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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跨科製動畫
病人睇片識「洗腎」
◀有腎病患者觀看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傳播系團隊早前成功完成一次跨學科合

畫短片後，提高了衛
生意識。
受訪者供圖

作，利用動畫與醫療知識的結合，為年老的末期腎衰竭病患者介紹腹膜透析程序的清潔衛生資
訊，提高他們對感染併發症的警覺性。團隊利用 1 年時間，完成資料搜集、劇本創作及後期製
作。該學系高級講師李啟華表示，不少病人看完動畫後，感同身受，從而提高了衛生意識；未
來製作團隊擬用器官移植為主題，再次利用動畫傳遞資訊，令社會人士更易接受器官移植。

腎科專家「驚醒」腹膜炎可致命
李啟華介紹整個項目的理念時表示，腎科專家林萬斐醫
生是其友人，聊天時提到，不少末期腎衰竭病患者需透過
腹膜透析（俗稱「洗肚」）作第一線治療，但不少病人忽
略過程中的衛生風險，導致腹膜炎，嚴重者甚至會引致死
亡。兩人開始構思如何改變有關情況，靈機一觸下決定合
作，以動畫推廣醫療資訊，期望有助治療。
李啟華的團隊成員，除了林萬斐外，還有該系助理教授
馮繼峯。團隊利用教資會「知識轉移合作項目」的 10 萬元
資助，啟動該計劃。李啟華表示，以往動畫給人的感覺是
一種娛樂，「今次透過動畫，以輕鬆手法，傳遞嚴肅的醫
療知識。」
製作動畫過程其實不易，他們花了兩個月時間，探訪 28
名病人，以了解他們的情況及背景，從中發現不少病人對

衛生的意識不足。李啟華說：「他們會以為看不到細菌的
存在，就代表乾淨。」其後馮繼峯從不同的文獻中，進行
資料搜集及分析，李啟華則以兩個月時間構思劇本、分鏡
及鏡頭運用。最後創作工序，就由一名浸大傳理系畢業生
負責繪畫動畫及錄音等後期工作。
李啟華指，受訪的末期腎衰竭病患者主要是長者，他們
普遍有「怕連累家人」的心態，故其製作的動畫，就以一
位因腹膜炎在春節期間住院的祖母為主角。片長約9分鐘的
動畫，主要講述祖母回憶起自己因忽視清潔消毒步驟而引
發感染。住院期間，兒孫來探望，小孫女以畫作寄託一家
團聚的心願，祖母想到不能陪家人吃團年飯，心中更加遺
憾。
片段被安排在不同醫院試播，巿民亦可登入 YouTube 瀏
覽 ， 網 址 為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DiRQ6L6KINk&app=desktop。

▼動畫短片截圖

好 人好事
翩翩起舞的蝴蝶，要歷遍掙扎，完成
蛻變，才能擁有亮麗翅膀，開展奇妙的
生命之旅。19 歲的盈瑩，經歷過精神病
的折磨，曾誤交損友、打架、吸毒、
手，在成長的低谷時更曾服藥自殺。命
不該絕的她，醒來時看到母親的淚水，
觸動她尋求蛻變的決心。戒煙、戒酒，
告別豬朋狗友，一路走來，家人、社工
和朋友的愛與鼓勵，成為她最大的助
力。現在的她，已是大學生，未來更希
望成為社工，她立志以生命影響生命，
感染更多人學懂珍惜。

誤交損友 曾吸毒自殺
盈瑩揭開長衣袖，白晳的前臂數條深
淺不一的傷疤，清晰可見。問她痛嗎，
她搖搖頭說：「內心的痛楚，比起手痛
更加強烈。」因飽受思覺失調的煎熬，
盈瑩在中二時經常出現幻覺與幻聽，把

「我不想再讓媽媽難過了」
躺在醫院病床上，她睜開眼看見的是：
母親的淚水。在「風雨交加」的日子，當
她睡醒看見的，也是疲憊不堪的母親，坐
在椅子打瞌睡。需要上班的母親，每天也
定時跑來為她送飯，「當時很內疚、很傷
心，我不想再讓媽媽難過了。」這是讓盈
瑩醒覺要「蛻變」的第一步。
她入院近3個月，以往一直重視的所謂
「朋友」，竟然一個也沒有出現，盈瑩
也就死心了。開始戒煙、戒酒，並與昔

