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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濱聖誕盛會海濱聖誕盛會 睇燈飾齊打卡睇燈飾齊打卡
灣仔華爾滋聖誕樹11米高 炮台山主打爵士樂

聖誕節將至，海濱事務委員會於

港島及荃灣7個海濱場地舉行名為

「 一 個 聖 誕 ． 一 個 維 港 ： Your Show

Time」的大型聖誕盛會，以跨域藝術派對為

主題，布置聖誕燈飾並設有玩樂設施及表

演，提供多個打卡位。其中灣仔主題區在

LED燈砌成的搖滾音樂聖誕樹襯托下，市民

能進行維港水上單車活動；炮台山主題區的

聖誕樹則以爵士樂為主題。海濱事務委員會

主席吳永順昨日總結今年海濱發展工作時表

示，已經打通香港逾25公里的海濱長廊，

未來一年將把工作推展至九龍區的海濱場

地，例如啟德跑道海濱段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一個聖誕．一個維港」活動介紹
灣仔「HarbourChill 海濱休閒站」

◆位置：灣仔鴻興道以北、灣仔碼頭有蓋行人通道以
東的HarbourChill 海濱休閒站

◆亮點：有高達11米的「共舞華爾茲」聖誕樹，樹頂
上的一對舞者跳着優雅的華爾茲，樹下設有
巨型音樂盒裝置

灣仔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

◆位置：灣仔北沿鴻興道至鴻興道天橋對開的水上運
動及康樂主題區

◆亮點：以搖滾音樂為主題，場內可找到以LED燈砌
成的搖滾音樂聖誕樹、冬日透明Band房等
裝置

銅鑼灣活力避風塘主題區

◆位置：維園道怡和午炮和銅鑼灣消防局之間

◆亮點：以翩翩的絲帶舞為題，於無欄杆的海岸堤階
長廊增添舞動形態的霓虹燈裝置，及以絲帶
為設計概念的聖誕樹

金鐘「The Connector添馬至會展海濱長廊」

◆位置：連接金鐘添馬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灣仔海
濱長廊

◆亮點：以優美動人的芭蕾舞曲為題，沿路數個展示
芭蕾舞者曼妙舞姿的藝術打卡裝置

堅尼地城「卑路乍灣海濱長廊」

◆位置：堅尼地城城西道卑路乍灣海濱長廊

◆亮點：由本地插畫家Messy Desk設計打造的Pop
Music Party以流行音樂為主題，混合可愛
卡通元素，小朋友可在聖誕樹下的喇叭音箱
通道和多款鬼馬「音樂小車」遊玩

炮台山「東岸公園主題區」

◆位置：炮台山屈臣道以西的東岸公園主題區

◆亮點：充滿藝術氣氛的東岸公園主題區，以爵士樂
為主

荃灣海濱長廊

◆位置：荃灣西海濱一帶

◆亮點：將踢躂舞融入海濱場地，歡樂氣氛滿載。整
個海濱沿路有聖誕樹及踢躂舞舞台，讓大家
一展舞技

資料來源：海濱事務委員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維港海濱一直是市民欣賞燈飾的
熱點，也是香港珍貴的休憩資

源。吳永順昨日總結工作時表示，
過去大半年已經打通超過 25 公里
的海濱長廊，料年底「計數」有
26 公里被打通使用。他透露，現
時港島區最長的海濱長廊連接炮台
山至石塘咀，全長 7.4 公里。而今
年底石塘咀西區的卑路乍灣海濱長
廊，配合西環碼頭的路面改善設
施，炮台山到石塘咀的海濱場地將
延長至 8.7 公里，使市民有更多休
憩場地及設施。
談到海濱未來發展計劃，吳永順
表示，明年將重點發展九龍區海濱
段，包括全長11公里的啟德跑道海
濱長廊會陸續開放，紅磡碼頭海濱
段亦會有開通工作，土瓜灣海心公
園擴建部分亦會在明年正式開放。
而海濱事務委員會重大項目之一的
東區走廊橋底板道，將分階段駁通
港島區炮台山與鰂魚涌沿海地方，
預計2025年底由堅尼地城到筲箕灣
的海濱段會全面接通，全長超過13

