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VE爆「改分事件」 疑谷高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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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線圈引發磁場 可輸送電力數十米
隔空穿牆全天候供電
港大研「骨牌」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擾攘多時的教材分拆定
價雖然即將落實，但兩大教科書商會表示，新學年將作
分拆的小學及初中主科(中英數)課本，平均書價只能下
調約4%至5%，但同一時間業界面對通脹及成本上升，
也需要加價約4%至5%，一來一回下只能「打個和」。
由於主科書價一般凍結在去年水平，其餘科目書價則要
調升，家長根本難以受惠，今年要繼續「捱貴書」。

書商發信 介紹課本資料
教育局預計將於下星期在網頁上載新學年的適用書

目表，列出各式教科書售價，包括已分拆的小學初中
主科課本，以及未分拆的其他科目與新高中教科書資
料。教科書商會早前已向全港中小學發信，介紹分拆
後學校購買教師用書及其他教材的模式，除可個別選
購教材外，學校亦可以每班為單位每年付費洽購整套
教材的「使用權(user right)」。書商稱，已盡量將教材研
發成本作至少6年至7年的攤分，以免有關年費定價過
高，回應學界憂慮。

市場不明 通脹抵銷減幅
至於教科書售價，商會成員、導師出版社社長石國

基直言，因分拆後市場不明朗，書價料只能下調約4%
至5%，而因通脹高企，有關減幅也很可能被抵銷，他
對此感無奈。不過他亦補充，若分拆定價能有足夠配
套，如學校獲提供「專款專用」購買教材，書價減幅
或可多6%至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直資學
校加學費申請日前截止，教育局昨日回應
指，截至4月30日共收到24份調整學費的申
請書，包括9份申請加費，及15份不調整學
費通知。當局現正開始審批上述加費申
請，預計可在8月底完成審批程序。

部分校加幅5%至10%
據了解，大部分直資學校均表示，新學

費仍在商議中，未有定案，但部分學校已
在學校網站列出新學年建議加費幅度，加
幅一般約5%至10%，其中大埔三育中學學
費由4,500元申請加至5,500元，幅度較高，
約22%。教育局重申，任何學校包括直學
校如要調整學費，必須經當局批准。直資
校如欲加學費，亦要向教育局提交財政預
算和充分理據。當局除了考慮學校營運情
況外，亦會照顧家長負擔能力，以及回應
他們對加費的提問和意見。因此，學校需
要諮詢家長，讓家長了解學校申請加費的
原因。

教局要求先諮詢家長
為進一步提高直資校加學費的透明度，

教育局要求直資校加強向家長諮詢，包括
發通告解釋原因及提供學校相關財務資
料，及向家長發出有關加費的回條，以便
他們表達意見，在申請時亦要向當局遞交
諮詢結果詳情。

教科書分拆成本升
計通脹無得減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首屆中學文憑試
昨日完成所有科目筆試，7
萬多名考生即將開始迎戰
中英文科的口試。自文憑
試開考以來，香港青年協
會「DSE@2777 1112」計
劃已收到超過287宗求助個
案，有考生因擔心升學出
路而持續失眠。青協提醒
考生，現時應專注準備口
試，不用過早對成績下定
論，以致影響情緒。

籲把握時間準備口試
連同上述近300宗求助，青協「DSE@2777 1112」自

去年9月初至本年4月底已處理近1,400宗文憑試個案。
計劃負責人吳錦娟表示，曾收到考生來電，指完成中
英文及通識科考試後已「有玩完的感覺」，打定輸數準
備重讀，亦有考生持續失眠精神欠佳，希望尋求減壓
支援。她提醒考生仍有口試需要應考，雖把握時間多
作小組練習，以加強信心及提升表現。

另外，因應大專院校將開始為考生安排面試，青協
會於6月2日舉辦模擬大學面試工作坊，分享面試要
訣，又會透過模擬面試，讓考生掌握有關技巧，助其
打好升學基礎。

文憑試筆試完成
青協接287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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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科幻片中的「隔空供電」不再是空

