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優質
教育基金昨日公布2015/16年度接受申
請的11個優先主題，以及去年基金的
申請情況。基金督導委員會主席黃鎮南
表示，學界去年反應踴躍，基金批出
344項申請，較上一年度增加逾倍，當
中新設而申請較簡便的「微型計劃」已
佔近六成，料新學年的申請將更熱烈。
他又指，新一年度的其中一個資助重
點，是加強學生對科學、科技、數學等
領域的學習興趣，回應施政報告提及培
育更多科學及科技相關多元人才的方
向。
優質教育基金在2013/14學年共處理

847宗申請，最終批出344項，涉及資金
約1.2億元，每個項目的資助款額由3萬
元至800萬元不等。整體而言，申請和成
功獲批數目均較2012/13年超近1.3倍，
資助款項亦增加近5,300萬元。

「微型」受歡迎 幼園申請增
黃鎮南又指，基金去年新推每個資助

項目不超過15萬元的「微型計劃」，由
於計劃申請程序簡單，申請人僅需填妥6
頁內的表格，減省學校行政工作，結果
基金去年收到475份「微型計劃」申請

表，最終批出202宗，涉及約2,500萬
元。其中，以往對基金反應較為冷淡的
幼稚園界別，申請數目由2012/13年的
21宗飆升至去年的174宗，增幅達7倍，
最終有74份成功獲批，成績理想。
整體而言，去年申請成功率高達

41%，較2012/13年的33%增加8個百分
點。黃鎮南估計，新推的「微型計劃」
吸引了不少申請，加上基金以往會向申
請失敗的學校解釋可改善之處，令部分
捲土重來的學校能成功獲批。
他又透露，以往有學校提出增設健身

室，但申請書提交的只是「購物清
單」，羅列所需健身設施，卻未有交代
如何促進學生的體育學習成效，「我們
不反對學校利用基金購買硬件，但要解
釋如何用得其所，如何與課程結合，提
升學習成效。」

讚有大學申以新招教《論語》
至於新學年11個優先主題，基金把

「學與教」的其中一個優先主題重新命
名，強調促進學生在小學常識科、科
學、科技、數學、中國歷史和文化等主
要領域的學習興趣，以及通識教育科的
學習成效。

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補充指，留意
到較少學校涉獵中國歷史、學生健康及
家長支援等範疇，建議學界可以增加關
注。黃鎮南舉例指，去年就有大學申請
以創新方式任教《論語》，認為是活化

中史的一個可行方法，「我們鼓勵多點
創新的項目，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
新學年的基金今日起接受申請，並於

本月26日至下月28日舉行5場簡介會，
向團體講解各個優先主題及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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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研發新技術 每次成本由2000元減至50元

港生申赴台升大 獸醫傳播最熱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福建中學校友
會主辦的「2015年文藝
匯演」前日在北角新光
戲院順利舉行，是次匯
演主題為「同窗誼，母
校情」。

會長許鴻圖指，校友會為隆重其事，自去
年3月已經成立籌委會，並獲得許多校友的
支持，至今共籌款25萬元。當日的活動多姿
多彩，座無虛席，充滿溫馨笑聲與掌聲。
福建中學校友會繼1976年舉行文藝匯演

後，相隔39年再次舉辦同類活動，深受各
屆校友支持。除校友會成員，當日匯演也
邀得多名嘉賓到場支持，包括旅港福建商
會教育基金監事長林銘森、校董林廣兆、
黃長猷、顏家謨和王金殿，教育發展總監
黃均瑜、觀塘福建中學校長林建華、福建
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福建中學附
屬學校校長高惠娟等，表演節目包括《福
中情》大合唱、懷舊探戈、「千手觀音」
中國舞、童聲合唱及樂隊演出，並透過一
張張的歷史照片，與出席者分享福中創校
64年的滄桑、發展和輝煌。

校友會歌舞分享「福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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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近
年來，香港學生報讀台灣大學的數字
逐年上升。根據資料，綜合不同報名
途徑，去年報讀2014學年台灣學士班
的港生總人數達5,626人。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代表昨日表示，截至上周
五的報名期，約有1,600名港生經聯
招申請報讀台灣的大學，數字雖較去
年同期為少，但連同個人申請的
4,142 名港生，總數字仍比去年略
多。辦事處又指，去年港生台灣升學
報到率近五成，期望今年會有所上
升。

