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象 預計推行日期
中三至中六 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

高中 2015年11月、2015年12月、2016
年3月

高中 2016年6月或7月

高中 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

高中 2015年10月、2016年6月或7月

高中 2015年11月

計劃名稱
南沙、前海的經濟發展和
粵港合作探索之旅
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北京、瀋陽歷史文化及工
業發展探索之旅
內地、澳門升學就業探索
之旅
西安歷史文化及經濟探索
之旅
北京音樂文化探索之旅

重點行程
參訪前海區內基礎建設、前海展示廳及青年夢工
場，及到訪粵港合作企業等
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山
陵，參訪南京大學或南京師範大學
參觀國家博物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
院、王府井商業區
參訪華南理工大學、中山大學、澳門大學（橫琴
分校）等，參觀知名企業如廣州鋼鐵企業集團等
參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秦始皇陵、華清池、
西安事變紀念館
到中央音樂學院交流、到訪國家大劇院等

部分內地交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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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增4交流計劃
高中生北上覓機遇
訪穗深珠澳利升學就業 遊京瀋探索歷史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今年施政報告提

出由政府資助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最少各一次

到內地交流以拓闊視野，預計每年涉及逾5萬人

次。為配合有關政策，教育局今年新增4個內地交

流計劃予高中生參加，包括赴澳門、廣州等地探

索升學就業；到北京及瀋陽認識歷史文化及工業

發展；到西安探索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以及到

北京學習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局表示，國家

發展一日千里，港生更需要「走出香港」，相信

各項活動可為學生提供升學或就業的機遇。

■責任編輯：鄭樂泓 2015年9月1日（星期二）

中大機械人常平杯「摸黑」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

優）2015年第一屆「『常平杯』
兩岸四地智慧型機器人大賽學界
研發成果展」近日在東莞常平會
展中心舉行。來自兩岸四地約
130支大學生隊伍，近400人藉
他們的機器人研發成果，參與大
會多個競賽項目，其中香港中文
大學於「輪型機器人摸黑」組別
賽事勇奪冠軍。
機器人是近年熱門的研究領

域，為促進兩岸四地的科教交
流，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及促進
院校及企業於研發成果產業化
上深度合作，中國人工智慧學
會智能產品與產業工作委員會
以及內地、澳門與台灣的多個
單位舉辦是次大賽，共獲包括
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城
市大學、東北大學、金門大學
等近40所高校帶着各自的科技

成果前來參展，並競逐「輪型
機器人摸黑」、「輪型機器人
競速」及「人形機器人3米障礙
跑」3個項目，冠亞季軍分別可
獲獎金。
除競賽外，大會又邀請了十多

個香港及台灣等地的商界協會及
企業前來觀展，另又推動成立了
「兩岸四地學界研發成果孵化聯
盟」，希望能成為促進機器人教
育普及、產學研合作、科技新成
果孵化等方面的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
優）今天是開學日，於剛過去的
暑假，多名數學表現出色的香港
小學生出戰不同地區舉行的數學
競賽，均取得出眾的成績。其中
在新加坡參加「IMC國際數學競
賽」，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組織的代表隊共奪得六個金獎、
四個銀獎和五個銅獎，而聖保羅
男女中學附屬小學小四生朱卓熹
更是連續第二年摘下參與級別的
全場總冠軍，為港爭光。
「IMC 國際數學競賽」為

IMC國際數學競賽聯盟組織的一
項年度國際賽事，今年賽事上月
在新加坡舉行，大會分9個級別
讓各地的數學精英較量，參賽隊
伍來自香港、內地、台灣，以及
多個亞洲國家包括伊朗、馬來西
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韓

國、泰國、印度等共千多名學
生。而香港五名小學生及一名中
學生，均於比賽中獲得金獎。
此外，香港學生亦分別於7月

底及8月上旬，參加了在福建舉
行的「中國東南地區數學奧林匹

克」，及在桂林舉行的「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也分別取得
佳績。當中中四生歐澤謙於前者
獲一等獎，而小五生林睿申及中
三生柳震灝，也於後者獲得金
獎。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港生赴內地交流除了
有助加深對國家歷史、文化

和發展現況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可訓練個人自
理能力及培養個人價值觀。早前曾隨團與學生
到內地的教育局代表分享指，有學生在安檢時
竟粗心大意丟失了回鄉證，令團員大為驚慌，
這些「蝦碌」經驗亦值得學生好好學習。
教育局今年曾試辦「北京、瀋陽歷史文化

