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發
明再次揚威海外，上月舉行的「第四十
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理工大學與
科技園公司合作取得9金2銀歷史佳績，
首奪全場「至高榮譽大獎」。各得獎發明
極具創意心思，金獎「衛生襪」針對俗
稱「香港腳」的腳部皮膚病，讓病人持
續穿上14天「一路行、一路醫」，確保療
程不中斷。該項目同時獲得俄羅斯內務
國際科學技術合作協會特別獎金獎。
今年4月18日至22日舉行的「日內瓦發

明展」，共46個國家及地區789個單位展
出千項發明。科技園與理大合作的「希
望之手」項目，透過機械手接收腦電波
運作，協助中風病人練習手部運動，獲
「至高榮譽大獎」，上月被廣泛報道。有
關發明正開展前線醫療用途，沙田醫院
已引入作試驗式療程，九龍及黃大仙醫
院亦有買入，另2所公立醫院計劃購置。
至於由理大紡織及製衣學系教授袁進

華及研究員葉曉雲負責的「衛生襪」，由
糅合聚酯、棉同彈性物質高透氣特殊物
料製造，可限制襪內濕度，同時附有已
注入治療藥物微膠囊，研發成本約100萬
元。治療時，病人要在14天內每天穿上
一對全新「衛生襪」8小時至10小時。負

責臨床實驗的皮膚科醫生張謙昌指，24
名參與實驗的志願者中，七成半人脫皮
情況明顯減少，達「有效治療」程度，
其餘更屬「完全治療」，效果令人滿意。
袁進華補充指，「衛生襪」每對平均成
本20元，經使用後藥效雖然消失，但仍

可作普通襪穿 。
對於脊柱側彎病人檢查，理大生物醫

學工程跨領域學部教授鄭永平發明「基
於三維超聲的脊柱側彎的評估」，以超聲
波代替帶輻射X光作檢測，免除健康風
險，獲金獎及伊朗大學特別大獎。

學期快將完結，意味
不少畢業同學開始準備投
身職場。根據筆者經驗，

不少同學初踏職場時，感到
最不能適應的是人際相處環節，故本期專欄與大家
分享有關準備。
校園與職場頗有差異，同學應多留意以下方面：
1.詢問上司　初入職場如遇到任何問題或不公平
事，應先多作觀察，尤其是對於公司既有程序或同
事處事手法，宜先了解前因後果再評論。每間公司
都有自身的機構文化，基於職級關係，恆常職務和
其他工作處理均應詢問上司意見，獲取指示後再作
決定及行動。
2.遠離是非 當遇到職場「是非」，或談論某同
事、公司時聽見負面批評，應人云亦云還是堅持己
見？筆者建議不需主動參與或表態，當同事在小休
或午膳時間產生負面評論，可於適當時候以工作為
由離場，返回座位工作，以遠離是非。
3.控制情緒　在職場中，別人以「成年人」身份看
待學生，也期望學生表現成熟。同學犯錯被上司責
罵，冷靜後應先檢討不當之處，汲取教訓作改善，
正是自我成長的機會。如能從錯誤中訓練正面思
維，對日後職業生涯大有幫助！
離開熟悉的校園環境踏入陌生的職場，同學難免

有點忐忑不安，但只要待人以誠，多與有經驗人士
交流分享，適應定可變得更容易。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社工黃寶琳

港專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及支援服

務：

http://www.hkct.edu.hk/csps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理大部分得獎名單
項目 獎項

希望之手(與科技園培育公司復康機器人公司合作) 至高榮譽大獎、評審團嘉許金獎、羅馬尼亞創新科技協會特別大獎、
俄羅斯航天協會特別大獎及沙地阿拉伯創意基金特別大獎

採用微膠囊技術研發治療足癬(香港腳)的衛生襪 金獎、俄羅斯內務國際科學技術合作協會特別獎金獎

基於三維超聲的脊柱側彎的評估 金獎、伊朗大學特別大獎

利用虎奶菇製備抗腫瘤納米硒 金獎、中國代表團獎

QPAR：一個提取中藥內隱藏珍貴訊息的創新技術 金獎

基於無鉛鐵電材料的微型製冷器 金獎

功能性與裝飾性的濺射鍍紡織產品 銀獎、羅馬尼亞創新科技協會特別大獎

內聯閉式輸水管水力發電系統 銀獎

資料來源：理大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理大「衛生襪」日內瓦發明展奪金

測毒器生物電池奪獎 港再誕6「星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即將再誕生6名

「星之子」，上周舉行的「Intel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
賽」，兩組共6名高中生分別憑 創意項目奪得二等獎，
榮獲小行星命名權，令香港「摘星」人數將增至12人。
大會昨日在新政府總部舉行香港區嘉許禮，表揚各參加
比賽的年輕學生。

