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
體學院6月13日至17日假座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舉辦

「Playful Media 2012」數碼媒體作品展，展示50項學
生創意作品。

科藝相交融 內容多元化
展覽主題為「社交媒體，生活添趣」，展示新科

技與藝術交融創作，內容分為遊戲、動畫、裝置、
攝影與平面設計。

實況錄像與動畫結合
創意媒體學院三年級學生陳德峰「iMan」動畫作

品，是其中一項展品，講述數碼工具改變人類的故

事 。 作 品 採 用 「 逐 格 貼 合 重 複 動 畫 動 作 」
（rotoscoping）方法製作—把實況錄像與動畫結合。
陳德峰先拍攝錄像，再把畫面一幅幅勾勒成動畫。

另一件作品「Playaniplay」為互動裝置，觀眾可揮
動光筆，在虛擬空間創作國畫，畫板為該裝置表
面，半球狀造型寓意「無窮無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裘錦秋中學葵涌校、屯門
校及元朗校，早前舉行第四十四屆聯校畢業典禮，邀得丹斯
里拿督兼校董邱達昌、麗悅酒店集團總裁及執行董事邱詠
筠，以及多位校董出席，場面熱鬧。邱達昌捐出180萬元獎學
金給3校，以作培育學生多元發展之用。

主禮嘉賓邱達昌致辭時，分享事業經歷，以「興趣」、「承
受壓力」、「勇於面對夢想」、「下世紀的成功取決於科技及創
造力」為主題，鼓勵畢業生正面地面對人生，勇於追尋夢
想。

屯門校7B班學生李珈琪代表畢業生致辭時，借用詩句「誰
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答謝母校師長教導之恩，並勉勵師
弟妹努力學習。

■為響應6月8日世界海洋日，英基協會堅尼地小學400名第四班至

第六班學生日前化身被割去魚鰭的鯊魚，掉落海底等待死亡。學生

先在操場模仿鯊魚游泳，然後把手臂緊貼身旁，再躺在地上數分

鐘，希望人類不要再為魚翅殺害鯊魚。 英基供圖

救救鯊魚

仁大暑假開班 培育調解員

城大生數碼媒體展 光筆繪國畫

4大查賬完成 10月公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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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添良：先探討私大發展質素學費 不審視個別院校
助訂方向非監管
自資專教委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英
國前首相貝理雅昨日以「貝理雅信
念 基 金 會 （ Tony Blair Faith
Foundation）」創辦人身份，於香港
大學演講，探討全球化及宗教信仰
多元化發展趨勢，及對香港與廣泛
區域的影響。他在問答環節與港大
師生及公眾交流，代表基金會與港
大簽署合作備忘錄。

基金會各大學建立網絡
基金會為促進全球各主要宗教互

相尊重及了解，聚集全球具領導地
位的大學建立網絡，共同探討宗教
信仰與全球化關係及影響。港大為
全球第九間參與網絡的大學，也是
繼北京大學後中國境內第二間參與
的大學，參與學者將推動基金會轄
下「宗教信仰與全球參與倡議計
劃」，利用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匯聚
交流中心優勢，探討宗教對現代生
活啟示及影響。

貝理雅探討深入了解宗教信仰影
響及對社會的重要性，針對香港及
廣泛區域情況，分析在全球化過程
中，傳統地域邊界漸趨模糊及各地
群眾信仰價值觀多元化發展趨勢。

貝理雅準備演講時，被會場內的
一名英籍示威者指摘，批評他任內
違反日內瓦公約，貝理雅對此只表
示「這是你的民主權利」。該示威者
隨後在港大工作人員護送下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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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自資專上教育發展日見蓬勃，以學生人

數計算，已超越8大院校政府資助學位課程。政府3月底成立自資專上教育委員

會，就自資專上界別提出指導性意見。委員會主席雷添良透露，私立大學發

展、自資課程學費及質素3方面，將是委員會首要探討範疇。但他強調，委員會

旨在為自資界別發展訂立明確方向，並非擔當「監管」角色，不會審視個別自

資院校情況。

根據教育局數字顯示，2011/12學年就讀
自資全日制經評審副學位或學位課程學

生人數達70,976名，遠高於8大院校政府資助
學位課程約5.8萬人，自資界別已成為本地高
等教育重要組成部分。有見及此，教資會
2010年底發表高等教育檢討報告，提出成立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