公里。

免費工作坊 即場整手工
其中，銅鑼灣「避風塘主題區」在

9月開放後，今年海濱場地總數從去
年的6個增至7個，該7個已打通的海
濱長廊將於今年聖誕合辦「一個聖誕
．一個維港：Your Show Time」活
動，連續3個周末，指定的海濱活動
場地將化身為迷你音樂舞台，帶來
「海濱音樂表演」及「絲帶舞表
演」；而活動當日下午亦會舉辦免費
「維港聖誕工作坊」，即場參與手工
製作聖誕老人及雪人小袋子，每日限
量70位。
7個海濱場地各有特色，例如灣仔

「海濱休閒站」聳立了一棵11米高的
巨型華爾滋舞聖誕樹，打破歷年紀
錄，聖誕樹下設音樂盒裝置，播放由
管弦樂隊奏出的聖誕歌，營造浪漫氣
氛；「灣仔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
將增設支援各項水上運動賽事的淋浴
間、更衣室與公共洗手間，更提供一
間餐廳，讓市民一邊欣賞維港一邊享

用美食，聖誕期間亦會有用LED燈砌
成的搖滾音樂聖誕樹，配上色彩奪目
的搖滾樂器造型吹氣裝置，為海濱注
入活力澎湃的聖誕氣氛。
堅尼地城「卑路乍灣海濱長

廊」，繼續由本地藝術家 Messy
Desk創作色彩繽紛、以流行音樂為

主題的聖誕樹。小朋友可以在聖誕
樹下的喇叭音箱通道和多款音樂小
車穿梭遊玩，趣味十足。金鐘
「The Connector添馬至會展海濱長
廊」則以芭蕾舞為主題，配以雪白
燈飾和聖誕雪橇，襯托展示芭蕾舞
者優美的聖誕樹。

◆◆炮台山以爵士樂為主題的聖誕樹炮台山以爵士樂為主題的聖誕樹。。

◆ 灣仔「HarbourChill海濱休閒站」聳立11米高、以華爾滋
舞為主題的巨型聖誕樹。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灣仔「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以搖滾音樂為主題
的聖誕樹。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市民與以管弦樂為主題的聖誕裝飾合影市民與以管弦樂為主題的聖誕裝飾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場內設遊樂設施供小朋友遊玩場內設遊樂設施供小朋友遊玩。。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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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創科博覽昨日起至22日在會展
中心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開幕致辭
時表示，在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
躍的這個歷史起點，期待大家一同以
「創科興港、科技報國」為目標，努力
建設香港，貢獻國家。創科博覽展示國
家重大科技成就、邀請國寶級科學家到
港演講，有效提升本港年輕人的創科熱
誠，點燃港青創科夢想。本港要加強與
內地合作，積極推動針對香港年輕人的
創科交流教育活動，多帶年輕人到內地
參觀學習，讓科研英雄成為香港年輕人
的偶像，增強香港年輕人創新發展自
信，成就美好人生。

創科博覽從2016年開始舉辦，已成為
本港的矚目盛事。創科博覽得到國家科
技部、科協、中國科學技術交流中心等
機構的大力支持，提供代表國家頂尖科
技成就的實物抵港。新冠疫情期間停辦3
年，今年再次舉辦，帶來國家「十三
五」期間多項重大創科成就，如中國第
一輛火星車「祝融號」的1:1模型、中國
第一個自主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的着
陸平台 、「飛天」艙外航天服及49毫克月
球土壤樣本等；本屆創科博覽還特別展出
香港特區成立25年來25項科研成果等，
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關愛，極大地提升
了港人對國家創科成就的自豪，激發香港
年輕人關心、參與創科的熱誠。

中央大力支持香港創新發展，國家「十

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為香港發展帶來源源不絕的
動能。香港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培
養年輕人熱愛創科、堅定創新自信，建立
創科人才儲備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行政長官李家超的首份施政報告提出，
將大力推動中小學STEAM教育普及化、
趣味化和多元化；教育局將繼續強化普及
創科學習，優化學校中小學課程，讓學生
更有系統地學習創科知識，增強學生對創
科的學習興趣和動手能力。