THEi 12億建校舍 學費無影響

■盈瑩繪畫出微笑的水滴，寓意其快樂
的生活。

劉國權 攝

日的所謂「朋友」劃清界線。
在社工的協助下，她接受了法庭頒下
的宵禁令。昔日徹夜未歸的女孩，變成
每晚7時前，便要回家的「灰姑娘」。

盼建正確人生觀 有理想

■吳克儉（左三）
、陳鎮仁（右三）
、尤曾家麗（左二）及林麟書
（右二）等出席THEi新校舍上蓋工程動工典禮。 李穎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為了配合職業教育發展的需
要，職訓局（VTC）轄下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THEi）共
斥資 12 億元，於柴灣增建新校舍，預計最快在 2016/17 學年
啟用。新校舍以雙子塔作為設計重點，樓高 15 層，總面積超
過 3.9 萬方米，將有 3,000 名學生可享用校舍內的新設施。
VTC 主席陳鎮仁重申，新校舍的建造費不會轉嫁於學費之
上，強調會參考市場上的學費水平，及考慮學生的負擔能力
來釐訂學費。
THEi昨舉行上蓋工程的動工典禮，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陳鎮仁及 VTC 執行幹事尤曾家麗等擔任主禮嘉賓。吳克儉致
辭時表示，THEi 的成立為學生提供「多階進出」的升學機
會，期望新校舍能為學生帶來更先進的設施，進一步提升他
們的全人發展。
陳鎮仁則指出，透過新校舍，VTC 會致力為學生提供一個
充滿活力的學習空間，期望學生有機會在實務的環境下學
習，令畢業生成為理論知識和實用技能兼備的行業專才。他
又提到，新校舍共斥資 12 億元興建，當中包括 6.7 億元的政
府貸款，期望最快於 2016/17 學年能遷入啟用。不過他指
出，現階段仍未落實哪些科系的學生會使用新校舍，但強調
編排時會講求設施使用的效率，避免資源重疊。
THEi 新校舍設計結合綠化及現代化的元素，曾於 2014 年
環保建築大獎中，奪得「新建築類別─設計中建築」大獎，
當中包括阻隔熱力及噪音的設計。校舍內的設施，包括機藝
種植溫室、土壤實驗室及運動治療中心等，以配合學生學習
的需要。

「蛻變」之路漫長，升上中四的她，
除了忙於適應繁重的學業，融入學校的
圈子，也要定時服藥，治療思覺失調。
一路走來，陪伴她的是家人、社工和真
正的朋友。
在中六畢業禮上，重新出發的盈瑩，
在同學的支持下，以話劇將自己的故事
重現舞台。粉墨登場的盈瑩，在舞台上
翩翩起舞。去年，她獲得青協頒發「重
新出發」青年嘉許獎，以示鼓勵。
回歸正常的生活軌道，盈瑩現在已是
公開大學幼兒教育高級文憑二年級生。
前臂的數條傷疤不會消退，時刻提醒她
不要回頭，「早前做兼職時，看見一個
手拖着小孩的媽媽，手上也有很多傷
疤，很想上前鼓勵她，叫她加油！」
她說，自我傷害是很愚蠢的行為，但
很多人並不知道，「畢業後，我想讀社
工，想用自己的經歷，分享給更多的年
輕人。」她說，生命雖然短暫，但活着
可以發掘很多奇妙的未知之數。所以，
要活下去。
■記者 鄭伊莎

陳萬雄勉漢華生傳承中華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漢華中學第六
十五屆畢業典禮於上月 23 日假該校大禮堂舉行，
並邀得饒宗頤文化館榮譽館長陳萬雄擔任主禮嘉
賓，漢華中學校友會副會長趙淑瑛、漢華中學家
長教師會理事黃嘉行擔任頒獎嘉賓。

陳萬雄致辭時，與畢業生分享了香港太平山
山頂盧峰建築者的故事，講述傳統歷史文化對
教育人才、成就人才的意義，勸勉學生學習傳
承中華文化。校董會主席兼校監崔綺雲致辭時

表示，相信學校除了傳授知識，讓學生具備堅
實的知識基礎、自學能力之外，還要教育學生
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要有理想，要有
高尚的品格。
該校校長關穎斌向畢業生和家長致以祝賀，並
勉勵畢業生繼續努力向上。
他又指出，漢華中學學生於去年中學文憑試，
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同時表示學校將繼續提供
機會，讓中小學部學生發揮潛能，擴闊視野，藉
此加強自信，建造穩固的基石，迎接未來的挑
戰。

科大慈善賣物會
「添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科技大學
於上周六舉辦夏季慈善賣物會，共 190 個攤檔售
賣全新或二手物品，提倡循環再用、廢物利用、
減少消耗、替代使用、重新思考的 5R 環保概
念，及可持續發展的宗旨。有見活動反應不俗，
科大將於本周六（6 月 6 日）舉辦第二場夏季賣
物會。
科大第二場夏季賣物會將於本周六上午 9 時半
至下午 3 時舉行，地點是科大停車場地庫 3 樓。
活動負責人 Jean Hudson 表示，某些人的垃圾可
以是其他人的寶藏，活動能減少棄置物資、保護
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她對於各界人士踴躍參
與賣物會感到欣喜，而籌得的款項可令更多人受
惠。

捐淨收益 助越南尼國港童
據了解，夏季賣物會將租賃賣物枱的收益扣除
成本後，會全數捐助指定的慈善機構，以不同方
式回饋社會。今年的款項，將捐贈予科大學生會
社會服務團，支援他們到越南進行義工活動；部
分款項，也會捐到尼泊爾地震救援基金，及香港
退伍軍人聯會支援香港基層兒童的計劃。此外，

