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家長會送子女到兒
童劇團上堂，希望啟發
其表演天賦，日後成為
藝術工作者。一般劇團
辦學，志在鼓勵小朋友
用身體表達自己，增加
自信心，從而幫助成長
及溝通。

在多元智能範疇裡，
肢體動覺智能就是關於這方面的天賦能
力，涉及運用身體來表達自己的想法或感
覺，以及巧妙地運用身體生產或改造事物

（如手工藝）。換句話說，這項智能直接說
明一個人對身體的控制技巧，如協調性、
平衡性、敏捷性、力量、彈性和速度等。
某人身手很敏捷、肢體語言豐富、說話時
很多手勢和身體動作，又或表演能力很
強，就是代表他的肢體動覺智能頗高。肢

體動覺可以細分為觸感能、反應能、平衡
能、操控能及律動能。以這些核心智能相
互配搭，你會找到很多答案，譬如說孩子
的平衡及律動能很好，表示他應擅於游
泳。

富商銀行家多充滿活力
不單這樣，擅用肢體的人都習慣以行為

舉止表達對朋友的熱情，諸如擁抱、握手
或給予對方行動上的幫助。這可引伸至良
好的行動力及執行力。一些大商家或投資
銀行總裁，均有熱情對人的共通點，或許
正顯示出他們肢體動覺較強的特性。這特
性亦會令個人傾向於身體力行地去實踐每
一個理想和目標，總言而之，他們予人具
旺盛好奇心和體力的感覺。由於擅長肢體
的朋友大多充滿活力，且較外向好動，所
以很適合外務工作。

擅手工藝內心易受觸動
我們這裡指的「肢體」，其實包括了但不

限於四肢，還包括如手指、皮膚等靈活的
小觸覺，所以肢體動覺智能較強者，對
冷、熱、痛、癢等觸覺上的敏感度亦相對
較強，甚至易受內心觸動，即外間感動內
心情感。特別留意某些人比較喜歡或擅長
某些手工藝，我們會形容他們「小肢體」
較為靈活。肢體的操控運作分大肢體（四
肢運作）及小肢體（手指操控），「反應能」
反映大肢體操
作，「操控能」
則反映手指靈
活程度。

■鄭雅迪（Athena Intellects）

andy.cheng@athenaintellects.co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智能
手機日漸普及，為電子教學帶來契
機。第三屆「學與教博覽2012」將於
下月底舉行，其間將展示多種網上學
習平台及教學軟件，並請來多位專家
分享電子教學心得，為期3天。主辦
單位表示，今年展覽規模為歷屆最
大，會場面積及參展商數目均比去年

大 增 近 七
成。有教師
認為，隨
智能手機日
漸成為學生
必 備 的 工
具，相信電
子教學會以

手機為中心發展，未來學生可能會用
自己的手機上課學習。

由香港教育城及Diversified Events
主辦，並獲教育局支持的「學與教
博覽2012」昨舉行簡介會。今次展
覽將展出多項本地及境外的電子學
習教材，例如遊戲、網頁及硬件配
套等。

手機接學校系統解「樽頸位」
教育城發言人表示，今年參展商高

達150多個，打破以往紀錄。教育城
行政總監鄭弼亮分析指，近年智能手
機大行其道，間接「做大 市場個
餅」，家長和學生對電子遊戲的接受
程度提升，令更多公司願意投資學習

軟件。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會長

劉國良認為，在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的
樽頸位，是學生未能「一人一機」，

他留意到愈來愈多學生帶智能手機上
學，相信開發商只要集中開發軟件配
套，學生用自己的手機連接學校系
統，便能解決問題。

下月學與教博覽 聚焦電子教學

東華學院醫科生 可赴雪梨大深造

科大獲資千萬研發新技術 影視公司應用推App
手機睇片不「起格」
分流傳送「直播雲」

港大續聘梁智鴻
任校務委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景熙）香港教育
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
學早前被指在校園內
設置約逾100部閉路電
視，惹來學生不滿。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
署亦關注事件，公署
專員蔣任宏昨表示，
將依據法例主動介入
事件，進行「循規查
察」，現正準備去信校
方要求交代事件，包
括查詢安裝閉路電視
的數字、目的及校方
將如何處理影像資料
等，再研究是否涉及
侵犯私隱。

自稱是該校中三學生的Peter致電電台表示，校
內前後樓梯及角落已分別有10部閉路電視，形容
自己「好似監犯、好有壓迫感」，曾為此組織同學
一起罷課、刻意遮蔽鏡頭等，但校方未予理會。

蔣任宏指做法無法理解
蔣任宏認為，若該校真的安裝了逾100部閉路

電視，做法「奇怪、無法理解」，故認為今次事
件值得跟進。公署現正草擬信件，要求校方交代
閉路電視數目、安裝目的、所經程序及如何監察
和運用收集回來的資訊。調查方向將考慮校園面
積、設施及課室與閉路電視數目的比例，如數量
多至不合理的地步，一旦證實違規，會作出進一
步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香港大學昨日宣布，現任校
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及另外5名委員同獲續約，由今年11月7
日起生效，為期3年。港大校長徐立之對此表示歡迎，認為
大學近年正推動多個重要規劃，委員會具備豐富的大學管治
經驗的成員，有利未來發展。