中樓閣。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團隊，近日成功研製出新世代的

無線電力傳送「骨牌」系統(Domino-Resonator system)，大幅提升

無線供電距離及效能。舊有的無線傳電技術，須要把電子產品緊貼

至供電處才能取電，甚為麻煩；但「骨牌」採用物理電磁學的「共

振頻率(Resonance frequency)」原理，以一連串的「共振線圈」，可

以把電力傳送至數米以至數十米以外，毋須實體電纜便可隔空供

電，連牆壁也阻擋不了。

有關「骨牌」系統由逆變器及「共
振線圈」組成，前者負責供電及

調整供電頻率，後者傳送電力。根據
電磁學的「共振頻率」原理，當電流
通過第一組「共振線圈」便引發磁
場，這個磁場其後激發第二組「共振
線圈」產生電流，再引發第三組線圈
的磁場，如此類推；以「電流→磁場
→電流」的形式，把電力傳送出去。
而「骨牌」可組成不同形狀，如直線
形、圓形，甚至分叉成「Y形」排列，
提高電力傳送路徑的靈活性。

百年前提出 傳電僅數十厘米
領導研究團隊的港大黃乾亨黃乾利

基金教授(電機工程)許樹源及助理教授

李志群表示，利用線圈隔空傳電，早
於100年前已由著名科學家Nicola Tesla
率先提出，但傳電距離最遠只達數十
厘米，是這項技術的最大樽頸位。團
隊成員一直有研究隔空無線傳電，直
至兩年前因「共振線圈」理論而靈機
一動，並循此方向構思上述「骨牌」
設計。

許樹源和李志群表示，「骨牌」系
統應用層面廣泛。例如水底工作需要
供電，接駁用的傳統電纜即使作防水
加工，仍有可能滲漏，既浪費資源又
不確保安全；但用上「隔空供電」技
術，則可避免以上問題。他們又指，
未來家居可以變成「叉電屋」，「只要
家中有足夠大的線圈，各電器又連接

上接收器，它們就可24小時全天候充
電。」

全球首創 技術可用於醫療
港大的「骨牌」系統屬全球首創，

並獲創新科技署96萬元資助，上月團
隊更於業內最權威的國際電機及電子
工程師學會(IEEE)電力電子期刊發表相
關的學術論文。許樹源指，有關技術

仍遠未成熟，計劃未來結合「超導體
(superconductivity)」技術，以液態氮的
低溫減低線圈中的電阻，並提升其傳
電效率，預計最快6個月後有初步結
果。他又稱，「共振線圈」亦可製作
成幼長導管，透過微創手術以共振原
理針對癌細胞加熱並將其殺死，但卻
不影響正常細胞，技術於醫療層面亦
能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職業訓練局轄下專業教育學院
(IVE)，近日接連爆出「改分事
件」，被指藉以拉高學生合格
率。有於IVE觀塘分校任教的老
師昨披露，她已完成評分的考卷
無故被同事竄改，有原本只獲24
分的學生突然被大幅「加分」逾
六成至40分，而全班合格率由原
本的60%上升至75%，質疑此舉
與校方員工表現評核有關，批評
職訓局「踐踏學術誠信」。職訓
局回應指，確曾接獲一宗「分數
被不合理更改」投訴，並已向該

「改分者」發警告信處分，形容
事件是「溝通不足引致」。

「24分變40分」
於IVE觀塘分校任教工商管理

學科高級文憑的講師麥燕蓬昨於
新聞發布會披露，今年1月她在
班級考試完成批改後，把數據交
予行政當局，怎料覆核時發現11
名考生獲加分，由不合格變成合
格，最極端為「24分變40分」，
對此大為驚訝。她發現「改分者」
乃院校課程統籌人，於是要求對
方解釋，但對方未有理會。其後
她向直屬上司及系主任報告，學
校成立委員會調查，認為事件屬

「分數調整不當」，但麥不接受解
釋，又指事件最終不了了之。

職員批教育商品化
職訓局教學人員協會會長李壽

生則表示，是次「改分」已非單

一事件。有不同同
事曾向他反映，指
任教學系有不成文
指引，要求學生的
合格率須達75%或
以上，又會向講師
發出「溫馨提示」
電 郵 ， 要 求 講 師

「再三覆核」合格
邊緣的學生成績，
暗 示 講 師 「 鬆

手」，讓學生合格。他又稱，職
訓局在員工表現評核表上，把學
生合格率及教師表現掛 ，怒斥
職訓局是「把學生當成顧客，這
是教育商品化！」

職訓局高級助理執行幹事梁任
城昨承認曾接獲一宗「分數被不
合理更改」投訴，但不肯證實個
別事件。他強調校方已按程序跟
進，向該各「改分者」作紀律處
分，發出警告信，又形容事件已
告一段落，相信只是溝通不足引
致。至於有講師覺得，「溫馨提
示」電郵是施壓「合格率」的問
題，梁任城指職訓局一直有向教
職員發出電郵，不過只是提醒他
們小心評分，避免學生失去應得
分數，又指「相信大家只是理解
不同，屬溝通問題」。

