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教院昨日公布的一項
研究發現，有小眾性取向的中學生在學校遭欺凌、性
騷擾或歧視的情況時有發生。據了解，有男生因有同
性戀傾向被同學羞辱，遭人刻意摸屁股，更被要求吃
同學放於下體前的香蕉等不雅動作，有學生則被淋水
欺負，也有跨性別學生的家長因不滿校方安排及不堪
壓力，索性讓子女退學。專家分析，這是社會對性小
眾的認知不足所致，建議在學校加強性教育，而教師
培訓方面亦應引入性別多元的內容，提高教學人員對
相關議題的認識。

公開性取向 遇戲弄性騷擾
為了解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生理性別和自
身性別認同不一致）學生在校園與師生相處的情
況，教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獲平等機會委員會資
助，以訪談形式訪問了42名14歲至25歲的性小眾
學生及其13名家長，以及7名曾處理過相關個案的
社工。結果發現，在個人層面，不少學生曾於校園
遭受言語或肢體的騷擾及歧視、網絡欺凌或被孤立
等情況；在學校層面，因校園文化普遍難以接納性
小眾學生，例如有師生視之為精神病，令相關學生

感焦慮及情緒不安。
負責研究的教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郭

勤舉例指，有患有亞氏保加症的男生在中學生時公
開了其同性戀傾向，遭同學戲弄，有人刻意觸摸其
屁股。男生升上大專後，更被同學要求玩不雅的性
遊戲，包括吃同學放於下體前的香蕉，又戲言要塞
波子到其屁股等。
有「女跨男」的中二學生，其生理性別是女性，

但性別認同是男性，在校內經常穿運動服上學及剪
短髮，因而違反校規，結果經常被記缺點。精神科
醫生曾寫信建議學校讓該名學生穿男生校服、束短
髮等，但校方以要顧及大多數學生的利益為由拒
絕，令家長和孩子不堪壓力，最終簽自動退學信離
校。

老師誤當精神病 拆散情侶
郭勤分析指，上述例子反映學校氣氛一般難以接

納性小眾學生，尤其是有宗教背景的學校，「部分
老師以為學生有精神病，又會拆散正拍拖的學
生」；即使教師明白有關情況，亦不敢出面叫停欺
凌行為，令不少學生受情緒困擾，因而出現自殘，

甚至有自殺念頭等。

近65%準教師承認有偏見
另研究團隊在去年5月至今年4月以問卷訪問了

332位準教師，了解他們對性小眾的態度。結果發
現，近65%受訪準教師承認對性小眾有「中等」、
「嚴重」以至「非常嚴重」的偏見。八成半人無接
觸過性教育課程中有關跨性別或性傾向的內容。
郭勤指，研究結果顯示，準教師對性小眾缺乏認

知，例如不認識何謂跨性別，及如何正確地與對方
相處。她指要扭轉師生對性小眾學生的偏見並不容
易，建議大專院校在師訓課程中加強性教育及性別
多元的內容，提高教學人員對相關議題的認識。
Gender Empowerment主席小強補充指，期望學
校可制定處理性騷擾或歧視的指引，並帶頭改善校
園氣氛，避免性小眾學生受欺凌。
平機會政策及研究部主管朱崇文指出，是次研究

報告將提交予教育局作參考及完善相關的政策。他
又指，雖然暫無法例保障跨性別人士，但平機會會
與多個辦學團體會面，以保障性小眾學生在校的權
利。

性小眾遭欺凌 教師不敢叫停

硬度媲美蘋果寶石屏幕 成本減半已申專利
浸大料明年中應市
「鐵甲玻璃」護手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現時坊間有不同款式的流動電子產品保護屏幕

貼，價錢不一但保護性偏低，容易刮花。為了加強抗刮保護，浸大物理系研究團隊

以3個月時間，研發出「鐵甲玻璃」(ArmorGlass)，用家不用特別購買保護屏幕貼

就能全面保護屏幕。這種「鐵甲玻璃」薄膜技術厚度只有幾百納米，但硬度能媲美

蘋果專利的單晶藍寶石玻璃屏幕，而成本減半，可抵禦鎖匙、沙石，甚至刀刮

削。有關技術已成功申請專利，預計相關產品可於明年6月至7月推出市場。

浸大物理系講座教授謝國偉指出，現時市面上的
流動電子儀器通常使用較容易刮花的玻璃屏

幕，作用不大。若採用蘋果手機也有使用的單晶藍
寶石做玻璃屏幕，雖有抗刮保護的功能，但生產成
本較高，單一成本約為30美元至40美元，且加工
過程困難，故浸大先進材料研究所團隊就構思要研
發一種超強硬度抗刮輕觸顯示屏薄膜。

厚僅幾百納米 製作過程簡單
經過3個月時間，以納米技術作基礎，謝國偉及
其團隊利用數十萬的研究基金，成功研發出「鐵甲
玻璃」。謝國偉透露，「鐵甲玻璃」經由現有光學
薄膜技術改良，先在一般玻璃上鍍上一層僅幾百納
米厚的薄膜材料，再以特別硬化處理技術，令薄膜
變硬並緊貼在屏幕上，不會輕易脫掉，「整個製作
過程不複雜，現時工業界已有使用，所以不用大幅
改變生產技術，可節省添置新器材的成本。」由於
製作過程簡化，其成本亦有望減至單晶藍寶石玻璃

