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金文
博）為向大眾
展示學生的學習
成果並推廣職業專
才教育，香港職業訓
練局將於下月舉行「新
世代新技能」博覽，並於
近日在傳媒預覽中率先展示
多個項目。其中，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的師生團隊參照中國名畫
「清明上河圖」，以香港5個段階的
疫情作為切入點，並對其進行研究分
析，將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市民生活新
常態製作出「COVID上河圖」，讓
巿民在新常態中思考如何協助不
同群組，尤其是長者改善生活
質素，以建立更美好的未來城
市環境。
帶領 「COVID 上 河
圖」項目的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室內設計高級
文憑畢業生陳煒軒
介紹，其團隊透
過政府數據、
報章報道、
網上資料
等 數 據

資料，以及研究報告、文獻、持份者、旅
運鏈分析法等，分析和總結出自我成長、
社交聯繫性、免疫、可動性、健康水平和
安穩度6個與城市環境福祉相關的指標，再
以電子的「COVID上河圖」透過圖像展示
分析所得的數據和資料，例如感染和確診
者年齡分布，以及每波疫情在香港發生兼
影響新常態的重大事情等。
「COVID上河圖」還設有「加減乘除設
計法」功能，公眾瀏覽時可按「＋、－、
×、÷」鍵，以探索在不同情況下的應對方
法，例如獨居長者可以按「＋」探索在家更
好地自理的可行性，或「－」了解減少在家
中的行動障礙等，從而引導公眾有系統地思
考如何協助不同人士適應新常態。
團隊正製作設計工具包，透過印有不同

溝通技巧的工具卡，引領年輕人、照顧者
等跟長者交流，分析長者的需要和想法，
以便設計出應對方案，進一步推動跨代關
愛設計和共融城市環境。

多功能背心助長者照顧自己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時裝設計（榮譽）

文學士四年級學生劉詩盈，其婆婆雖多次中
風但努力復健。受婆婆的堅毅精神所激勵，
她設計出多功能雙面背心、上衣與長褲套
裝，希望幫助長者在生活中可更好地自理。
雙面背心是時尚美觀與實用功能兼具，配

有不同尺寸的收納口袋，以及可伸縮八達通
卡套、鎖匙扣、口罩扣等，上衣和褲子均採
用背開設計，方便照護者照料長者的日常所

需，讓長者在醫療檢查時減少障礙。該作品
獲高科院等合辦的「愛與關懷2021銀髮時
尚設計比賽」功能性大獎，並獲主辦單位量
產600件，贈送予有需要的長者。
「新世代新技能」博覽將於下月9日至11

日在會展舉行，公眾可免費入場。博覽會的
活動包括專題展品和展覽、技能示範、技能
體驗、業界分享會和時裝表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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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主題發言中表示，香港目前的創科規
模並不大，要集中力量辦大事，補國家創科

方面的短板、強國家創科方面的弱項，「香港必須
有規劃地發展創科，融入國家科技發展大局，當中
要做到『兩個主導』。首先是中央主導，比如河套
地區的發展，以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需；同時還有
香港各方面的科研、創科力量必須要特區政府來主
導，也加快發展速度，時不我待。……內地發展一
日千里，兩地無論在教育培訓，還是創科合作中，
應該互相提高、互相學習。」

孫東：選拔載荷專家反映國家挺港
孫東在主題發言時表示，國家一直是香港創科路
上的最強大後盾和支撐，更給予香港更多參與國家
級科技任務的機會，進一步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
科技發展大局。上個月，國家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
載荷專家，共收到120份參加載荷專家選拔的報名表格，不乏來自生物、醫學、機械工程等領域
的專業人士，下月會將最終名單上報給國家。這次選拔反映了國家對香港創科發展的大力支
持，同時激勵了香港年輕人投身創科行業。

張國鈞：STEAM教育助青少年迎創科時代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致辭時強調，人才是國家和香港發展的重要資產。培育人才
離不開教育。特區政府正大力推動STEAM教育，裝備青少年迎接創科時代的新
挑戰。同時，也會加強國民教育、憲法、基本法、國安法和法治教育的推
廣，讓學生正確認識法治，並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和民族自豪感。

霍震寰：基金認真策劃落實培訓項目
培華基金主席霍震寰表示，為與時並進地配合國家發展需要，基金會不斷調整課

程內容，認真策劃和落實每一個培訓項目，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旅遊、酒店管理、稅
務會計，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醫學、環境保護，到今天深入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
開展培訓課程。現在，國家迎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培華也將開啟第五個十年里程，
將攜手年輕一代在嶄新的時代裏，以嶄新思維譜寫「育己樹人」的嶄新篇章。

李家誠：激發大眾探索創科
培華基金常委李家誠表示，創新科技成為國家以及香港未來的發展重點，也
是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下，香港、祖國以至全世界對創
科人才的需求極為迫切，培華將更積極發揮為國育才的角色，秉持「一傳十，
十傳百，四両撥千斤」的理念，激發大眾對創新科技的探索、敢於創新的熱
情，支持國家創科發展，為國家培養新一代高質素的人才。

梁振英：港創科工作不能「關起門自己做」

中央大力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香港培華

教育基金會成立40周年慶典上作主題發言時表示，香港的創科工作以及「官、產、

學、研」都必須考慮到國家發展大局，以及如何融入國家科技發展大局，而不是「關起

門來自己做」。他強調，香港發展創科的方向需要由中央主導，但同時也要由特區政府主導

香港各方面的創科及科研力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在港選拔載荷專家反映了

國家對香港創科發展的大力支持，同時激勵了香港年輕人投身創科行業，又透露特區政府可望於

下月將最終的推薦名單上報中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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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暢熹