啟發學生的創意思維和對科學的興趣，
除了政府推動外，社會各界也要攜手合
作，多舉辦各式各樣、生動活潑的創科普
及活動。例如教育局、民青局要發動各社
會團體，組織帶領更多香港年輕人、學生
回內地創科場館實地考察，例如參觀貴州
「中國天眼」（FAST）望遠鏡、廣東東莞
的中國散裂中子源裝置等大科學裝置；現
場傾聽內地頂尖科學家的講解，和科學家
交流互動，更有效點燃香港年輕人創科夢
想，積極投身創科事業。

隨着疫情逐步穩定，兩地復常通關已
露曙光，特區政府應主動與國家科技
部、科協等機構溝通協商，現在就要着
手規劃、安排，爭取早日開展更多吸
引、鼓勵香港年輕人投身創科的交流活
動，打造有利的發展空間，讓更多有潛
力、有抱負的香港年輕人，看到希望、
把握機會，搭上國家創科發展的快車。

加強教育交流 點燃港青創科夢
在 Google 搜尋引擎輸入「香港」及「國歌」

時，排名較前的結果竟然是一首「港獨」歌，特
區政府早前要求Google於用戶搜尋國歌時，將中
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在搜尋結果置頂，昨日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引述Google回應稱，由於搜尋
結果按演算法得出，無法控制搜尋結果，拒絕特
區政府要求。特區政府的要求合法合情合理，相
反Google以所謂演算法結果為借口頑固拒絕改正
錯誤，任由「港獨」歌曲冒充中國國歌，不僅損
害中國和香港的尊嚴，更明顯違反香港國安法，
執法部門和律政司應認真考慮引用香港國安法43
條對Google採取法律行動，制止公然挑戰香港法
治、縱容「港獨」的違法行為。

本港創科界人士均指出，Google以演算法安排搜
尋結果其實是很簡單的技術，輕而易舉可以處理問
題。Google任由「港獨」歌取代正確的中國國歌在
搜尋結果置頂，嚴重冒犯中國國家及香港的尊嚴，
已經是極之荒謬的錯誤，而Google以所謂演算法作
為擋箭牌拒絕改錯，有錯不糾是錯上加錯，已經激
起全港各界公憤。正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所指，
Google的做法「匪夷所思及難以接受」。

Google對特區政府的合法合理要求置若罔聞，甚
至採取「軟對抗」，特區政府有足夠的手段，透過
法律途徑解決問題。香港國安法第43條規定，如警
務處處長有合理理由懷疑在電子平台上發布的電子
信息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相當可能會
導致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發生，可在保安局局長批
准下，授權指定的警務處人員要求有關發布人士、
平台服務商、主機服務商及／或網絡服務商移除危
害國家安全的信息；若有關的信息發布人未即時合

作，而有關資訊會繼續在網上嚴重影響公眾，警務
人員可向裁判官申請手令檢取有關電子器材，並作
出行動盡快移除該信息；如有服務商未有遵從移除
或限制或停止任何人接達危害國家安全的信息或平
台，或提供協助的要求，一經定罪，則可被判罰款
$100,000及監禁六個月。

另外，香港國安法明確訂立了效力範圍，香港
國安法第3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或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公司、團體等法人
或者非法人組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實施本法
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可見，Google即使是
總部不在香港的科網巨企，但在處理「港獨」資
訊的問題上，若不配合特區政府、香港警方的要
求，冥頑不靈拒絕正確妥善處理中國國歌，難逃
香港國安法的制裁。

早前歐盟最高法院裁定Google必須將明顯不準
確的搜尋結果刪除，Google 表明會遵守法院指
示，並已刪除了有關內容。Google遵守、執行歐
盟最高法院的決定，卻以演算法所致為由，拒絕
特區政府將正確國歌置頂的要求，公然不把香港
法治放在眼裏，難道有藐視、凌駕香港法律的特
權？

香港國安法「一法安香江」，在止暴制亂、打
擊「港獨」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推動香港重回正
軌。網絡並非法外之地，網絡平台不能利用任何
借口為鼓吹「港獨」提供便利。傳播正確的中國
國歌、刪除「獨」歌，是非黑白分明，沒有商量
妥協的餘地。特區政府應善用香港國安法的法律
震懾效應，督促Google撥亂反正，希望Google正
視問題，好自為之。

採取法律行動 促Google撥亂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