英皇生研製 10秒偵出毒氣
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率領5組共12名香港高

中生參與今年Intel大賽，英皇書院中七生衛晉 、中五
生袁健康和雷逸文，以「聚苯胺製毒氣探測器」項目奪
得二等獎，即將成為「星之子」。該新款探測器針對氣
體中酸鹼度變化，導電聚合物聚苯胺通電時會在30秒內
改變。若把探測器接駁到電子系統，能發出警號。他們
曾在實驗中試過，探測器10秒內已能偵測有毒氣體。
衛晉 介紹指，該探測器可以測到6種有毒氣體，包

括阿摩尼亞、硫化氫、氯化氫、二氧化硫、氯及二氧化
氮，與市面一般需港幣2,000元至3,000元的毒氣探測器
相比，新發明成本只需93港元。

3中四生研微生物電池
另一獲二等獎項目「可捲曲光合微生物薄膜燃料電

池」，由中華基金中學3位中四生崔雍建、潘駿生和黃耀
德研發。潘表示，微生物電池是近年科學界熱點，大部
分科學家均 眼於改變微生物基因，研究在電池物料及
形狀作改變，利用複合物聚 咯塗上導電玻璃包裹電
池，令電池成為薄膜，可隨意捲曲。他又補充指，他們
研發的電池每塊成本只需0.7港元，5塊電池供電量已足
以為手提電話充電，成本低、耐用性強。而且電池利用
超過90%可生物降解物料製成，絕對符合環保概念。
三等獎由聖保祿學校學生黃萃瑜「以農業廢棄物處理

水污染和漏油事故」項目獲得。協恩中學「屏幕私隱保

障系統」及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可降解聚氨脂膜手
套」成功入圍。

港生「I-SWEEP」獲2銀1銅
另一方面，5月初多名港生於「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

奧林匹克競賽（I-SWEEP）」獲得2銀1銅佳績，得獎項
目包括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熱能再生能源發
電系統」、迦密柏雨中學「光之醇─利用光合原理及發
酵製作生物燃料」及裘錦秋中學（元朗）「智能環保電
動單車」。

嘆市場萎縮難撈 增到校培訓教師「補習班」
改辦數學特訓
書商轉型求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現時教育局
課本委員會就各出版社提交新教科書進行審
批，通過質素評核後，才能放進當局「適用書
目表」供學校選用。不過有關做法一直被質疑
為教科書市場設置不必要門檻，直接推高研發
成本。已退出正規教科書出版的勤達，今年便
「用腳投票」，繞過當局審批機制，推出一套新
高中數學「清水版參考書」，3年5冊課本設有
黑白版本，售價較其他書目表數學教科書低三
成至四成。

未申請審批 可按需更新
勤達出版新高中數學「參考書」同樣根據新

高中課程設計，但未有申請審批，故以「新高
中文憑試校本教材」命名。公司董事總經理吳
其華指，出版此類毋須經審批的教與學材料，
限制遠教傳統正規教科書少，且內容可因應考
試情況及市場需要每年更新，希望開闢另一條
出路。
他表示，有關材料設計簡潔，分別設有彩色

版及黑白版，後者售價低近三成，希望讓社會
知道「清水版」教材可行。他又稱，近月已開
始向學校推廣教材，普遍反應不俗。不過他坦
言，由於教材不在當局「適用書目表」中，難
以預計學校最終會否選用，亦不便透露目前訂
單情況。

按勤達資料，有關教材分為5冊，每冊都有書本、工作
紙及教師專用試題庫；書本彩色版單售180元，黑白版只
售130元，5冊合計分別為900元及650元。現時適用書目表
上，其他新高中數學科全套5冊至6冊課本，價錢由966元
至1,158元不等，即黑白「清水版參考書」便宜33%至
44%。另有關教材特設「分拆式」銷售，師生可按當中課
題「逐頁買」，黑白版計每頁售0.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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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星期一至五出版　傳真：2873 1451 電郵：edu@wenweipo.com http://www.wenweipo.com 2012年5月25日(星期五)文匯教育 A25

