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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柔性太陽能電池 科大「創新賽」奪冠

10個月做3年內容 電子書商叫苦

教局指遜通脹 書商稱克制 家長表失望
新學年書價加3.3%
教材雖全面分拆 借子女興趣

訂一致目標
「低動力，無方向」這六個字

經常被用來形容時下年輕人，相
信很多家長也會點頭認同。其實
年輕人真的沒有動力嗎？他們可

以為了打機過關廢寢忘餐，或為練舞通宵達旦。如此看
來，年輕人實非低動力，問題只是他們是否願意去做。青
少年願意投放時間於打機、跳舞或其他事情上，因為他們
有明確目標。家長不認同其做法，是因為子女的目標不是
家長想要的目標。那麼，家長應如何與子女一起訂立目
標，令彼此目標一致呢？

踢波誘仔仔讀書考名校

我聽過一位長輩分享，他與其他家長一樣，希望兒子能
夠考進一所好學校。然而，他不是命令式地要求兒子努力
讀書，考進某某中學，而是透過兒子的興趣來推動他。原
來這位長輩在兒子小學時，已經常帶他走遍不同中學，參
觀校園設施。由於兒子喜歡踢足球，他便專程帶他參觀不
同學校的足球場。其中一間很有名氣的傳統男校，學校內
設有一個大型足球場。兒子見到球場後非常歡喜，很渴望
能夠入讀那間學校。於是他便告訴兒子那間學校的收生要
求，並鼓勵兒子努力讀書考取理想成績，爭取入讀。數年
後，兒子果真考進了那間中學。由此可見，雖然父親與兒
子目標不盡相同，但卻能以兒子的興趣作推動力，同時達
成了自己想兒子入好學校的目標。

當「明燈」引導 助看清方向

除了借助子女的興趣，家長也可以與子女一起尋找目
標。但切記是要「一起」尋找，而不是把本身目標強加諸
子女身上。家長總希望子女讀好書，但子女往往不明白父
母苦心，透過一同尋找目標，可令孩子明白讀書的重要
性。當我與年輕人談及未來目標時，常常會強調，他們不
能因對某個學科有興趣而單單以學科本身作目標，而需要
同時學好語文，完成相關課程滿足基本條件，否則根本不
可以繼續朝目標進發。家長應引導子女，讓他們明白讀書
與目標的關係，為子女當「明燈」，協助他們看清自己方
向，而不是做一條繩，強拉住子女走自己希望他們走的
路。 ■IVE（葵涌）及IVE（屯門）

學生發展處（學長啟導計劃）項目主任 梁璟璣

（VTC機構成員）

擬推「教用」平板電腦完善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龐嘉儀) 教科書價格

問題廣受關注。教育局昨日指，新學年的

「適用書目表」將於明日更新，全面交代書

價資料。教育局昨率先於網頁公布，並透露

今年小學及初中課本雖已完成教材分拆定

價，但整體書價仍增加3.3%，亦是連續兩年

加價，而局方已多管齊下穩定書價，書價加

幅略低於過去一年通脹率（4.1%）。消委會及

家長代表昨日直言，對加價感到失望，書商

則稱由於成本上升，業界須平衡生存空間及

課本質素，現有幅度已很克制，期望家長理

解。

教科書與教材分拆定價糾纏多年，至去年終開始
於小學及初中中英數3科落實，但整體書價仍

然略增；至今年書商於小學及初中其他科目課本也
作分拆，各具體資料將於明日經「適用書目表」更
新。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課程發展) 譚貫枝昨於網
頁「局中人語」撰文，披露9月新學年書價資料，整
體較去年高3.3%。

初中課本30.9%凍價減價
譚貫枝表示，剔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後，過去一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升4.1%，政府雖不
宜直接干預書價，但亦已多管齊下，包括推動教材
分拆及電子教科書穩定價格，令近年的課本價格增
幅都維持在通脹以下。

他舉例說，其中佔逾七成的小學和初中教科書至
今已全面分拆，新學年初中課本約有30.9%凍價或減
價，平均增幅則低於2.9%，認為分拆教材的政策初
見成效。另當局也會透過書簿津貼計劃等，重點照
顧有經濟困難的學生。據了解，個別今年分拆課
本，售價會調低1元至3元，但一些去年分拆的中英
數教科書，在去年凍價或低加幅後，今年多會反彈
4%至5%。