現任5成員獲續任
梁智鴻自2004年起出任校務委員會成員，至2009年獲委任

為校務委員會主席至今。梁智鴻表示，港大未來會面對不少
挑戰，包括招聘新校長及一位專注大學行政事務的副校長
等，他將繼續以無比熱誠為學校作出貢獻。

另外5名現任校務委員會成員黃嘉純、洪丕正、劉麥嘉
軒、梁高美懿及廖長江也同獲續任。由於現任委員廖約克將
任滿退任，紀文鳳獲委任成為新一任校務委員會成員。紀文
鳳是港大校友及名譽院士，在商界和公共服務上具備豐富的
經驗。

學生會：約晤梁智鴻
港大學生會會長陳冠康表示，學生會已約見梁智鴻，期望

他能夠以實際行動加快港大民主步伐，帶領校務委員會正視
同學意見，與學生會認真商討改革細節。

肢體動覺智能　決定表演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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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是次研究的科大計算機科學及工
程學系教授陳雙幸過去10多年來一

直研究「協流媒體」（Streaming media），
即網絡傳送資料技術，「協流傳媒」是其
中一項主要的研究。他表示，研究早在3年
前至4年前得到美國專利，共花了6年時間
才成功將技術產品化。

播高質畫面 帶寬增成本貴
現時若以流動平台「睇片」的主要問題

是畫質差、傳送等候時間太長，有時用戶
收到的畫面有「起格」情況。陳雙幸解
釋，因為傳送高畫質的畫面，帶寬的速度
最少要3Mbs；但現時市面上的帶寬只能傳
送500Kbs，由於要應付大量的數據及用戶
需求，供應商必須增加帶寬及伺服器，這
樣的成本非常昂貴。

為了讓用戶隨時隨地享受高質素的直播
及減低技術成本，陳雙幸及其團隊研發出

「協流傳媒」技術，將數據「分流」傳送。
他講解指，高畫質影片如需要3Mbs的傳送

速度，系統可將數據分成6份，以500Kbs
傳送，「數據以分流方式，採用不同途徑
同時傳送，因此時間延遲會減少超過一
半，更可以支援高清直播頻道」。

硬件成本平三成 寬帶慳七成
現時「低頭族」不斷增加，用戶量大亦

是數據傳送所面對的問題。陳雙幸指，
「協流傳媒」透過「雲端」和「對等網絡」
技術，建立「直播雲」；即用戶在接收數
據的同時，亦可以傳送數據，即數據會互
相流通，形成不同的「P2P雲」。有了

「雲」，即使有大量用戶同時收看直播頻
道，不需要增加寬帶、伺服器，都不會造
成網絡擠塞。陳指，此技術減低了寬帶七
成成本，以及硬件配置三成成本，但卻做
到更快、更好、更穩定的數據傳送。

推App快市面同類程式2.5倍
研究團隊亦成功將技術推出市場，目前

正與美亞數碼科技有限公司和另一大型電
訊商合作。美亞數碼科技有限公司執行董
事羅國樑表示，公司將會在12月推出智能
手機應用程式App，當中會有超過3個直播
頻道，包括電影等的影視資訊節目。他
指，現時公司的直播App的「啟動延遲」
時間，即開啟頻道的時間，只需要2.4秒，
較其他市面上同類型的App快2.5倍。他期
望，將來可以優化技術應用，包括傳送3D
動畫、7.1環迴立體聲道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有見本
港醫護人手短缺，東華學院昨日與澳洲
雪梨大學簽訂合作協議，兩校將在教
學、科研及本科生畢業後進修等方面合
作。雪梨大學將提供包括醫科、牙醫、
藥劑、康復及專科護理等與醫療相關之
深造及碩士課程予東華學院醫療科學學
士課程之畢業生修讀，學生只須達到雪
梨大學之入學基本要求，即合乎資格入
讀課程。協議簽署儀式在香港舉行，由
東華學院校長汪國成、雪梨大學校長
Dr. Michael Spence及兩校代表簽署。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

任宏表示，校園內設置

約逾100部閉路電視，做

法「奇怪、無法理解」。

資料圖片

■研究團隊目前正與美亞數碼科技有限公司和另一大型電訊商合

作，12月將推出一直播視頻的手機App。左起︰陳雙幸、羅國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思諾 攝

■第三屆「學與教博覽2012」將於下月底舉行，主辦單位昨與部分參展商舉

行簡介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左起) 雪梨大

學 校 監 P r o f .

Marie Bashir、校

長 Dr. Michael

Spence、東華學

院校長汪國成、

董事局主席暨東

華學院校董會及

校務委員會主席

陳文綺慧等出席

簽約儀式。

學校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現在香港充斥 「低頭族」，不少人在手機熒光幕「睇片」時

均會遇到以下問題：下載片段等候時間太長，又或傳來的影片斷斷續續兼「起格」，大大影響觀

賞質素。科大獲資助逾1,000萬元研發的新一代雲端技術「協流傳媒」（Streamphony）可解決

以上問題，只要透過流動網絡數據傳送，即可快速直播高質素片段，傳送等候時間由現時8.56

秒縮短至只需2.4秒，更可大幅降低帶寬(Bandwidth)成本七成及硬件設置成本三成。有關技術快

將推出市面，有影視公司將率先利用這技術推出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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