及工業發展探索之旅」，隨團的教育局高級
督學（學生內地交流計劃）麥炳森表示，有
學生在離開北京到瀋陽的安檢過程中，丟失
了回鄉證，令整團人大為驚慌，要即時四周

尋找該名學生的回鄉證，幸好最終在行李帶
中尋獲。
他笑言，該學生當時知道其粗心大意為整團
人帶來麻煩，隨即向大家道歉，其後在行程中
亦表現得更小心謹慎，令人另眼相看，「無論
同學讀書有多好，但個人自理能力、溝通能力
及與人相處的態度等都很重要，不容忽視。」
他期望學生通過這些交流活動，訓練其自理能
力及待人接物應有的態度。

參加默哀儀式 學生表現成熟
今年5月曾隨團到訪南京的教育局高級督學

（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姜賢敏憶述指，行程之

一是偕學生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紀念館，認識日本侵華的歷史，其中學生需在
館內參加一個莊嚴的默哀儀式，「我們曾擔心
百多名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性格有動有靜，
會否不習慣類似的默哀儀式呢？」不過，當時
全場學生表現成熟，靜靜地完成了整個儀式，
展示出尊重遇難者的一面，令在場人士印象深
刻，「這些禮貌及尊重他人的情操是課本教不
到的，很高興同學都學到了。」
為教育局內地交流計劃擔任教師顧問的中學

教師梁偉傑亦曾隨團到北京，他指不少學生在
學習成效評估表中，提到內地生積極的學習態
度值得港生學習，相信學生除了加深課堂學習
外，在發展協作能力及個人價值觀均有所得
着。 ■記者 鄭伊莎

學習自理

回鄉「蝦碌」失證 學國情也學謹慎

教育局首席督學（學生內地交流計劃）陳碧華，近日聯同高級
督學麥炳森及姜賢敏接受本報專訪，分享今年多個內地交流

計劃的籌備情況及發展方向。陳碧華表示，國家發展一日千里，
而隨着內地推動「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港生更需要「走出香
港」，從多角度認識內地不同省市的歷史文化、經濟及社會發展
等，有助學生發掘機遇。她續指，有關主題涵蓋歷史文化、經濟
科技、升學就業、文化藝術等，「每個計劃都有其特色主題，都
是質量並重，配合課程需要及生涯規劃，希望學生從中找到升學
路向。」局方亦會持續優化各項行程的內容。

參觀企業 了解內地發展
其中，由本月開始舉行的「內地、澳門升學就業探索之旅」，以
升學就業為主題。麥炳森介紹時指，活動為期兩日一夜，學校可選
擇到訪廣州及深圳、珠海及澳門。高中生將參訪華南理工大學、中
山大學、澳門大學（橫琴分校）等，與就讀各校的港生交流，了解
升學及就業情況，並參觀當地知名企業，如廣州鋼鐵企業集團等。
教育局在今年4月至7月曾試辦上述活動，麥炳森指不少參與學
生反應正面。他認為，參訪企業可讓學生了解內地企業的生產運
作、業務發展如何推動經濟發展，有助學生了解內地發展的機
遇，「希望有興趣到內地升學的學生，可在每年3月報考內地高校
前先到當地參觀及認識。」

訪博物館 提升學習動機
至於「北京、瀋陽歷史文化及工業發展探索之旅」及「西安歷

史文化及經濟探索之旅」均以當地歷史文化及經濟發展為主題，
同樣是6日團。麥炳森表示，北京及瀋陽團會參訪國家博物館、九
一八歷史博物館等，認識近代重要歷史事件及瀋陽的工業發展，
西安團亦會參訪多個歷史古蹟，如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秦始皇
陵等。他指相關行程銜接了中學歷史及通識等課程，期望學生通
過參觀上述景點，重溫課本所教，並藉此提升學習動機。
至於以音樂文化為賣點的「北京音樂文化探索之旅」，則是較