■首場科大夏季賣物會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教
育學院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曼谷辦事處
（亞太地區教育局）合作，由昨日起舉
辦為期 3 天的專家會議，邀得亞太區的學
者，通過分享及交流，希望集思廣益建
立配套工具，協助亞太區高等教育院校
推動持續及優化混合學習的創新和應
用。
是次會議匯聚了亞太區知名大學的學
者，包括西澳大學、清華大學、華東師
範大學、國立雅加達師範大學、馬來西
亞理科大學、首爾大學、泰萊大學及清
邁大學等。各校代表會就教院課程，與
教學學系教授林質彬及清華大學教育研
究院副院長韓錫斌所建立的框架，分享
所屬院校在混合學習的個案與實踐。

盼建合作平台 拓有效配套

這項研究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託，
身兼項目總監的林質彬表示，隨着科技
的迅速發展，及在日常生活中普及應
用，社會對生活與知識的建構、傳遞及
優化，產生很大的改變。他期望，藉這
會議建立跨院校的合作平台，集思廣
益，探討及分享有效的混合學習應用和
守則，從中建立有效的配套工具。
他解釋，這套工具將包括提升在高校
推行混合學習效能的架構、實踐範例、
經驗傳承、藍本和策略發展工具，及相
關的應用與資源，預計可適用於世界各
地的高校。

慈母淚 觸動毒女蛻變
懂珍惜 盈瑩盼成社工
她的理性逐漸吞噬。在升讀中三的暑
假，她到二手教科書店工作，結識了一
批所謂「朋友」，為了投其所好，盈瑩
開始沉迷玩樂、打架、吸煙，甚至吸
毒。
日子過得荒唐，原本入讀精英班的盈
瑩，不僅放棄了學業，更賠上了健康。
每當悲傷、難過時，她會於手臂劃上一
道一道血痕，以為可以釋放負面情緒，
但結果也無補於事。最後，盈瑩把一瓶
安眠藥倒進胃裡。

教院專家會集「橋王」優化「混學」

提升衛生意識防併發症 下一套擬推廣器官移植

■ 來自不同地區的大學代表匯聚教院，出席為期 3
天的專家會議。
教院供圖

質疑性小眾報告
明光社批不可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教育學院於上星
期發表《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中學生在校園遇到
的騷擾和歧視經歷》的研究報告，當中指出社會
對性小眾認識不足，建議學界制定反歧視的處理
機制，又提出學校要設立「中性廁所」，容許學
生以個人認同的性別選擇校服、頭髮長短及洗手
間等，引起爭議。明光社昨舉行發布會，質疑該
研究假定不贊成同性戀就是「偏見」，屬於有預
設立場，而研究方法也過於粗疏，可靠性成疑；
另有學界人士認為，報告所提出的建議難獲普遍
家長接受，部分做法反而引起標籤效應，對性小
眾學生有反效果。
教院的研究報告，以問卷訪問了 332 名準教
師，又與 60 多名性小眾學生、其家長及處理有關
個案的社工訪談，指出性小眾學生在校園會遭受
不同程度的騷擾及歧視，因而產生焦慮與情緒不
安。另外，準教師則普遍未受過有關跨性別的性
教育訓練，16%人對性小眾有「嚴重」及「非常
嚴重」的偏見。

傅丹梅批粗疏 束健銘稱不全面
有關報告的內容，引起部分社會團體關於性小
眾的爭議。明光社副總幹事、註冊社工傅丹梅認
為，有關研究過於粗疏，令人懷疑其可靠性；她
又質疑，有關研究有預設的立場，假設不贊成同
性戀便是「偏見」
。前平機會總主任、大律師束健銘
則指，報告中「騷擾」及「歧視」的定義，與現時的歧
視法不符，且未有考慮學校的宗教自由、良心自由
及家長選擇教育的模式，並不全面。

「中性廁所」恐標籤效應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長鄭德富則指，報告
建議學校可參考台灣的做法，但當地相關教材本
身也有很大爭議，包括教導小學生肛交、雜交
等，並非普遍家長可以接受。至於「中性廁所」
等建議，反而會構成標籤效應，引致對使用者的
偏見。精神科醫生康貴華則指，性小眾學生易受
到同學的欺凌，但認為最有效的做法是，推動校
園關愛文化，由教師和社工個別定期約談等，幫
助欺凌者和被欺凌者。
負責研究的教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郭勤，回覆本報查詢時指，報告已提及有關歧視
和騷擾的定義，概念沿於外國研究性小眾的著名
學者，所用問卷亦經常在外國的同類研究中被採
用，可靠度獲證實。

校方供圖

大會收集到的合適二手物品，將轉贈緬甸的慈善
團體，協助當地貧困地區的兒童。
賣物會提供各式各樣的貨品，包括書籍、玩
具、有機食物、美容產品、家居用品及電子產品
等供選購。會場設有車位，歡迎公眾人士免費入
場。

■左起：為傅丹梅、束健銘、鄭德富、循道中學
校長羅世光及康貴華。

溫仲綺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