知專師生製「COVID上河圖」
◆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成立40周年慶典。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梁振英表示，香港的創科工作以及「官、產、學、研」都必須考慮到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理大科創政策研究中心專注三大範疇獻策

◆ 理大昨日舉辦「融入大灣區與國家創科論壇暨科技及創新
政策研究中心（PReCIT）開幕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為配合國家「十
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
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香港
理工大學成立科技及創新
政策研究中心。中心匯聚
多個學系和專業學者，推
動交叉學科政策研究。理
大校長滕錦光昨日在中心
的開幕禮前表示，中心的
定位有別於一般智庫機
構，而是透過大學強大的
基礎科研實力，從事長期
學術研究，並在此基礎上
提供相關政策建議。中心
將圍繞「碳中和城市」、「大灣區創科發
展」和「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地區發
展」三大主要研究範疇。
昨日舉行的典禮邀得國家科技部港澳台
辦公室副主任徐捷，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
長孫東，中國科學院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
任李芳芳以視像發表開幕致辭。理大校董
會主席林大輝，校長滕錦光，創新科技及
工業局副局長張曼莉，滴灌通聯合創始人
兼主席、香港交易所前行政總裁李小加等
主持開幕儀式。
滕錦光在典禮前接受傳媒訪問介紹，該
中心跟坊間的智庫機構有一定區別，「舉
例說在香港海域興建大橋，大家可能會
問，白海豚會否受到影響，而這個問題實
際上需要做長時間研究。」
他指出，一般智庫機構更多是針對眼前
社會問題，較少涉及深度學術研究，而該
中心會憑着大學的科研優勢，承擔這方面
的工作，「在我們做了基礎研究以後，在
這基礎之上提升，提供政策建議，扮演智
庫角色。」

目前正進行4個至5個研究計劃
理大副校長（研究及創新）兼中心主任

趙汝恒表示，中心自今年5月底已開始運
作，至今有跟科學園、數碼港及特區政府
緊密溝通合作，目前正進行4個至5個研究
計劃，包括「北部都會區」發展、環境、
社會及企業管治（ESG）認證、能源政策
等，和就碳中和等方面提出意見，又會透
過舉辦論壇、講座等，廣邀不同代表探討
創科政策發展。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系主任兼科技及創

新政策研究中心聯席主任崔永康介紹，該
中心將會推出領事講座系列，明年2月將
邀得越南和哈薩克斯坦的駐港領事，講解
在科技創新政策上，香港可如何參與其
中；中心亦將會推出傑出學者講座系列，
今年較多集中於碳中和主題。
在昨日的開幕典禮後，中心隨即舉行

「融入大灣區與國家創科論壇」，由李小
加發表主旨演說，闡釋大灣區在創新與人
才，以及利用香港市場引導全球資本方面
的優勢，如何協助內地的小微企業融資，
並為投資者提供另類投資選擇。其後的圓
桌論壇環節，邀得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
聯合發起人陳清泉，香港工程科學院院長
潘樂陶，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查毅超，團結
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公共政策研究院院
長黃元山就本港創科發展分享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
在「社企民間高峰會2022」開幕禮上，介
紹新登場的社會企業（社企）吉祥物──
「友建樹」。作為社企的KOL（意見領
袖），「友建樹」會以多角度介紹和宣傳
社企，加深市民對社企的認識。
民政事務總署昨日介紹，創作「友建

樹」的概念，是藉着「友建樹」由一粒小
種子，經過市民大眾的悉心照顧和陪伴，
得以快樂成長。成長後的「友建樹」努力
回饋社會，幫助社企，為弱勢社群帶來歡
樂、希望和機會。「友建樹」會以創新的
思維，向公眾宣揚社企理念，為弱勢社群

和大眾構建一個融和與充滿活力的社會。
同時，署方將推出「社企Tree 嘜標

誌」計劃，讓市民更容易辨認和支持社
企。市民看見貼有「友建樹」、「Tree嘜
標誌」的店舖，就知道他們是社企的一分
子，以鼓勵大家光顧並支持社企。
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會繼續透過社交專

頁，定期提供最新社企資訊，並會推出一
系列宣傳活動包括全新的宣傳短片，加深
市民大眾對社企的認識。歡迎市民到
Facebook及Instagram專頁「讚好」及追
蹤社企和「友建樹」的最新動向。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及民政

事務總署署長張趙凱渝亦出席昨日的開幕
禮。他們表示，希望「友建樹」可吸引不
同年齡層的市民了解及支持社企。

吉祥物「友建樹」讓市民更懂社企

2022 年
立法會選舉
委員會界別
補選將於下
月 18 日舉
行。科創界
選委「科創
力量」團隊和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昨日舉行選舉論壇，邀請6位候選
人：黃梓謙、黃錦輝、何敬康、李廣宇、陳永光、尚海龍分享政綱。科
創界選委、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漢廸致歡迎辭時表示，期待聆聽各候
選人對吸引培育科創人才、發展智慧城市、促進香港進一步融入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等真知灼見。另一選委、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
邱達根則期望候選人在當選後能協助推動創科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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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
香港特別行
政區成立25
周年─觀
塘區公民大
使嘉許禮暨
認識國家憲
法與基本法嘉年華」將於下月4日舉行，參與
當日活動的市民將可獲印有觀塘區獨特風貌的
文具套裝。為弘揚中國文化，主辦活動的觀塘
民政事務處，特意邀請了書法家和建築師、
港鐵車站站名毛筆書法大字的原創者區
傑棠義務為這些紀念品揮筆題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圖：民政事務總署Fb

揮 筆 題 字

◆ 陳國基與社企吉祥物「友建樹」合
照。

◆陳煒軒介紹「COVID上河圖」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劉詩盈(左二)設計出多功能雙面背心、上
衣與長褲套裝。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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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參 選 政 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