屏幕的一半。

材料少成本低 裝置靈敏不減
謝國偉進一步介紹「鐵甲玻璃」的好處，「賣點

在於材料少，成本不高。」謝國偉表示，「鐵甲玻
璃」的摩氏硬度高達8.5級，比坊間購買得到、硬
度為7級的保護貼及硬度為5級的玻璃更為堅硬。
薄膜不會反射任何顏色，透光度亦達到90%。
他又提到坊間不少的保護屏幕貼有約一毫米的厚

度，某程度上會令智能裝置的靈敏度減低，影響用
家輕觸時的反應，但使用「鐵甲玻璃」就不會出現
有關情況。
目前「鐵甲玻璃」已獲美國專利，亦已成立公司

作進一步的研發及生產。技術獲風險評估公司估值
為5,000萬元。現階段正進行有限度的生產研發，
日後額外成本可望低至100港元或以下，屆時用家
不用再買保護屏貼。
同時，這種薄膜技術亦可鍍於任何材料上，若與

石英等組合，即可造出抗刮更強的智能裝置屏幕。
謝國偉表示，多間手機品牌如三星、蘋果、小米等
均有派員了解技術，目前正與其原材料供應商洽
談，年底可生產原型測試，預計最快明年6月至7
月可應用於智能產品上。

棄
讀
名
校
法
律

IB
狀
元
走
音
樂
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手持國際預科文憑試
(IB)考獲45分滿分的成績單，胡曉楠同時獲港大和倫
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律系取錄，但她決心放棄世界級的
名牌學府、最有「錢途」的「精英學科」，轉投香港
演藝學院音樂系，此舉連本身是鋼琴老師的媽媽也極
力反對。為了明志，她答應家人練琴要累積到30小
時，才可踏出家門一次；堅決的態度，終令家人首
肯。她也不負眾望，近日獲得賽馬會獎學金補貼4年
全額學費及生活費，嘉許她在音樂上的優異表現。

現就讀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二年級的胡曉楠，自3歲起學琴，
曾跟隨著名鋼琴家黃懿倫習琴。父母早年曾開辦音樂學校，母親
是鋼琴教師、父親懂得多種樂器。胡曉楠自小浸淫在音樂世界，
參加過大大小小本地及國際的音樂比賽，雖然早年曾因為比賽失
準而對舞台產生恐懼，但視阿根廷女鋼琴家Martha Argerich為目
標的她，則未有放棄音樂夢。

曉楠為圓夢 練琴30小時出門一次
兩年前，胡曉楠於IB考獲滿分，成績驕人。當年全球滿分考生有

108人，當中約6人為香港學生，她是其中一人。滿分的成績單令她
既高興又煩惱，因為要在修讀法律和音樂之間任擇其一。她自小夢想
成為鋼琴家，一直認為音樂比學業更重要，「當時好多不同的意見，
媽媽認為演奏的路不易走，反對我讀音樂；親戚朋友認為我讀書叻，
放棄讀法律很可惜。」她只好不斷說服媽媽，卻不得要領。
為了讓女兒知難而退，胡媽媽要求她要練琴累積30小時，才可
以踏出家門一次。結果胡曉楠說到做到，媽媽最終讓步。胡曉楠
坦言：「正正因為有這些反對聲音，令我更加認識自己是這樣熱
愛音樂。」她寄望自己的演藝水平可以更上一層樓，日後從事古
典音樂推廣及教育工作。

朱偉麟：義務照顧智障童 冀推體訓
理大物理治療學系二年級生朱偉麟及中大工商管理環球商業學

系二年級生黃雅頤，亦是賽馬會獎學金的得主。朱偉麟中三起就
義務照顧嚴重智障兒童，例如到醫院、學校和他們玩遊戲等。他
認為義務工作改變了他的人生，「他們不懂得表達自己，但他們
各自有一套語言系統和別人溝通，例如眨眼、聳眉就代表開心。
其實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很微妙，為人服務亦帶給我很大的滿足
感。」朱偉麟認為，香港的醫療系統主要是治病為本，但是「預
防勝於治療」，希望日後可設計出專為體重過高及長期病患人士
的體能訓練，同時向社會大眾推廣運動的重要性。

黃雅頤:讀商科學以致用 盼助社企
黃雅頤曾在中學文憑試考獲7科5**，成績優異，並一直對商科充
滿興趣，在中大修讀工商管理課程後，盼可學以致用，協助社企推
廣「創效投資」，吸納商界投資讓社企創富之餘，亦可以令社區受惠。
香港賽馬會信託基金自1998年起設立獎學金，每年補助36位來

自八間大學及演藝學院的學生。得獎人要經校長推薦，符合品學
兼優、有藝術或其他方面才能，或是熱心社會服務等條件。

■現就讀演藝學院音樂系二年級的胡曉楠，目標是成
為鋼琴家。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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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詩人廖偉棠40篇優秀散文：有懷念一

