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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中生自編程式 製太空機械人奪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太空，對於人類來
說是十分神秘的地方，3名初中男生以「太空與
我」的概念出發，利用已有的裝嵌機械人模型技
術，加上自學編寫電腦程式，成功製造出「太空建
造機械人」，結合想像力模擬人類登陸火星以至其
他危機四伏星體後進一步建造房屋的情況。有關作
品在早前舉行的「2014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香
港區選拔賽」獲得最佳程式設計獎，並將於11月1
日起舉行的「創新科技嘉年華2014」公開展出，3
名同學直言製作的過程十分辛苦，但對於能成功讓
機械人做到建築任務，感到十分自豪。

危險難預測 求助機械人
是次團隊成員分別來自三所中學中二及中三級，
自初小已參加香港機械人學院的相關培訓，他們由
構思開始、經過設計、製作以及改良，花了大半年
時間終完成「太空建造機械人」項目。隊長林子朗
分享指，「太空環境太過難以預測，我們希望能保
障人類無價的生命，毋須人類冒險走出太空建造房
屋。而且人類的能力始終有極限，機械人所需要的
只是電源。」
整個太空建造機械人包括兩部建築車、一部塔橋

車以及一個模擬太空基地的鐵架。兩部建築車具有
高效的越野性能，能夠於太空凹凸不平的表面靈活
行走，而且亦能做到探測地基的功能。林子朗指，
建築車上的機械手臂可幫助疊高建築物樓層，而呈
扁形的塔橋車，則能克服外星星體表面上的坑洞，
讓建築車經過，另模擬太空基地的鐵架就採用了過
山車式存儲系統，可同時放置兩部建築車以及一部

塔橋車。

鴨寮街「尋寶」模型平靚正
製作過程中他們需要自備一些外掛零件，林子朗

提到曾於外國網站尋找合適部件，但價錢十分昂
貴，動輒要500元一件，所以他們會上淘寶網及親
身到鴨寮街「尋寶」，試過20元便買到便宜又合適

的組件，而最終整個模型只需3,000元能完成。負
責編寫電腦程式的組員梁懷得就笑言自己是「由零
學起」，全憑上網自學編程技巧。
為研究太空建造機械人的可行性，3人曾捱了幾晚

通宵，對當中的經歷十分難忘，尤其感激家人的支
持，甚至曾陪伴一同捱夜。他們又笑言，從中學懂了
分配時間的重要性，日後會好好平衡學業及興趣。

■3名初中男生以「太空與我」的概念出發，成功製造出太空機械人，以協助人類日後於太空的建築工
作。左起：林子朗、梁懷得及楊嘉然。 李穎宜 攝

教聯會：學歷提高薪酬欠保障 教局：免費幼教會細研

幼師人工低「逃亡」
九成盼恢復薪級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近年幼稚園

教師學歷與薪酬脫鈎，低薪造成幼師人才流

失，一直為人所詬病，而薪級表亦是現時免費

幼教委員會的焦點議題之一。教聯會的最新調

查發現，超過九成幼師同意恢復薪級表，認為

能肯定幼師資歷，保障薪酬及穩定幼師團隊。

教聯會表示，隨着幼師學歷提高，薪酬卻得不

到合理的保障，令幼師流失率偏高，提出建立

一個以職級劃分、能反映幼師專業和學歷的薪

酬架構。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免費幼稚園教育

委員會正積極研究有關事宜。

■教聯會副主
席林翠玲(中)
表示，超過九
成教師同意恢
復薪級表，指
能肯定幼師資
歷，保障薪酬
及穩定幼師團
隊。
教聯會供圖

教聯會建議15年免費教育幼師薪級表*
職級 總薪級表(點) 每月薪酬(元)

校長 26-34 41,195-57,275

主任 15-28 24,450-45,155

學位教師 12-25 20,905-39,345

證書/文憑教師 9-20 17,485-31,200

新入行幼師 9 17,485
（幼師專業起薪點）

*薪級表薪酬自2013年4月起

資料來源：公務員事務局和教聯會 製表：馮晉研

為了解幼師對現時業界薪酬情況及制定薪級表的看
法，教聯會以分區抽樣形式訪問全港幼稚園，本

月成功訪問來自200所幼稚園（87.1%是參與「學券」
計劃的學校）共3,421名幼稚園不同職級的教職員，包
括校長、中層教學人員和幼師。
調查顯示，超過九成教師同意恢復薪級表，認為能
讓幼師資歷獲肯定和穩定幼師團隊。分別有56.8%和
54%的受訪幼師表示，「極不同意」或「不同意」目
前薪酬合理地反映「工作年資」和「專業資歷」，另
83.3%人甚至認為與中小學教師薪酬比較，自覺不受尊
重。