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新聞透視眼

成立超過40年的勤達出版社，一直只為數學科出
書，旗下中學《今日數學》課本更橫跨多個年

代，但這情況已成為歷史。因應新高中改革及市場
環境轉變，該公司已「退居幕後」，只參與新課本研
發及製作，出版等後期工序交由另一跨國出版社負
責。

勤達：不准改版無事做
勤達出版董事總經理吳其華直言，2009年新高中課

程實施，當局下令教科書5年不可改版，不少員工變
相「無事做」。由於他們多曾任職學校教師，在師資
和教材充足情況下，遂決定成立「勤達數學學習中
心」，為學生開辦校外數學課程。他身兼學習中心董
事，指由製作課本改為面授課程，現金流動明顯較
快，也更快知道材料對學生成效，「以前推出教科書
給學校使用，需數年才知對學生是否有用。現在我們
自用，便能即時見到效果，也可以隨時作改動」。

吳其華稱，中心旨在訓練學生數學思維，並非幫助
考試的「補習社」，所以材料比教科書更瑣碎、更集
中，練習題目亦較多。

曾入不敷支 現收入穩定
他坦言補習市場競爭大，學生易流失，且中心要

「捱貴租」。現時於油麻地3,000多呎商廈教學點月租高
達10萬元，開辦初期曾入不敷支，但經過這2年多經
營，現在收入已穩定，學生人數亦不斷上升，至今已
設有3所中心。

為教師補習 未透露學費
除了在學生身上開拓「財路」外，亦有出版社老師

開辦「補習課程」。培生亞太大中華司總裁黃嫻指，
公司約2年前開始提供「到校老師培訓課程」，主要以
學校為單位，因應語文老師就英文拼音、如何教導學

生閱讀、跨學科英文等課題作專業培訓。課程均需收
費，視乎課程長短而訂，但她不肯透露具體金額。

課程回本期 較出書更快
黃嫻又指，培生於英國、哥倫比亞、中國內地等均

有開設老師培訓課程，近年本港市場需求有上升趨
勢，周末及暑假是熱門開課時間，現時已有數十間學
校參與，可望成為公司新業務方向。她又直言，課程
回本期較出書更快，「開發一套書要2年，再要3年看
效益，但設計老師培訓，即時便可收效」。
中文大學市場學系教授冼日明分析指，教科書市場

飽和下，業務難再有明顯增長，尋找新方向是良好策
略。但他認為所有新業務都有風險，且需金錢、人才
等資源投放，「例如出版社專長未必是教學，所以每
間企業要經營新業務前，都需作好評估及計算風
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教科書議

題持續成為社會熱話，由於香港學生人數大

減，多個出版商慨嘆市場嚴重萎縮，經營陷

入困境，促使書商「轉型」尋求新機遇。有

專門出版數學教科書的老牌本地出版商，於

坊間改辦學習中心，訓練學生數學思維能

力，甚至「退出」正規教科書出版業，只負

責研發及製作程序。另有跨國教科書出版社

因應老師需要，開辦收費式到校教師培訓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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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科技大學外判關注組多
名成員，不滿校方在外判問題上處理不夠積極，未有
在一周內答覆，雖已約好與校方高層會面，但卻突然
「衝擊」校長室，更聲稱被10多名保安阻撓。有目擊事
件的科大職員表示，現場只得數名保安，質疑學生說
法欠公允。

關注組因不滿校方把管理運動設施職位外判，認為
剝削基層員工，近日發起連串行動，要求停止外判計
劃、公開進度及進行公開諮詢。
雖然校方上周五已與關注組代表會面，昨日再相約

討論，但仍然發生「衝擊」事件。關注組聲稱，不清
楚校方高層相約會面時間，加上自廣場開始至校長室

途中，遇到10多名保安上前了解，認為校方有意阻止
他們表達意見。

校長已約學生聽取訴求

科大發言人回應指，外判服務時會明確要求承辦商

合約標書中符合最低工資及勞工法例規定要求，以保

障員工福利。校方一直有與關注外判事件的學生保持

緊密聯繫，校長昨午已與同學見面了解其訴求，並將

保持良好溝通。

科大生反外判 「衝擊」校長室「羅生門」

■教科書市場萎縮，老牌本地出版商勤達年前開始轉型為學習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勤達今年計劃推出不經當局評審的

「清水版參考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黃嫻表示，老師培

訓課程可望成為新業

務方向。 資料圖片

■吳其華指不可改版

令不少員工「無事

做」。 梁祖彝 攝

▲左起︰3位星之子崔雍建、潘駿生和黃耀德，發明

「可捲曲光合微生物薄膜燃料電池」。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左起︰3位星之子衛晉 、袁健康和雷逸文，研發

「聚苯胺製毒氣探測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

離校園進職場人際相處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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