暫開會一次 達初步共識
委員會今年5月底舉行首次會議，主席雷添

良日前與傳媒會面，簡介委員會未來工作方
向。他表示，委員會迄今只開過一次會，大
部分工作方向細節仍未明確。不過他透露，
來自政府、自資院校及各界委員均對自資界
別發展方向有3大初步共識，認為應仔細討
論，包括私立大學、自資課程學費和院校質
素。

近年政府致力推動教育產業，雷添良指，
在擴大自資院校發展方面，當局已進行多方
面工作，包括新設25億元自資專上教育基
金、批土地供院校建新校舍等。他預計「香
港未來自資院校發展一定愈來愈蓬勃，甚至
遠超教資會轄下8大發展」。他又舉例指，美
國不少著名高等學府均是私立大學。因此長
遠而言，香港自資專上教育發展必須要有良

好規劃藍圖，才可面向國際。

學費可自主 亦需透明度
對社會有不少意見質疑部分自資院校有盈

餘仍加學費，雷添良回應指，自資院校負責
本身營運，絕對有權力自主決定學費加幅，
但委員會為回應社會關注，將考慮要求院校
提高財政透明度。

將分工合作 到院校視察
雷添良又指，希望委員會可為業界提供溝通

平台，「我們會盡量多聽業界意見，到不同院
校視察絕對是需要的」。他表示，各委員將分
工合作，到不同院校「體察民情」，並會綜合
業界意見，才能訂下具體計劃。他補充指，收
集意見將集中在4方面，包括自資課程質素、
資源運用、推動國際化及發展科研。他期望在
2年任期內，可為界別確立清晰發展方向。

身為九巴創辦人之一雷亮「傳人」的雷添
良，正職為專業會計師，現為羅兵咸永道合
夥人。他自言在教育界並非「新仔」，多項公
職均與高等教育相關。他曾任科技大學校董
會成員多年，包括擔任大學司庫6年，現時他
身兼教資會委員及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督導委
員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身
兼教資會委員的雷添良，亦為當中
財務小組召集人。小組主要工作為8
大院校政府資助及自資部分，以至
個別學院學系財務賬目查核。雷添
良透露，現時小組已完成其中4所大
學查賬程序，發現只有小部分院校
有待改善，預計今年10月公開中期
調查報告。

去年初教資會成立財務小組，計
劃2年內完成8大賬目查核，特別是
外界所指，院校透過自資課程盈餘
私設金庫情況。雷添良指出，因為
顧及社會各界對事件的關注，小組
正考慮今年10月公布中期調查結

果，但資料現時未能公開，哪4所大
學已完成查賬也未能透露。但他指
初步結果顯示，部分院校已能分開
自資和政府資助財務資料，基本上
處理不錯，只有小部分院校有待改
善。

社區書院本部需「分家」
雷又強調，教資會去年公布《高

等教育檢討報告》，已明確提出8大
院校需把自資營運社區書院和本部

「分家」，讓賬目更分明，「分家是
一定要做的，且是正確方向」，查賬
有望能更清楚區分兩方面財政資
料，預計8大調查明年內完成。

邱達昌180萬獎學金
贈裘錦秋3校

護理系學生一般喜歡收
看以醫學為題的電視連續
劇，不但內容與自身學習

相關，偶爾更可在親友前
「騷」本領，講解電視劇與實況的異同。但未經實
習「洗禮」的學護，聽到如「快水」、「DM」、

「花籃」等術語，往往瞠目結舌來不及反應，不知
各位同學是否知道這些字詞代表甚麼？

縮寫便通傳 學院可習得
醫護術語分為兩大類，學護在學期間通常會學

懂第一類，就是由英文用語簡化而成的縮寫。不
少英文醫學用語字詞深奧冗長，為方便醫護員習
慣使用英文字首作縮寫通傳，比方說「DM」其
實是指「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A & E」是
指「急症室(Accident and Emergency)」等。