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風采，有對作家三

毛、商禽等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他又以細膩的

文字，帶領讀者雲遊四方。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他現

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這本書記敍了60篇有關快樂
的感人小故事，內容精簡，卻
意味深長，令人反思快樂的意
義。

這本書勾起了我小時候的回憶，令我有點感慨。回想
那時，快樂非常簡單，只要吃口雪糕、逛逛公園都帶給
我無限的滿足，瞬間進入快樂國度，生活雖然平凡卻愉
快。相比現在，人大了，思想變得較為複雜，快樂亦難
以捕捉，生活不知由何時起被繁重的工作、眾人的期
望、社會的約束所綑綁，即使獲得快樂，轉瞬又被其他
東西吞噬。不過，當我看完這本書，猶如當頭棒喝，也
領悟到快樂的真諦——知足、感恩，便能常樂。

無可否認，煩擾的工作令人煩惱，但是完成後帶來的
滿足感卻令人甜在心頭，久久不散；家人的陪伴、平日
的噓寒問暖、關懷備至，以及朋友的陪伴均能帶來快
樂，只是有時我們忘記了這些生活上的快樂事，因此快
樂很容易被不幸沮喪的事掩蓋。從此以後，我會多欣賞
生活，知足感恩，正面思考，珍惜身邊一切，這樣快樂
便離我不遠。
社會上，不少人跟昔日的我一樣不懂抓住快樂，原因
離不開繁忙的工作、生活壓力等，
我希望香港人能活在當下，時常感
恩，放下執着，多向正面思考，找
回失去了的純真及快樂，快樂其實

不難捕捉。
社會不應過份着重物質主

義，由政府及教育入手，教
育港人珍惜眼前，家長以身
作則，灌輸下一代正確的價
值觀，令他們明白知足常樂
的道理！
正所謂平凡是福，人人都
懂得滿足、感恩，改變
慾壑難填的態度，好好
活在當下，自然能通往
快樂大道，社會亦會多
一份和諧，少一份戾氣！

中華書局編輯經理于克凌點評：在香港，無論貧富，大多數人都算得
上溫飽無憂，日子安穩；比起世界上很多出生在戰禍連連之地，朝不保
夕的人要幸運多了。可見「快樂」是相對的，我們也許不能永遠留住一
刻的快樂，卻可以練就一雙發掘快樂的眼睛。一個知道自己已經擁有多
少珍貴東西的人，才會活得更自信，從而收穫更多。

學生：陳嘉怡
學校：元朗公立中學《快樂方程式》離我不遠

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

學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

作品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

得一稿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

贈送50元書券乙張，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

com。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

列明學生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

聯絡電話和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徵稿啟事

《有情枝》

香島中學畢業禮文憑試合格率近1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

香島中學日前於校內禮堂舉行第
六十九屆中學畢業典禮。校長黃
頌良致辭時表示，該校學生參加
第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取得令人
滿意的成績，連同必修課科目共

12科的合格率都接近100﹪。他勉勵畢業同學要繼
續努力向上，在未來人生的奮戰中獲得成功。
畢業典禮邀請了深水埗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專員

莫君虞、深水埗區議會主席郭振華及家聯會主席關
宏遠等作主禮嘉賓，並向畢業同學頒發畢業證書和
各項獎項。
莫君虞致辭時向畢業同學分享了他中學畢業時的

一番體會，又勉勵同學畢業後用四方面元素走好人

生每一步。四方面元素包括：學懂互相尊重、學會
獨立、學會自律及要有善良的愛心。他指畢業同學
如能做到，在未來學業和工作中將會無往而不利。

黃頌良：設擴建籌款委迎70周年校慶
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透露，今屆中六畢業生總人數

144人，該校同學參加第三屆中學文憑試取得令人滿意
的成績，連同必修課科目共12科的合格率均接近100
﹪，並取得146個5級或以上的成績，考獲大學學位入
學資格為64.1%，考獲副學士入學資格達95.9%。
他亦提到，該校今年即將迎接70周年校慶，校董
會決定成立籌款委員會，為擴建校舍展開籌款工
作。另香島教育機構將會舉辦一系列活動共同慶
祝，包括出版校慶特刊、大型聯歡餐會及音樂晚會
等。黃頌良強調一眾師生將一如既往，秉承建校先
賢的辦學方針，努力培養學生熱愛祖國，關心社
會，德智體全面發展。

■理工大學物理治療學系二年級生朱偉麟(左一)，曾
在去年聖誕組團到貴州義教。 受訪者供圖

■中大工商管理環球商業學系二年級生黃雅頤(右二)曾
在義務工作中，為參加比賽的長者打氣。 受訪者供圖

■香島教育機構行政總監葉燕平（右）致送紀念品
予莫君虞。 受訪者供圖

■■謝國偉及研謝國偉及研
究團隊究團隊，，利用利用
33個月時間成個月時間成
功研發出功研發出「「鐵鐵
甲玻璃甲玻璃」。」。

李穎宜李穎宜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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