疫情時代的區

域航天合作」圓桌會議，向各地代表剖析
香的衛星製造與精密製造及應用。論壇
後APSCO於本月15日至17日舉行理事會
會議，其間更會與香航天科技集團簽署
備忘錄，加深雙方合作。

文壹川料港每年吸200內地航天專才
隸屬該集團的香首條衛星生產線，是

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
上海衛星裝備研究所建設，為中國航天對
外展示的重要窗口。文壹川昨日透過網絡
接受香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作為唯一獲
邀參與是次論壇的私營航天企業，集團希
望能展示國家航天與商業航天交流合作、

互利互惠的模式，相信國際社會亦會將香
的案例視為各國「國家隊」和商業航天
企業之間的橋樑，以此聯通世界航天產業
鏈。
他指出，在航天產業層面，內地向香

提供人才和技術的支持，中科院、中國航
天科技集團及相關大學，預計每年可輸入
約200名航天專業人才來發展，同時香
也可利用自身獨特的優勢作為面向世界
的窗口，為內地提供更多走向國際舞台的
機會。
他認為香兼備了多重優勢，首先是

自由的經濟制度及稅務政策，極大降低
了全球範圍內精密製造業零部件進口成

本，以衛星製造為例可望將成本降低三
至五成，製造時間縮短三至五成，帶來
了無法比擬的國際市場吸引力，也為香
「再工業化」轉型提供了契機。其
次，香的高度國際化匯集了全球的人
才，第三則是背靠祖國依託整個大灣
區，讓香於技術和市場方面得到充分
支持。

商業航天對港青大有前景
文壹川指出，這些優勢能讓香航天產

業擴大國際合作，促進信息鏈、技術鏈、
創新鏈對接聯通，助力包括APSCO各成
員國的商業航天發展，同時帶動香科技

發展，幫助更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文壹川提到，全球航天產業保持長期

穩定增長，預計到2040年產業收入將超
過1萬億美元，而商業航天亦成為當中主
要力量，對年輕一代更是大有前景。
他寄語有志航天的香年輕人，應持

續關注最新航天科技發展，結合自己自
身興趣點以及專業特長，匹配適合發展
的職業方向，例如硬件設計、軟件開
發、數據建模應用等，並投入專業系統
化教育培養，同時要多實踐多總結多探
索，積極將航天科技業務與社會生活中
各行各業的需求緊密聯繫起來，抓緊航
天產業發展的機遇。

香 港 文 匯
報訊 發展局
局長甯漢豪與
國家文物局局
長李群昨日簽
署《關於深化
文化遺產領域
交流與合作的
框 架 協 議
書》，進一步
推動內地與香
在考古和文物建築領域的文化遺
產交流與合作。
《框架協議》的目標是就考古和

文物建築領域建立雙方恒常交流合
作機制，開展交流合作專案，並共
同推進《粵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以共建人文灣區，協助香發
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深

化兩地民眾對
中華民族歷史
的了解，提升
民族自豪感和
愛國情感。
在《框架協

議》下，國家
文物局和發展
局會在多方面
加強交流和合
作，包括考古

工作和考古遺產保護；文物建築保護
技術、理念、活化利用等研究；文物
建築資源信息共用，分享文物資源登
錄的經驗與做法；以及文物高科技應
用及傳統技術。雙方會加強大灣區文
物遊徑建設，促進展覽交流、文化創
意產品開發合作和人才培養，以及舉
辦青少年活動和教育宣傳活動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人目
前須使用吊船運載，才能於大廈外牆進
行抹窗和塗漆等高空工作，工作環境危
險，尤其是在酷熱、大風及降雨等惡劣
天氣下。中文大學工程學院研究團隊早
前獲創科基金及俊和建築控股資助和支
持，成功研發「外牆高空工作線控機械
人」，是首個可模仿工人在外牆以雨刮
抹窗及控制滾筒塗漆的機械系統，代替
工人於外牆進行高空工作。俊和已就此
申請專利，並待進一步研究後，擬於建
築工地使用。研究團隊期望明年第一或
第二季將機械人推出市場應用，屆時將
可紓緩業內人手短缺，工人亦可免於懸
吊半空的高危工作，減低高空工作的意
外率。

