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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客運量首季勁跌九成七
貨運量反升逾一成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機場管理局昨日公布 3 月份航空交通數
字，香港國際機場客運量及飛機起降量均較去年同期下跌，其中機場客運量
為 5.8 萬人次，比去年同期下跌 89.9%；飛機起降量則為 10620 架次，下跌了
12%。而貨運量則較去年同期上升 4.9%至 39.7 萬公噸。

飛機起降銳減影響轉口貨量
機管局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持續，3 月份客運量依
然疲弱，本港居民、訪港旅客及轉機或過境旅客的客
運量均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而 3 月貨運量增長主要
由進口貨運量錄得雙位數字增幅所致。機管局解釋，
儘管轉口貨運量因客機起降量銳減，使可用機腹載貨
空間不足而錄得跌幅。整體貨運量在月內錄得上升，
當中以往來中東、東南亞及台灣的貨運量升幅最為明

顯。
機管局續指，香港國際機場於今年首 3 個月的
客 運 量 及 飛 機 起 降 量 為 17.6 萬 人 次 及 30475 架
次 ， 分別較去年同期下跌 97.8%及 51.9%，貨運量則
上升 13%至 110 萬公噸。在過去 12 個月，機場客運
量 及 飛 機 起 降 量 則 分 別 下 降 98.6% 和 66.2% 至 83.5
萬人次及 127760 架次，貨運量則減少 2.0%至 460 萬
公噸，飛機起降量於期內則下跌 66.2%至 127760 架
次。

「ONE Record」加強數碼化管理
另外，機管局聯同國泰貨運及其他香港航空貨運同
業成員於 3 月就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 「
ONE Record」數碼化計劃完成先導計劃。計劃的目標是透過
數碼化轉型令航空貨物處理工作更高效、準確。在先
導計劃中，透過 「
ONE Record」模式及協定，讓不
同持份者之間可透過單一可信賴的視圖，分享各個來
源的貨物內容及狀況。機管局在先導計劃中運用了由
機管局新開發，並符合 「
ONE Record」標準的貨運
同業平台。
機管局商務執行總監陳正思表示，推行數碼化以保
持市場競爭力，配合未來業務。香港國際機場作為智
能機場，積極為貨運同業推動各種創新及以科技為本
的措施，並利用數碼技術攜手合作，令香港的航空貨
運業走得更前。

女子獨行飛鵝山失蹤 3 日尋獲不治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24 歲女西廚石樂
蕎上周四(15 日)在離開石峽尾寓所後音訊全無，家人
與她失去聯絡，搜尋電腦紀錄相信她到飛鵝山行山，
消防和飛行服務隊直升機通宵搜索，一度尋獲屬於石
女的行山鞋和帽，通宵搜索接近 20 小時後最終將她尋
回，惜當場證實不治。

直升機將石樂蕎遺體吊走。
實已死亡，直升機稍後將其遺體送到東區醫院，家人
趕抵認屍悲慟不巳，稍後在社交網站帖文： 「各位朋
友：妹妹遺體已經搵到，感激每一位朋友幫忙，因
為人數太多，暫時未能一一答謝。」

疫下行山客大增意外頻生
消防處當值助理消防區長梁柏豪表示，是次拯救行動
共出動12部消防車、2部救護車，60名消防及救護員，期
間兵分三路，分別在險要山坡行山路徑和攀山進行搜救。
西九龍總區行動總督察麥中傑表示，西九龍總區失

石樂蕎失蹤後，其胞姊在社交網站發
文，希望網友可以協助尋找。
網上圖片

蹤人口調查組一度沿醫院、酒店和出入境紀錄追查，
另透過電訊公司協助得知石樂蕎的手機信號，最後出
現位置的發射站位於太子道東 714 號捷景工業大廈，
警員曾到該大廈及附近搜索。警方共動員 60 人，包括
失蹤人口調查組、機動部隊及行山隊。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港人開始熱愛行山運動，曾發
生多宗意外。本年 3 月 9 日，58 歲男退休保險經紀余
國強，獨自到飛鵝山行山後與家人失去聯絡，至翌日
中午，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在佇鷹石附近發現他昏迷倒
山邊，救起送院後證實不治。