多期望轉校可追認教學年資
調查又顯示，假如政府短期內未能制定幼師薪級
表，88.8%人支持政府制定幼師的專業「起薪點」。由
於幼稚園有不同的營運模式，40.4%人認為應劃一以半
日制為基礎，而全日制或長全日制則獲額外資助；另
36.2%人認為應有各自的薪酬架構，約兩成人則沒有意
見。
另外，有 7%幼師有就業界薪酬情況提供其他意
見，有人認為恢復幼師薪級表能吸引人才入行和減低

流失率，而薪級表長遠應與小學薪級表的差距逐漸拉
近。有意見又指，大部分幼師轉校工作，薪酬都被降
低至起薪點從頭計算，期望轉校可追認教學年資。

建議過渡期先定起薪點
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表示，推行學券後，幼師按政府
要求提高學歷，但薪酬得不到合理保障，認為幼師流失

率偏高正是因為薪酬偏低。會方要求政府回應幼師的訴
求，並提出一個反映幼師專業和學歷的薪酬架構（見
表），例如「學位教師」的職級應相等於政府總薪級表
12點至25點，即20,905元至39,345元。
會方又建議，由於幼師學歷提高，在落實薪酬表的過
渡期先行制定幼師的起薪點，即政府總薪級表9點（即
17,485元），較學券計劃實施前的7點提高2點，確保

不會流失大量幼師。
另有媒體報道，免費幼教委員會正就薪級表研究初步
推行方向，建議只按職級制定，而職級內的具體薪酬，
則由幼稚園按幼師的資歷和技能彈性調整。教育局發言
人就此回應指，委員會正積極研究有關免費幼稚園教育
的各項事宜，當中包括幼稚園教師薪酬，就此亦會進行
顧問研究，明年中向局方提交最終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近日有報道指教育
局現正檢討通識科運作情況，有意減少香港政治議
題，而「法治與社會政治」內容於「今日香港」單
元的比重，會由25%減至18%。身兼課程發展議會
通識教育委員會成員的教聯會主席鄧飛昨直言，有
關說法「離奇」，「(通識科)六個單元都有削減，偏
偏我可以『拍心口』跟大家說，六個單元中減得最
少、減到近乎無減過的是『法治與社會政治』。」

有課程無課本 老師備課吃力
鄧飛昨於電台節目指，通識科所面對的問題源

於教師非「專科專教」，壓力來自備課時間不
足。他指出通識科「有課程但無課本」，所以教
師需要自行剪裁教材。由於非「專科專教」，大
部分老師對通識的了解不多，所以備課時會感到
吃力，用額外時間預備不同類型的教材，造成很
大工作壓力，贊成削減課程範圍。
就現時有年輕學生上街參與「佔領行動」，

鄧飛認為與修讀通識科無關。他指出2009年已
落實推行通識科，認為討論時不應被社會事件
所牽制。他認為社會應將心比己思考師生的教
與學，問題的重點在於教師備課吃力，同學又
覺得課程艱深。
在同一節目中，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就提出統一

通識科教材，減輕師生雙方的壓力；但教育界立
法會議員葉建源認為有關做法違背通識科要求學
生多角度獨立思考的目的。

施立培任浸大工管學院院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

會大學昨日宣布委任現任管理學系施立
培教授（Professor Edward Snape）（見
左圖）為工商管理學院院長，任期由
2015年9月1日起。
施立培於2008年 9月加入浸大，出
任管理學系系主任及教授，他於2010
年 9月至2013年 8月期間獲委任為協

理副校長，專責質素保證工作和教資會質素保證局質素核
證報告的跟進事宜，以及統籌大學在國際化和知識轉移方
面的發展。施立培現正休假，在英國進行研究工作，直至
2015年8月31日。

陳新滋：工管定能續發揮優勢
施立培的研究範疇涵蓋人力資源管理、多元化與平等機

會、僱員投入度、領導管理和勞資關係。他經常應邀於國際
知名學術期刊擔任編輯委員會的工作。浸大校長陳新滋表
示，有信心在施立培的領導下，工商管理學院定能繼續發揮
固有優勢，致力提供高質素的商學教育和推動多元化的創新
研究。

仁大嶺大周六開放介紹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樹仁大學及嶺南大學同

時於11月1日(星期六)舉辦開放日，為學生和家長介紹課程內
容、校園生活等資訊，兩校亦設有不同主題的講座，出席者
可提問升學問題。
仁大的開放日於上午11時至下午4時半舉行，地點在北角