接近人手速度 6種力度調校
由中大工程學院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系副教授劉達銘帶領團隊研發的「外牆
高空工作線控機械人」，可讓機械人根
據編程自主規劃路徑，完成抹窗任務。
系統的另一獨特之處是結合纜索機械和
機械臂的優點︰纜索機械能覆蓋更大的
工作空間，而機械臂能靈活做出複雜的
動作。系統更可在不規則的表面工作，
大大提高其應用性。
研發團隊最近將機械人系統安裝於中

大校園內一座大樓外牆進行測試及示
範。劉達銘表示，機械臂的移動速度接
近人手速度，每秒約為0.5米至1米，
較人手可更長時間操作，以提升效率，
並共有6種力度可供調校。

機械人的操作分為兩個部分，先由工
人安裝纜索機械及機械臂，再由1至2
人負責監察工作進度，「纜索安裝相較
吊船的穩固性較高，不會左右搖晃。」
他指出，在實驗室通常都只是測試機械
性能，在外牆真實環境進行測試，可試
驗其作業上的準確性及是否合適等。
劉達銘表示，未來會進行更多實驗，
俊和會提供數據，讓機械人更好地學習
工人的抹窗手勢，以提高機械人的運作
速度及技巧，又會增加更多功能，例如
「智能判斷」來判斷機械的移動方向及
檢查玻璃是否乾淨等。
本身是測量師的俊和主席李家粦表

示，公司一直積極與各大學及科研公司
合作，共同研發各項提升建築效能和效
益的科技和技術。是次與中大合作研發
的機械人，在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的同
時，也減低高空工作的風險，有望達至
「零意外」的目標。

中大製外牆機械人
減高空工作意外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東山爛頭營是香
海拔最高的古村落，包括19座外形粗獷的單層石
屋，以及村民共用設施及山徑網絡，百餘年前由西
方傳教士建立，用作避暑、傳教和療養。爛頭營在
香以至東南亞的歷史文化都有很獨特的地位。香
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獲大嶼山保育基金撥款1,250萬
元進行修復保育，百年古蹟有望重煥生機。
爛頭營始建於1920年。西方傳教士到香傳教
和創辦各種社會服務時，由於難以適應香的酷熱
夏季和熱帶疾病，於是選擇這個高地建立傳教營
地，是華南及東南亞現存唯一具有此規模及風格的
石屋建築群。百餘年來，爛頭營的居民一直維持營
地的運作和保養石屋，並自行開闢兼打理通往爛頭
營的幾條山徑。
在香社會急促發展之際，這個至今仍沒有電力
及自來水供應，只可徒步前往的爛頭營，在經歷百
年滄桑後，仍然保留一個世紀前的風貌，保留儉樸
的鄉郊生活和獨特的生態文化景觀。由於爛頭營獨
特風光，及秋季漫山芒草的大自然美景，近年吸引
大量市民和遊客前往休閒遠足，造成嚴重環境破
壞，山徑被過度使用。

培養遊客愛護環境意識
中大建築學院副教授鍾宏亮及其團隊，繼去年獲
大嶼山保育基金撥款逾千萬元推行「重塑水口」項
目後，今年再獲資助約1,250萬元，進行名為「重
塑爛頭營：透過參與行動共創建築復修及自然保
育」的保育管理協議項目，為期3年。該項目將透
過修復歷史建築群、保護生態環境、及培養遊客尊
重居民私隱和愛護環境的意識，推動爛頭營及其周
邊地區的長遠保育與關懷。
重建計劃由團隊與居民共同構思，希望通過參與