醫護醫護緣醫護醫護緣醫護緣
急症室猶如少林寺，醫護人員

總能從中練得一身好「武功」。
不過，在急症室工作，難免會接
觸到生離死別場面，護士界前輩
常說，「在急症室工作，日日都
見到有人離世，所以工作久了，
對死亡只會變得麻木」。當看過
太多血肉橫飛，對恐怖畫面的容
忍程度或許會變得更大，但要做
到對死亡「免疫」，其實並非易
事。即使如筆者有7年急症室護
士經驗，每當看到死者家屬歇斯
底里地呼喊、飲泣，眼淚還是會
忍不住流下來。

新丁值班 即遇墮樓
想起了8年前我不過是一名只

有3年多年資的「新丁」，那一個
晚上，急症室人流不算多，正當
筆者以為可以過一個寧靜晚上之
際，消防預報傳來「有外籍男子
從高處墮下」的通知，請醫院各

醫護人員準備。當救護車到達醫
院時，該名外籍男子已沒有任何
生命跡象，部分肢體更扭曲得不
堪入目，醫生立即替他進行搶
救，可惜最終也返魂乏術。筆者
從警方口中得知，原來死者是專
程來港探望女友，原本打算相約
她出外晚飯，但女友突感身體不
適未能赴約；其後死者獨個兒上
酒吧，喝得醉醺醺，結果意外地
從大廈高處失足墮下。

患者離世 通知最難
病人離世，最吃力的就是要將

死訊通知家屬。一如以往，筆者
懷 沉重心情陪在醫生旁邊，將
噩耗告訴其女友及家屬。走出急
救病房，筆者已看到死者女友那
崩潰的樣子，當她知悉死訊時更
發了瘋地嚎哭，口裡不斷嚷 ：

「如果我今晚跟你吃飯，你就不
會死！」在場的醫護人員無不心

酸難受，目送死者離開的筆者，
更禁不住飲泣起來。死亡就是

「這麼近，那麼遠」的一回事，
若死者女友當晚赴約，也許便能
避開死神狙擊。可是，生命本無
常，下次再見不是必然事，筆者
永遠會提醒身邊朋友，活在當
下，珍惜生命，珍惜身邊人。

面對死亡是每個醫護人員的必
經階段，修讀護理的同學必須有
心理準備，不能讓病人情況太過
牽動自己情緒。要明白醫護人員
能力有限，總不能救活所有病
人，若遇到情緒受困擾之時，宜
與身邊的朋友傾談，保持中立身
份去履行護士的職責。
東華學院護理及健康科學學系

二級臨床導師

周家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教育
局推出網上「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
台」，讓教師搜尋各項數碼教學資源，
節省準備教材時間。平台現已提供約
6,000項教學資源及超過1,000項評估課
業供自由挑選作參考，以協助老師按教
學需要編定教材。

涵小一至中六學習領域
新平台涵蓋小一至中六的8大學習領

域、小學常識及高中通識科的學與教資
源、評估課業參考、課程綱要及教師培
訓等資料。其中「學與教資源」部分將
當局多年的教學資源重新組織，包括學
習或教材套件、課堂活動、互動學習材
料等。教師可按課程分類瀏覽網上資
源，按學生及課堂需要自行修訂，並融
入教學中。至於「評估課業參考站」則
能協助教師設計與新高中文憑相關的課
堂評估，評估題目按課程架構編排，包
括各種題型及難易度，方便教師選取合
適部分，用以編制適用的評估練習。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副校長戴偉森去年
10月曾參與試用新平台的通識科相關部
分，並藉以設計中六通識科小測及練習
題，他表示，通識科有時較難尋找適用
材枓，坊間雖有類近的教材供選擇，但
質素參差，一站式平台為帶來莫大方
便。

■港大許樹源(左)和李志群(右)展示其研發的無線電力傳送「骨牌」系統，隔

牆壁仍無阻電力傳送。 港大圖片

■講師麥燕蓬覆核分數時，發現

「24分變40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梁任城(中)承認，職訓局曾接獲「分數被不

合理更改」投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吳錦娟建議考生現階

段應專注應付中、英文

科口試。 資料圖片

■大埔三育中學學費由4,500元申請加至5,500元，幅度

較高，約22%。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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