新穎特別的交流計劃。陳碧華透露，構思來自教育局去年的訪京
團，局方代表到訪北京的音樂學校，發現中國傳統音樂的特色和
發展都值得港生深入了解，遂與當地學校聯繫，並推出有關的參
訪團。麥炳森補充指，行程包括到中央音樂學院交流，認識北京
專修音樂學生的學習生活及內地的音樂教育，並到訪國家大劇
院，觀看京劇表演等，學習北京的歷史與古今藝術文化。由於行
程圍繞音樂，參加者需對音樂有基礎認識，例如要求學生有修讀
音樂科，或是校內樂團、合唱團的成員。
除了上述新增主題外，陳碧華透露，局方正研究其他特色主
題，如體育文化，讓港生到訪在體育領域有傑出表現的內地高
校，或到濟南探索儒家文化，或以科技為主題到北京參訪當地知
名的科技企業等。不過，她指構思有待跟內地相關部門討論，
探討其可行性。

小四生國際數賽蟬聯總冠軍小四生國際數賽蟬聯總冠軍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為鼓勵學生糅合科技及知識，並培
育他們的創新思維，香港科技大學
去年推出「視野無界」課程，讓學
生赴柬埔寨了解當地的醫療衛生問
題，並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其
中，有科大生研發出流動醫療箱，
改善當地醫療隊運送和儲存藥物的
困難，亦有學生構思了電子醫療記
錄系統，協助醫護人員記錄病歷，
以解決落後地區運送沉重文書記錄
的麻煩。
「視野無界」課程由科大化學及
生物分子工程學系兼生物醫學工程
學部教授周迎帶領進行。她表示，
課程與來自新西蘭的非牟利組織
One-2-One合作，結合了學習設計
及社會服務，鼓勵學生利用簡單的
科技，為發展中國家及地區提出創
新的醫療輔助技術，期望為當地居
民帶來改變。

免半小時「執行李」時間
14名來自不同學系的科大生今年
參加了「視野無界」專案課程，各
人被分成兩隊，為當地貧民窟服務
的流動醫療隊解決問題，今年6月
將研發品運送到柬埔寨。剛畢業於
科大電子工程學系的黃梓燊表示，
因柬埔寨的醫療隊日常主要使用行
李箱盛載及運送藥物，但每次單是
收拾藥物已花掉半小時，故科大團
隊花了數月時間設計出流動醫療
箱。
黃梓燊介紹指，醫療箱設計輕便
及實用，如盒子般分數層排放，並
採用彈性布料作分格，以便醫護人
員將各種藥物按類型擺放，如應診
完畢，即可逐層將盒子收起放入醫
療箱，只需花數分鐘收拾，猶如一
個獨立的小型流動藥房。他又指，
製作成本便宜，大部分材料都可從
當地購買，相信醫療隊也可自行製
作。

病歷電子化不再怕雨
另一隊伍負責構思電子醫療記錄
系統。參與的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

系二年級生李穎渝表示，由於當地
醫護人員以往主要以手寫記錄病人
病歷，但每次看診時都要攜帶厚重
的病歷紙，部分病歷紙更會在下雨
時弄濕而遺失病人資料，「所以我
們設計出可以文字檔案電子化的系
統，亦能整理藥物庫存記錄。」
團隊亦加入了指模掃描器，以便

辨識沒有身份證明文件的病人，提
高病人認證準確度。另團隊特別設
計了一個網頁，讓其他曾到當地看
診的海外醫護人士登入，查詢系統

搜集得來的數據，期望可為個別病
人提供治療建議。李穎渝指，科大
早前在校內募捐到3部手提電腦，
並已將系統安裝於電腦內，帶往當
地讓醫護人員使用。
周迎表示，「視野無界」正積極
籌備拓展計劃規模，現正與其他發
展中國家及地區商討開展新方案；
9月亦會推行「視野無界」訓練
營，讓來自不同學院、專業的本科
生組成隊伍，參與訓練和實踐，並
學習設計思維。

■周迎（下排中）指「視野無界」結合學習設計及社會服務。 鄭伊莎攝
■參訪廣州中醫藥大學內
的博物館。 教育局供圖

■柬埔寨的醫療隊使用由科大生設計的流動醫療藥箱。 科大供圖

■參觀瀋陽故宮。 教育局供圖

■香港學生於「IMC國際數學競賽」獲得6金佳績。圖為獲得金獎同學
合照。 大會供圖

■柬埔寨的醫護人員應用科大生設計的電子醫療記錄系統。 科大供圖

■「常平杯」兩岸四地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近日舉行，其中香港中大
的隊伍，於「輪型機器人摸黑」組勇奪冠軍。 大會供圖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