不少醫學用字源於拉丁文，縮寫源自拉丁文詞
語，像「qd」解作每日一次(quaque die)、「bd」
是每日兩次(bis in die)、「ac」是飯前(ante cibum)
等，很多同學一直猜測這些縮寫全寫是甚麼呢？

前輩富創意 護士代代傳
第二類術語較有趣，通常由前人發揮想像力及

創意，創作新詞匯指稱醫學用品或流程，再由護
士代代相傳。例如「鴨仔」並非兒童洗澡時的玩
具，而是男病人尿壺，大概因其外形如小鴨而得
名；「血姑」代表抽血員，因不少抽血員是女
性，抽血姑娘縮寫成「血姑」。

快水哈哈水 取意取諧音
以上兩個術語都屬入門級別，但接下來難度就

較高了。比如說，看電視劇常聽到醫生說「打一

包快水」，到底甚麼是「快水」呢？原來護士為病
人打點滴，一般會有速度限制，例如4小時需用1
包輸液；但在特定或緊急情況下，護士不會為點
滴設限，採用全速輸液，就是所謂的「快水」。

說到水，更有一種叫「哈哈水」。原來病人「吊
鹽水」，所吊的不一定只有生理鹽水，有時會混合
其他成份，如按特定比例混合生理鹽水與葡萄糖
的溶液，醫護人員取「half-half」(一半半)諧音，
稱為「哈哈水」。

醫護術語除了可方便醫護人員溝通外，更能為
瀰漫緊張氣氛的醫院平添一點人情味。當然面對
大量縮寫術語，很多學護難免感到頭昏腦脹，需
要慢慢適應呢！
■東華學院護理及健康科學學系一級講師 戴令賢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醫護醫護緣醫護醫護緣醫護緣
醫學術語分兩類 未經實習未通曉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馮瀚林）

商業社會經常出現糾紛，以調解方法
處理矛盾成大勢所趨。有見及此，香
港樹仁大學最近開設「調解員認證課
程」，讓學生和公眾了解調解技巧。
另隨 香港與內地接觸頻繁，仁大與
中國政法大學港澳台教育中心將合辦
中國政法大學第二學位，令學生兼備
中國法律專業知識。

仁大將於7月3日舉行為期5天調解
員「認證暑期課程」，現在起接受報
名。該課程獲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認

可，只要修畢課程便可參與2宗模擬
調解個案，成功通過評核後便能成
為一般調解員。

談判證書班 美導師授課
課程收費10,900元，大學學生價

7,900元。校方邀請2位澳洲籍導師任
教，修畢者將同時獲澳洲認可資
格。課程歡迎任何有意從事調解工
作的專業人士報讀。

另仁大與美國哈姆萊大學合辦
「國際商業談判證書」課程，上課日

期為7月5日至7月27日。美國導師將
來港授課5日，然後課程將以遙距教
學形式進行。

與政法大學合辦學位課
為了培養學生成為國際型法律人

才，仁大與中國政法大學合辦「中
國政法大學法學第二學位課程」。學
生可根據個人時間分配編排，修讀
期為2年至4年。學員畢業後能獲得
中國政法大學頒發法學專業學士學
位資格。

■左圖為陳德峰動畫作品「iMan」，講述數碼工具

改變人類的故事。上圖為「Playaniplay」互動裝

置，半球狀造型寓意「無窮無盡」。 城大供圖

■邱達昌捐出180萬元獎學金，以作培育學生多元發展之

用。 受訪者供圖

■香港樹仁

大學在暑期

推出商業及

法律課程。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馮瀚林 攝

■雷添良預計，未來自資專上教育

發展一定愈來愈蓬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在首次開會

提及私立大學發展。圖為樹仁大學

校舍。 資料圖片

■英國前首相貝理雅於香港大學演講，探討

全球化及宗教信仰多元化發展趨勢。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