聯招加個人 總數超去年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首席副組長許
睿宏昨出席傳媒茶敘，介紹港生赴台
灣升學的最新狀況。他表示下學年台
灣有148間大學對外招生，已申請的
港生可填報70個志願，以獸醫和傳播
學最受港生歡迎。截至上周五的報名
期，約有1,600名港生經聯招申請報
讀台灣的大學，比去年同期為少。但
因早前進行的個人申請數字較去年大
增逾三成，總數字已比去年多。
他提到，至今已有8所台灣大學藉
個人申請取錄110名港生，「去年的
報到率為45%至50%，期望今年會有
所上升。」

至於學費方面，許睿宏強調「港生
與台灣本地學生待遇相同，學費劃
一」，以不同的公私立大學計，全年
學雜費共1.01萬至3.62萬港元不等，
另各間大學都會為港生提供不同金額
的獎學金。就有意赴台的學生，許睿
宏提醒，港生即使錯過報名期，仍可
把握5月4日至29日的時間，報讀僑
生先修部預備班，有關報名條件很簡
單，只需香港高中畢業即可，「學生
可先修讀一年預備班，再以校內畢業
成績直接報讀當地的大學，這亦是出
路之一。」另外，專為本港副學士畢
業生而設的台灣大學「二年制學士
班」銜接學位課程，就將於本周五(27
日)截止報名。

■福建中學校友會主辦的「2015年文藝匯演」主題為「同窗誼，母校情」。 會方供圖

■許睿宏表示以獸醫和傳播學系最
受香港學生歡迎。 李穎宜 攝

唾尿驗毒靠牙籤
一分鐘 九成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牙籤這便宜的小工具，除可用作

清除牙縫中的剩菜殘羹外，在科研人員的創意構想下，還成了快速

驗毒的新媒介。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獲禁毒基金資助30

萬元，成功研發出「牙籤電噴霧電離質譜技術」，以普通牙籤作為

媒介，比傳統利用毛細管驗毒節省約九成時間，每次成本則由

2,000元大幅減低至50元。新技術可準確地檢測尿液及唾液中的4

類毒品，準確度達九成。團隊將繼續研究或改變牙籤的物料，期望

兩三年後能成功開發可攜式檢測裝置，以便進行現場驗毒。

要打擊濫藥行為，毒品檢測不可或
缺。現時的驗毒方法主要分兩個階

段進行，首先進行初步篩查以處理大量
的樣品，隨後進行確認分析，以確保分
析結果的可靠性。然而，目前初步篩查
所採用的試劑盒等方法，存在着假陽性
和假陰性的問題，結果較易出現誤差。
至於上述以毛細管確認分析的方法，
亦需要對樣品先進行繁複的處理步驟，
包括將樣品中各種化合物離子化，最後
以質譜檢測，確定樣品中毒品的成分和
劑量，耗用大量人力物力，而檢測一次
更需花費2000元。

原機器加牙籤 硬件不必換
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副教授
姚鍾平的團隊，由2011年開始研究質譜
分析。姚鍾平指，當時試過很多物料取
代毛細管，包括利用布料、金屬和針

等，而在偶然的機會下，開始研究以日
常生活也會用到的牙籤作為驗毒的導入
的媒介。
研究人員發現，牙籤表面有大量的小

孔，使其吸水力增強，能使尿液及唾液
依附在牙籤上，故可直接以質譜分析原
樣品中毒品的成分及含量。姚鍾平指
出，新技術毋須改動任何硬件，只需在
原有機器上換上牙籤即可，且只需一分
鐘就能完成一個樣品分析，較毛細管節
省約九成時間，一次成本只需50元，顯
著提升了毒品分析的速度及便利程度。

可測K仔冰毒搖頭丸可卡因
新技術可成功檢測氯胺酮(K仔)、安非他
明(冰毒)、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搖頭丸)
以及唾液中的可卡因，準確度高達九成。
姚鍾平認為，濫藥屬於世界性問題，

故「牙籤電噴霧電離質譜技術」有望應

用於全世界。不過，他坦言「技術屬於
研究階段，仍未得到法庭採納，暫未能
成為法庭證據」。
姚鍾平亦補充指，技術仍存有限制，

在檢測大麻及海洛英的結果仍未如理
想，故團隊已再次申請禁毒基金100萬元
研究基金，以作進一步的研究。

冀可攜裝置獲法庭警署採用
姚鍾平相信，其團隊在未來兩三年會成
功研發出可攜式藥物檢測裝置，以便日後
在現場進行即時藥物篩查工作，進一步加
快驗毒的過程，盼獲得法庭、警署、醫院
及學校等機構採用。