行動，為爛頭營及其周邊地區共創全面而可持續的
保育措施。計劃核心是修復和改造一座百年石屋作
「保育研究支援站」，涵蓋建築群保育、大東山生
態多樣性紀錄、遊客行為分析等項目，同時會開發
一個數碼平台，用於收集和分析有關生態價值及人
為影響的數據，以促進社區參與、持份者能力建設
及公眾教育。
中大團隊首年將專注於搜集爛頭營的文獻紀錄、
實地考察建築物及地理景觀，以及爛頭營和大東山
一帶的生態環境與遊客影響基線調查等；第二年開
始修復其中一間石屋；最後階段則透過實地教育活
動和數碼平台進行公眾教育。
這次修復的石屋，以前為擔當爛頭營「看守者」
的宿舍。「看守者」負責守護爛頭營的19座石
屋、所有營地設施和周邊自然環境，故團隊與居民
決定將該石屋改造成「保育研究支援站」，延續它
作為「看守者基地」的使命，以及新增廁所、太陽
能發電系統、雨水過濾設施等配套。
由於只能徒步前往爛頭營，建築物料及工具需以
直升機運送。鍾宏亮表示，團隊修復期間要克服高
山環境、各種惡劣天氣條件，以及面對物資運送困
難、缺水缺電等情況，是極具挑戰性的項目。「我
們希望藉此項目，讓大眾了解歷史建築修復的過
程，並學會欣賞這些寶貴的文化景觀和四周自然環
境。」

香港文匯報訊 香特區司
法機構於昨日及今日舉辦第十
八屆亞太區首席法官會議。特
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昨
日在會議上致辭時表示，是次
會議展示了香與亞太區其他
司法管轄區的緊密聯繫。不論
是普通法或大陸法司法管轄
區，是來自東方或西方，彼此
之間都可互相學習、互相支
持、互有得着。

亞太區首席法官會議
首次視像舉行

是次會議由亞太法協司法分
部主辦，首次以視像形式舉
行，來自亞太區司法管轄區共
24位首席法官和8位首席法官
代表參與。張舉能表示，今年
對香來說是特別的一年。除
了舉行這個重要的會議，香
亦在今年慶祝回歸祖國和「一
國兩制」實施25周年。
他說：「在基本法訂明的

『一國兩制』框架下，香
特別行政區的普通法傳統得
以在奉行大陸法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內繼續蓬勃發展。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回
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肯定了（香特區）司法機
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香
保持普通法制度。」
亞太法協司法分部主席、澳

洲新南威爾士州最高法院首席
法官Andrew Bell致開幕辭時
表示，所有無論是奉行大陸法
還是普通法傳統的國家，都面
對共同的問題和挑戰，亞太區
的司法領導就這些問題和挑戰
進行對話交流是非常重要和有
價值的。隨着全球在2022年
走出疫情困境及其造成的混
亂，法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
重要。
在兩天會議期間，與會的首

席法官和首席法官代表於不同
討論環節中，探討各地司法機
構共同面對的各種挑戰，議題
包括應對外間批評和讓公眾參
與、當代案件管理、日益重要
的家事法庭，以及司法教育。
這是亞太區首席法官會議繼

2007年首次在舉行後，再
度由香主持。會議每兩年舉
行一次，讓亞太區一眾首席法
官透過這個平台討論各司法管
轄區共同關注的議題，互相分
享經驗，有助他們推動各自的
司法制度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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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深化文遺交流合作簽協議

中大獲1250萬資助 重塑大東山爛頭營

◆ 爛頭營保留
儉樸的鄉郊生活
和獨特的生態文
化景觀。

◆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在會議上致辭。

◆ 甯漢豪與李群簽署《關於深化文化遺
產領域交流與合作的框架協議書》。

◆ 線控機械人系統能在大廈外牆進行
高空工作。圖為抹窗示範。 中大供圖

▲ APSCO昨日在巴基斯坦與香
港航天科技集團簽署備忘錄，加
深雙方合作，為香港航天產業開
拓新機遇。 受訪者供圖

▶ 香港航天科技集團代
表香港參與在巴基斯坦舉
行的APSCO領導力發展
論壇。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