寶馬山校舍。當日除有課程推介、展覽及校園遊覽外，仁大
特別在開放日舉辦22場講座，加深學生及家長對各學科的認
識，更會開放最新的新聞與傳播學系多媒體製作中心及電腦
動畫製作室、電台錄音室等校園設施供參觀，並有學生團體
表演。欲了解詳情，可瀏以下網址：www.hksyu.edu/open-
day。
至於嶺大資訊日開放時間為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地點為

屯門青山公路8號嶺南大學校園。另校方設免費穿梭巴士接
觸參觀人士，服務時間由上午9時30分至下午1時半，每15
分鐘一班，由尖沙咀漢口道即港鐵尖東站L4出口的香港基督
教青年會旁開出。
嶺大的文學院、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將會舉行簡介會，各

項活動詳情，可參考網頁http://www.ln.edu.hk/infoday/，或
透過流動應用程式（Lingnan Mobile）了解活動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應課程改革發展
及年輕人國民身份認同等議題，香港中小學中國歷
史教育受到廣泛注意，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強調，早
在2001年起已列明中國歷史及文化是中小學生必須
學習的內容，以初中為例，上學年全港共有390間
中學設獨立中史科，佔總數87.6%，其餘則以其他
方式教授中史內容，每周不少於兩課節。
他又透露，為提升學生對中史科的興趣，及鼓

勵更多人於高中選修中史，課程發展議會早前成
立專責委員會檢視初中中史及歷史課程，期望能
於明年中提出短中長期的改革方案，並作公開諮

詢。
吳克儉昨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教育局

一直十分重視中國歷史教育，課程指引列明中小學
必須學習相關內容，在全港445間主流中學中，
2013/14學年共有390間中學有於初中將中史獨立
成科，比率為87.6%，大部分是在中一至中三均獨
立教中史，數字多年來變化不大。至於其餘55間中
學則分別透過連結中西史，以中史為主軸並作中
外對照，及於綜合人文科按主題來組織中史內容
作教學。而按局方要求，初中教授中史課時，平
均計約不可少於每周兩課節。

吳克儉：研活化中史課堂 增學生興趣
他又表示，現時小學常識科中的「國民身份認同

與中華文化」範疇，可讓學生透過學習歷史人物、
朝代與故事等培育對中史的興趣，建立初步根基，
使初中學習能更鞏固。吳克儉又表示，課程發展議
會已於今年五月成立檢視初中中史及歷史科的專責
委員會，爭取明年中提出短中長期的改革方案，另
教育局正與不同持份者研究活化中史科課堂，豐富
有關教學資源，以增加學生對中史的認識及興趣，
從而鼓勵更多學生於高中選修中史科。

霧霾鎖京城「火箭」似升空 北京除了有故
宮、萬里長城、北
京烤鴨外，還有令
人「聞之色變」的
霧霾。就在我寫這

篇專欄的前一周，北京都處於重度
污染的狀態，空氣污染指數動輒超
過200，而且有嚴重的霧霾。
霧霾多發生於秋冬風力不強的日

子。一旦出現霧霾，能見度會大幅
下降，而且空氣的顏色會發黃。眼
前的人和物看上去像是蒙上了一層
灰似的，失去清晰輪廓。由於北京
的霧霾一直為人詬病，網上有很多
關於霧霾的帖子。我看過不少，其
中一個提到：「持續數天的霧霾消
散後，感覺自己好像戴上一副度數
合適的眼鏡。」我不得不說這個比
喻非常貼切。在難得沒有霧霾的日
子，的確會令人有種眼前一亮的感
覺，而且心情通常也會較好。

戴口罩僅心理安慰

在嚴重霧霾的日子，校園到處都
可看到口罩的蹤影。雖然我也會戴
口罩，但其實不相信口罩能為我們
提供特別好的保護，純粹是找個心
理安慰而已。
另外，大家通常都只在室外戴口

罩，進了室內就把口罩摘了，卻忘
記室內的空氣跟室外相通的。大家
待在室內的時間遠比室外長，卻只
在室外戴口罩，其實大部分時間還
是不受保護的。以教學樓為例，大
門是一直敞開的，樓內空氣全部來
自室外，理論上空氣污染程度是跟
室外一樣的。
網上關於霧霾的帖子實在很

多，我在這裡再分享一個。《人
民日報》在北京有一棟辦公樓，
輪廓酷似火箭。10月 11日，北京
的霧霾異常嚴重。於是，網上出
現以下圖片，標題為「祝賀人民
日報大樓發射成功！」 ■余思慧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專業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人民日報》在北京的辦公樓被霧霾弄「消失」了。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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