城大研新材料提升 LED 效率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香港城市大學
（城大）與上海大學帶領的研究團隊，在製造二維鈣
鈦礦的過程中使用簡單有機分子，讓鈣鈦礦製成的器
件的效率達到最高紀錄，令發光二極管（LED）的外
量子效率高達 20.5%，令 LED 的光度比 2 年前的研發成
果光兩倍，這項成果使鈣鈦礦 LED 與有機 LED（商
用）在光度和顯示技術上看齊。
帶領該項研究的是城大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講座教
授 Andrey Rogach 與 上 海 大 學 楊 緒 勇 教 授 。 Andrey
Rogach 表示，能夠產生巨大變化，關鍵在於添加約
10%簡單有機分子，即甲烷磺酸鹽。這種分子有助減
少二維鈣鈦礦結構中的缺陷，提升效率。由此而製造
的 LED，外量子效率為 20.5%，接近許多現有 LED 科
技所能達到的最大值，幾乎是兩年前同一團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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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半受訪教師
每周工時逾 60 句鐘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在新冠疫情下，
教師授課時需要作出多方面配合。香港青年協會青年
研究中心成立的 「青年創研庫」昨公布研究報告結果
顯示，受訪中學教師中，整體平均每周授課 23 節；三
成半平均每周工作超過 60 小時；不少受訪教師個案表
示，因應電子教學需重新設計課堂及與學生和家長聯
絡。研究團體建議政府檢視教師編制、增加班師比例
及設立學生自主學習日。

疫情加重工作量影響授課
「青年創研庫」於今年 2 月 4 日至 3 月 12 日期間訪問
354 名中學教師；研究亦訪問 7 位本地、新加坡及台灣
等地的專家和學者，以及 16 名教師個案。結果顯示，
受訪教師中，整體平均每周授課 23 節；三成半平均每
周工作超過 60 小時，近一成半更工作 71 小時或以上。
此外，受訪教師最希望能刪減行政工作和會議時間；
然後騰出時間投放於師生相處、備課和上課。
不少受訪教師個案表示，疫情期間工作量增多，因
應電子教學，教師需要重新設計課堂及與學生和家長
聯絡，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跟進學習進度。受訪
教師認為以現時教學環境，能夠做到因材施教和有更
新課堂設計空間，以 10 分為非常同意，平均只有 4.54
分和 4.95 分；而教師的工作壓力指數由疫情前的平均
6.40 分，上升至疫情期間的 6.97 分。

倡教學行政分流晉升
青年創研庫教育組成員關浩建議，政府應檢視教
師編制，訂立客觀計算機制，並增加班師比，讓學校
有充足的教學人手，適應各種課程改革以及新常態下
的教學轉變，更有效地關顧學生的學習差異，提升教
學質素。
教育組副召集人林惠業則建議設立專業發展路徑，
研究教學行政分流的晉升機會，讓有意專注於教學發
展的教師也能晉升到較高職級，並輔助新任教師適應
環境。至於有志於行政及學校領導方向發展的教師，
則可從行政領導階梯晉升。