牛津大學出版社社長麥嘉隆昨日指，比較如食物
價格升幅逾1成，書價增幅實不算高，期望家長理解
書商要平衡生存空間及課本質素；另香港教育出版

商會理事吳志華指，業界面對租金、物流成本上
升，加幅低於通脹已十分克制。

家教聯盼加快推電子書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嫻昨日對教科書分拆後仍加價
感失望，油尖旺區家教聯會會長李偲嫣則指，政府
與書商多年就書價陷「拉鋸」，雙方討論「一塌糊
塗」，卻沒有實質做法減輕家長負擔，無奈要每年

「捱貴書」。東區家教聯會副主席趙明則擔心，個別
家長買書時或會面對更高加幅，期望政府加快電子
書推行步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倩) 教科書書價年年
加，教育局的「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被視為
打破現有困局的出路。不過，計劃進行至今，有機
構宣布退出，有部分開發商則未與教育局簽約。據
了解，由於當局要趕及進行審批並上書目表，要求
開發商提早至明年2月「交貨」，而合約問題卻遲遲
未解決，令開發機構要於未來不足10個月時間，完
成3年電子書內容的開發，「死線」壓力沉重。有
開發商批評當局急功近利，未有體恤開發時的苦
況；也有機構表示會盡力完成，但希望當局可以讓
他們分階段「交貨」，「想想是要做靚1年，還是要
交到3年就算」。

教育局去年11月底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的申
請結果，共批出2,600萬元資助，並表示電子書最
快可於2014/2015學年使用。不過，計劃推行卻一
波三折，本報早前率先披露，有開發機構退出計
劃，亦有機構推掉部分原獲批項目，而相關合約問
題亦糾纏一段時間，至今仍有部分開發商未與教局
正式簽約。

「臨時合約寫有2年開發」

其中一所未簽約的非牟利機構負責人稱，箇中問
題主要是部分條款仍有待商議，而教育局將「交貨」
時間提早，也令機構擔心因未能完成趕及而違約，

「原本公布時簽的臨時合約寫了有2年時間開發，那
麼應該是2014年10月、11月時交，但在簽正式合約
時，教育局卻口頭上要求提早至2月交貨，現在已
經5月，只剩下約10個月時間做，真的比較趕急」。

趕工也要1年才完成

負責人估計，即使加緊工作，也應要1年才能完
成，再加上非牟利機構做事多要公開招標，往往要

耗約90日才落實，令開工時間進一步推遲，「我們
問過教育局，如果2月不能完成會否被視為違約，
但當局未有具體回應，所以也不敢簽約」。負責人
表示，理解教育局不希望「惹人口舌」，所以對開
發商要求較嚴，但認為現有做法似乎有點急功近
利。

另本報亦確認，開發商為「五到」因未成功轉為
非牟利機構，也未與教育局簽約。

即使已簽約的開發商，亦認為剩餘時間緊迫。
朗資源董事黎永昌表示，明白因要通過「適用書目
表」審批要提早「交貨」，但沒想到要整個學習階
段3年課程同時繳交，「一般而言，教科書都是由
學習階段的首年用起，所以原預算只需要先交第一
年的內容」。而為應付情況，該公司已將人手擴大2
倍，「3條隊」做3年課程，相信可如期完成，「但
現在只能先顧及基本的內容及應用，真的有時間剩
再逐步提升質素；當局可能也應想想，是要做靚1
年（課程），還是要交到3年就算」。

教局指方便學校製書單書目表

教育局發言人在回覆本報查詢時承認，獲選申請
機構須於2014年2月中將整套電子教科書送交評
審，以便當局於學校5月開始擬製新學年書單前公
布評審結果，並建立適用於電子教科書的「適用書
目表」。至於未能趕及2014/2015學年供學校使用會
否違約，教育局則未有回應。

發言人亦未明確回應屆時是否要一次過繳交3年
電子書內容，只表示已安排3個階段試教，並提供
回饋，以便開發商改良產品，並把該部分電子書送
交評審。另局方不肯透露簽約具體進度，只表示仍
有個別機構未與政府簽訂項目協議，手續完成後將
會向外公布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倩) 雖然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
不盡順利，但也有開發商滿腹大計，期望做好配套，提供學
校師生選擇。 朗資源就計劃自行找夥伴生產「教學專用」
的平板電腦，包括限制娛樂功能、識別機主身份、加強其防
水及防「跌爛」等能力，以配合學童的使用習慣，預計每台
零售價800元。該公司亦打算與其他開發商合作，分攤「教
學專用」平板電腦費用，如有4科同時使用，學生或有望獲

「免費出機」。

設限娛樂遊戲 識別身份功能

朗資源董事黎永昌指，構思中的「教學專用」版與一般
平板電腦具明顯分別，「在教師角度而言，當然越少功能越
好，免得學生上學前把電力都用於小遊戲上，所以需要封鎖
限制一些功能」。而有見不少人擔心平板電腦失竊，他計劃