局長睇學生整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昨日到訪元朗區，參觀職訓局位於天水圍的兩所院
校及「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了解學生的
學習情況。其後，他又與元朗區議員、中小學及幼
稚園校長會代表會面，就不同的教育政策及議題交
換意見。
吳克儉昨日與職訓局主席陳鎮仁、職訓局常務委

員會委員李宗德等，參觀天水圍職訓局青年學院和
職訓局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視察了就讀髮型
設計、專業美容及西式糕餅製作學生的上課情況，
了解他們的學習需要。
吳克儉表示，政府近年積極推動職業教育，期望

讓青少年各展所長，鼓勵他們按能力和興趣選擇升
學出路，投身不同行業。另外，吳克儉亦到訪「博
愛醫院慧妍雅集新Teen地」，了解中心提供的各類
青少年支援及發展服務，包括運動培訓、生命教育
等。其後，他又與元朗區的中小幼校長會代表和區
議員等會面，交流教育方面的意見。

在去年 11月的某
個寒冷早上，因為成
為了韓國「襌修大
使」，我與60多個
韓國人和外國人一起
前往冠岳山，參加一
日襌修活動。

以為行山易 原來是「噩夢」
在出發前一天，已被告知上山的路程要
走一小時，當時我想：「在香港又不是沒
行過山，才一小時，輕鬆！」這樣想着，
卻一點沒察覺到接下來要遇到的「噩
夢」。
韓國的「行山」與香港很不一樣，每一段

山路都以大小不一的石頭組成，加上散滿遍
地的落葉，一個不小心就會摔倒。原來以為
只要一小時的上山路，結果我花了整整兩個
半小時。這裡的人不喜歡慢慢登山，登山的
兩個半小時中，從後越過我身邊的韓國人多
不勝數，就連阿朱媽們也像裝了摩打在腳上
般。在行山路程中沒有欣賞風景的機會，因
為你眼裡就只有腳下無數的石頭，腦裡要絞
盡腦汁想該踩上那顆石頭才不致絆倒，在快
抵達寺廟的路上，低溫已經讓水分變成了雪
花安靜地躺在大石上。
當你以為一切都完結時，其實冠岳山頂

還在更遠的上方。踩着比剛剛更陡峭的大
石，要走上去就必須緊握着崖旁的大繩，
花了20分鐘，冠岳山終於出現在眼前了！

所謂先苦後甜，換來的是宏偉的風景。此刻的我，
就像與天連在一起一樣，韓國一望無際的景色盡收
眼內；踩上冠岳山的頂端，有一種彷彿成功登上了
喜馬拉雅山的感覺。

踩石勿踩葉 否則雙腳傷
從山峰下來後回到飯堂旁的寺廟，開始了襌修活

動。這個寺廟是韓國有名的圓覺寺，很多父母為了
子女能有好的學業成績，均誠心前來拜訪，在靜坐
冥想片刻後，我們獲發了紙張寫下所求，然後透過
與菩薩建立感應，傳遞所求。
下山的路好像輕鬆，可是實際上卻很危險。團長

多番提醒我們下山只踩石頭不要踩落葉，不然雙腳
必傷痕纍纍，格外小心的我最後還是絆倒了好幾
回。經過這次登山，終於明白為什麼韓國人登山都
是全副裝備了。
下山後我們整團人在附近享受了韓國傳統的葱餅

與米酒。每一口送進口中的食物都特別可口。對面
的韓國女孩跟我說，她終於知道為什麼父母們那麼
喜歡行山了，話音剛落就把最後一塊葱餅送進口
中。
第一次的韓國登山之旅比想像中要累得多，但卻

是一番體驗。心境遠離了鬧市的煩喧，沒有汽車咄
咄逼人的奔馳，沒有人群無盡的埋怨，沒有閃爍不
停的路燈，大概登山有淨化心靈的作用吧。累，但
卻值得。

■中大酒店及旅遊管理學系三年級 凌卓凝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跌
撞
遊
韓
登
山

禪
修
淨
化
心
靈


�
42

�
42

■在韓國交流期間，筆者參加一日襌修活動。
凌卓凝 供圖

■吳克儉（右二）在職訓局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
心參觀學員學習製作西式糕餅的情況。

■姚鍾平展示如何在毒品分析技術中應用木質牙籤。 李穎宜 攝

■黃鎮南（中）表示，基金在2013/14學年共處理847宗申請，最終批出344項，
成功率高達41%。左為陳嘉琪、右為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教育基建)陳婉嫻。

鄭伊莎 攝

優教基金回應「施政」資助培育多元人才

本疊內容：教育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副刊 戲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