行山人士自發協助搜救
失蹤 4 日的女事主石樂蕎(24 歲)，任職西廚，與父
母和胞姊一家 4 口居於石硤尾南山。她身高約 1.67
米、瘦身材，啡色短髮，家人指她熱愛遠足，常與舊
同學及友人行山。在上周四(15 日)早上 10 時許，當時
父母正準備外出，石女表示當晚不在家吃晚飯。及至
下午 3 時許父母回家，石女已離家，但其後整晚未
歸，家人多番致電及發短訊，亦沒有回覆。胞姊發現
她的行山鞋、風褸及背囊不在家，又在其電腦中發現
搜尋飛鵝山行山路線的紀錄，懷疑她前往行山遇到意
外，因此在社交網站發文，希望網友協助尋找，並在
前晚(17 日)報警。
消防、民安隊和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及後組成救援隊
伍，在飛鵝山鵝肚棧道和自殺崖附近展開搜索，期間
有行山人士自發加入，用航拍機協助找到漁夫帽和一
對藍色行山鞋，相信是石女所有，救援人員則兵分多
路，通宵搜救但無結果。
直至昨午 6 時許，救援人員在一處山崖上發現一名
昏迷女子，但地勢非常險要，消防員由直升機游繩而
下進行拯救，證實為失蹤女子石樂蕎，經初步檢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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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的 10.5%外量子效率水平的 2 倍。
他稱，二維鈣鈦礦具高亮度及顏色純度、達商用級
運作效率，是一種極具吸引力的材料，可用於未來的
商用 LED，並有用於顯示技術的潛力。這是對新型納
米材料作基礎和應用研究的實質成果。
Andrey Rogach 說： 「研究能取得如此大進展，獲
益於裘槎基金會優秀科研者獎的資助，城大研究團隊
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將鈣鈦礦材料的專業知識發展到
甚高水平。」
研究結果已在科學期刊《自然通訊》發表，題為
「利用甲烷磺酸鹽使準二維鈣鈦礦薄膜中的能量轉移
路徑平滑以達致高效發光器件」。其他合作研究員分
別來自城大、上海大學、吉林大學、中國科技大學、
南開大學、武漢大學與中國科學院。

疫情影響網課難
調查指考生壓力增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今屆文憑試考生
持續受到疫情影響。學友社昨公布一項有關調查結果
發現，以 10 分為滿分，考生壓力有 7.6 分，雖然低於
去屆考生 3 月疫情初發時的 8.1 分，但仍比以往任何一
屆為高。調查發現，今屆九成考生認為疫情影響學習
進度，較去屆的六成半更為嚴重。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認為，疫情下學生的課
堂模式改變、實體上課時數減少，網上學習令效能下
降，再加上減少了學校、同學之間的實體支援，以及
欠缺社交及文娛康樂等減壓活動，均是今屆考生壓力
指數高企的因素。不過相比去屆考生，今屆考生不需
要面對考試延後甚或取消等未知變數，再加上考評局
早於開學時已公布延遲文憑試開考日期，及調整部分
考試範圍及內容等措施，均有助同學紓壓。
結果亦顯示考生普遍因疫情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響，當中有約八成同學同意學習動力減低、難以集中
精神及身心疲累等。

學友社籲三「UP」應對考試

Andrey Rogach 教授與其合作研究人員採用二維鈣
鈦礦材料，成功製作高效能的發光二極管（LED）。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中心主任莊基提醒同學在準
備文憑試期間，同時亦應關注自身的情緒心理狀況，
除了關注自身的壓力警號外，同學可在日常生活中加
入三個 「
UP」元素，以提升更好的狀態應付考試。包
括：Link Up：將內心的憂慮分享給身邊的同行者，
建立一個有力的支援網絡；Stand Up：嘗試站在不同
角度，以一個較客觀的想法讓自己減少負面思想；以
及 Cheer Up：讓自己享受健康活動，樂在其中，紓緩
日夜備戰 DSE 的精神壓力。

重昭國人信仰之光，照亮人生前行之路
人生在世，總要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無論是為了討生活而輾轉奔波的人，還是
為了覓食而上下翻飛的鳥兒，辛勞過後，
只有回到家裏、巢裏，才能找回安逸和寧
靜。家是所有人心靈的港灣，有了家的存
在，身心才有地方安住，人才會感覺踏
實、安心。
家是人物質世界的避風港，信仰是人思
想靈魂的棲息地。
星雲大師說：「信仰能使身心安住，信
仰能夠影響一個人的生活態度；沒有信
仰，生活便沒有立場而失去意義。我們要
使生活內容更充實、更美化，信仰是一個
很大的因素。」
《廣信府誌》中有則故事：清世祖順治
五年，周毓華的父親客死他鄉多年，不知
骨骸在何處。周一片孝心，想尋找父親的
遺骨，好好安葬。他於是在關帝神像前祈
禱，求關帝明示，當夜關帝來到他的夢
中，親書：「二十四日得見父骸。」二十
四日那天，他果然在一老人的指示下，很
快地找到了父親的遺骸，恭敬地厚葬了。
這就是信仰帶來的力量和福報，他虔誠