出機時可鎖定學生身份，「如果檢到電腦，就會知道是哪所
學校哪位學生的」，另亦要加強防水、防「跌爛」能力，以
配合學童的使用。

4科同時使用 學生可「免費出機」

他亦計劃向其他開發電子書的機構推廣意念，邀請有興趣
者加入分攤費用，如果有4科同時使用「教學專用」平板電
腦，學生更有望獲「免費出機」，解決硬件問題；即使沒有
人參與，他亦會以800元零售價於市面出售，「相信是合理
的價錢」。

此外，為鼓勵更多學校採用電子教科書，黎永昌稱有意將
書本內容按單元「分拆上市」，學校可按自己的需求購買指
定單元，「尤其是部分學校某些單元想以英文教學，就可以
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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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黎永昌指，每次到不同學校試教，課本內容都會有所更改，如果

有更多時間，可以進一步做好電子書。圖為該公司初中數學科試教

產品。 受訪者供圖

■為了趕及2014/2015學年使用電子教科書，教育

局要求開發機構於明年2月「交貨」，對未簽約的機

構而言，只剩下10個月時間。圖為第一次試教情

況。 資料圖片

■「Solaris」為鋁質薄膜太陽能電池撰寫創新計劃，奪得多個國際獎

項。左起：科大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博士生梁兆豐、江天賜，創業

課程主任吳葆之、朱文、范智勇及羅楷竤。 科大供圖

■鋁質薄膜太陽能電池(圖右下金

屬片)的光電轉換率高達九成半。

科大供圖

■左起：朱文、江天賜及羅楷竤

組成「Solaris」展示獎項和獲獎

支票。 科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可再生能源是各國
未來發展重點，其中太陽能取之不盡、隨處可
見，屬重點研究對象。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研
究團隊，早前成功研發全球首創的「納米結構柔
性太陽能電池」，利用特殊技術把電池的鋁質表
面，加工成3D立體結構，推高光電轉換率至九成
半，為現存各類太陽能電池中最高；而電池以鋁
製成，具備輕身、可屈曲、成本低等優點。

研究團隊又與同校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合
作，由後者學生團隊撰寫就該技術創業計劃，成
功在早前「創新中國2013創新挑戰賽」奪得冠
軍，並於昨天起程前往美國，與世界各地精英競
逐終極盟主頭銜。

用鋁材料獲撥款200萬

目前的薄膜型太陽能電池則主張以玻璃和不鏽
鋼作材料，惟兩者的光電轉換率、成本及重量等
都未如理想。兩年前科大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范智勇與其團隊在一次討論中，突然靈
機一動，試用鋁作為材料，終在去年成功突破，
項目共獲創新科技署及研資局200萬撥款。

採3D技術 光電率增至95%

最新鋁質薄膜太陽能電池採用3D立體技術，將

鋁質表面由原本的平滑狀態，改造成一枝枝拔地

而起、肉眼看不見的「鋁柱」，如同熱帶森林內無

數的參天巨杉，原先部分陽光會被反射出去浪費

掉，但「鋁柱」改變其反射角度，成功「回收」

不少原本流失的光能，把電池光電轉換率提升至

新高的95%；此外，它亦有便宜和輕身的特點(詳

見附表)。

已申專利 料數年內商品化

范智勇表示，鋁質電池既輕身且可扭曲，日後
可應用於不同範疇，例如方便攜帶的手機充電
器、能夠快速運到天災災區及適應凹凸地形的能
源供應裝置等。他又表示，鋁質電池目前現已申
請專利，有內地及香港公司已聯絡科大商討合作
可能性，預計最快數年內可商品化。

科大早前安排3名學生MBA學生江天賜、羅楷竤
及朱文組成「Solaris」，為鋁質電池撰寫創業計劃參
加商比賽，早前便於在「中歐—北京賓士創新中國
2013創業挑戰賽」擊敗各地60多隊強隊，成為世界
冠軍。他們昨啟程前往美國參加世界精英賽，與另
外40多隊不同賽事的冠軍隊伍爭奪終極盟主寶座。

各類太陽能電池材料比較
太陽能電池材料 鋁 硅 不鏽鋼 玻璃

光電轉換率 95% 80% 50% 20%-40%

材料成本(美金/每伏特) $0.01 $0.1 $0.05 $0.12

重量(公斤/每平方米) 0.35kg 0.58kg 1.6kg 7.2kg

特性 柔韌度高 剛性，不能屈曲 柔韌度中等 剛性，不能屈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 資料來源：香港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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