信仰關帝，關帝也憐憫他一片孝心，親自
示書，助他找到了父親遺骸，完成了身為
人子應盡的孝道。
信仰是一種出乎本性，發乎自然的精神
力。信仰給人們帶來光明，帶來指引，帶
來溫暖，帶來希望，幫助人們抵禦內心深
處的黑暗、孤獨、淒冷和絕望。
信仰絕不是一種簡單的依靠、一種盲目
的崇拜、一種懵懂的相信，真正的信仰是
要求信仰者按照信仰的光明指引，秉持信
仰傳輸給人的聖潔思想、道德、精神、理
想、信念和行為規範，眾善奉行，諸惡莫
作，知所以為，知所以不為，行所當為而
必為。
弘一法師，是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傑出
的高僧，也是將中華傳統文化與佛教文化
相結合的優秀代表，在國際上聲譽甚高。
畫家劉海粟回憶，弘一法師到上海來，上
海高官貴胄、名流顯達爭相招待他住豪宅、
坐豪車，他都婉言謝絕，自己主動住在關帝
廟裏。劉海粟去看他，卻見弘一法師穿着草
鞋，房中只有一張簡陋的床板。劉海粟一生
狂放不羈，此時卻感動地流淚。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大舉
侵華，對廈門狂轟濫炸，好友們勸他離開
廈門躲避炮火，他堅決不肯，對眾人說：
「如廈門失陷，我願以身殉。古人說：
『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
做個出家人，對生死當不容懷戀！」並自
題居室為「殉教堂」，表明「為護法故，
不怕炮彈」的態度和決心。
在給弟子郁智朗的信中，弘一法師附上
詩文，以表心誌：「日輪換作鏡，海水挹
作盆。照我忠義膽，浴我法臣魂。九死心
不愧，塵劫願猶存。為檄虛空界，何人共
此輪？」
抗日戰爭期間，弘一法師堅持留在閩
南，奔波於廈門、泉州、漳州等地，宣傳
抗日救國，號召僧眾同心協力，保家衛
國。在泉州時，弘一法師對眾弟子說：
「我們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
（泉州古稱）之水，身為佛弟子，於此之
時，不能與國家共患難，為佛家張點體
面，自揣不如一隻狗，狗尚能為主人守
門，我等一無所用，而猶靦顏受食，能無
愧於心嗎！」隨後，法師寫下「念佛不忘

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警句，呼籲僧眾
「我們佛教徒屬國民一分子，愛國之心當
不後人，捍衛國家乃國民天職…」
信仰賦予了一個人短暫的人生以永恒的意
義。信仰，體現了一個人的精神境界和對待
他人、對待國家、對待民族、對待社會的態
度。有信仰的人，有原則、有底線；有信仰
的人，有責任、有擔當；有信仰的人，有慈
悲、有感恩；有信仰的人，有尊嚴、有氣
節；有信仰的人，有勇氣、有信念。
真正的信仰，會超越得失、超越生死、超
越時空、超越榮辱、超越世俗、超越自我。
當代學者周國平說：「凡真正的信仰，
那核心的東西必是一種內在的覺醒，是靈
魂對肉身生活的超越以及對最高精神價值
的追尋和領悟。」
信仰如燈，能指引光明；信仰如水，能
滋養智慧；信仰如傘，能遮擋風險；信仰
如泉，能洗滌惡念；信仰如海，能容納百
川。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
望。重昭國人信仰之光，將會是國家昌盛
民族復興最具力量的根源所在。
弘揚關帝文化 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