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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新學年自評 25%屬「高壓一族」

馬會5億「創你程」助青年規劃人生

充電方法多而快可供智能付款行李追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鮑旻

珊） 當今電子產品日新月異，

效能高、用途廣的創新材料與技

術，對電子科技的發展非常重

要。理工大學科研團隊利用一年

時間，研發出可透過打印技術而

成的環保儲能裝置，裝置成本低

廉，僅需一元，且充電速度快，

在測試中，每次充電兩分鐘即可

為時鐘提供能源運作20分鐘。

裝置日後更可為智能付款、行李

追蹤、智能藥丸等提供電源，推

動業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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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專冀籌二千萬優化校園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5年9月24日（星期四）

理大研打印儲能墨
1厘米成本1元

文憑試首奪經濟5** 在囚者獲頒證書

理大應用物理學系利用一年時間成功研發出
一種簡便的方法，將葡萄糖加熱合成，再

將碳微球進行液相合成，製作成二氧化錳
（MnO2）墨水，可用於一般的印刷方法，如家
用列印機，並可印在紙張、膠片及玻璃等不同基
板，從而打印出輕、薄且可彎曲的儲能裝置。二
氧化錳本身存在自然界中，對環境無害，不需要
進行降解，更見環保。

充電兩分鐘 時鐘運作20分鐘
理大應用物理學系系主任劉樹平指出，團隊利
用二氧化錳墨水在1厘米乘1厘米紙張上打印出儲
能裝置，成本僅一元，即使打印1米乘1米的儲能

裝置，成本約15元至50元，價格低廉；再利用太
陽能電板充電兩分鐘，即可令裝置接上的時鐘運
作20分鐘，充電速度快。
劉樹平續指，儲能裝置可運作的時間長度視乎

不同物件的耗電量，而且裝置充電方法不限於太
陽能電板，可利用乾電池，甚至USB充電。而當
二氧化錳墨水塗上基板之後，如有需要，可用酸
性化學物質擦除，方便電子零件組裝。他亦認
為，成本低的儲能裝置可為智能付款、行李追
蹤、智能藥丸等提供電源。
劉樹平解釋，現時智能付款系統多採用無線射

頻辨識技術（RFID），但有關方法較被動，貼上
標籤的貨品不能自行發出訊號，需要閱讀器在近

距離才能感應到，「如果多件貨品疊在一起會有
所影響，出現誤差。」若套用儲能裝置為貨品上
的標籤提供電源，就可以令每件貨品自行發出訊
號，避免貨品疊在一起會出現誤差，真正做到智
能付款。

未來兩年提升性能生產方法
研究團體在未來兩年會提升儲能裝置的性能及

最大電壓、改善生產方法，提高印刷質量及效
率，以及進行更多測試，將裝置與其他能源收集
系統結合。
是次研究的學術論文已在化學界權威雜誌中發

表。

◀理大應用物理學系系主任
劉樹平(中)展示二氧化錳墨
水。 鮑旻珊 攝

▲利用儲能裝置推動的時鐘。
鮑旻珊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 開學將近一個月，但
不少學生仍受適應問題困擾。一項調查顯示，多達四
成中小學生面對新學年出現不安、擔心等負面情緒，
亦有四分一受訪學生自評壓力指數達7分或以上（10
分滿分），屬於「高壓一族」。調查又透過焦慮症自
測量表，了解受訪青少年的焦慮情況，當中近13%有
輕度至嚴重的焦慮傾向。專家提醒，開學適應期家長
及老師應多關注學生的情緒，如發現有壓力和焦慮不
宜過度放大或視之為災難，應正視壓力來源及做好期
望調節，問題可望紓緩，如有需要則應尋求專業人士
協助。

近40%有負能量 壓力不安常見
香港青年協會「關心一線2777 8899」在今年8月至
9月期間，向3,950名中小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有近40%受訪者面對新學期時有負面情緒，最常
見的分別為有壓力（14%）、不安（13%）和擔心
（12%）。調查指出，踏入新學年，學生最擔心的是
面對測驗或考試壓力（61%），其次為功課太多
（52%）及課程太深（48%）。至於近年經常提及的
「開學焦慮症」，有近六成學生認同在開學前後一個
月特別容易擔心或焦慮。
調查中有一部分參考了焦慮症自測量表，以了解青

少年的焦慮情況；15條問題合共60分，越近滿分表示
焦慮情況越嚴重。結果顯示，近13%受訪中學生有輕
度至嚴重程度的焦慮傾向（30分至 42分或以上不
等），當中2%達致嚴重程度焦慮；而受訪者過去一星

期較常出現的焦慮症狀包括「我容易感覺疲倦和乏
力」、「我覺得比平時容易緊張和着急」、「我容易
感到煩亂或覺得驚恐」。至於學生自評面對新學年的
壓力指數，以10分滿分，25%受訪學生達7分至10
分，屬於高壓力一族。

尖子太着緊密密查致遲交功課
青協單位主任吳錦娟指，「關心一線」在去年9月至

今年8月間處理近1.8萬宗情緒求助個案和逾7千宗學
習相關個案，升學和讀書壓力是最普遍問題。她引述
有剛升大學的尖子求助，因有感自己並非名牌中學出
身，「怕自己唔夠人哋（大學同學）叻」，為求功課

盡善盡美，經常重複查看因而錯過繳交限期，令他倍
添學業壓力及焦慮感，他更出現間歇的食慾不振和暴
飲暴食。
青協督導主任徐小曼表示，剛踏入新學年，學生在

學業、人際關係和新環境多方面需要重新適應，容易
產生焦慮情緒，建議家長和學生不宜過度放大問題，
甚至視之為「災難」，而要正視壓力來源，並調節期
望。
她提醒家長及老師都要多關注學生情緒，適時提供

支援，一般來說隨學生逐步熟習老師要求和學習進
度，壓力和焦慮會隨之減少；但如焦慮情緒持續，並
引致身體不適時，便應盡快尋求專業協助。

■青協昨日發佈「在學青少年焦慮情緒」調查結果。圖
為徐小曼（中）和吳錦娟（右）。 黎忞攝

■李同學（左一）指，她平日會向好朋友傾訴心事，
又會聽音樂和瀏覽社交平台等紓緩壓力。 黎忞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近年
教育局大力推動生涯規劃教育，但一
項調查顯示，有多達83%受訪成年人
不知道何謂生涯規劃，亦有接近七成
人認為時下的青年人並無清晰的人生
事業發展目標。為協助本港年輕人做
好生涯規劃，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撥款5億元，推出「賽馬會鼓掌．
創你程計劃」，為期5年。
為喚起社會對生涯規劃的關注及探
討雙待青年人對生涯規劃的認知及服
務需要，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委託香
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上月進行「公眾及青少
年對『青年人生涯規劃』意見調查」，最後成
功訪問了逾千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

83%人不知何謂生涯規劃
結果顯示，83%受訪者不知道何謂生涯規

劃，而接近七成受訪者認為時下的青年人沒有
清晰的人生事業發展目標。此外，68%受訪者
認為青年人在計劃未來的職業時應首先「配合
自己的興趣」，其次才是「工作穩定性」
（46%）及「收入」（43%）；而大部分參與
焦點討論會的雙待青少年同樣表示，興趣是擇

業時的主要考慮，並認同生涯規劃可令他們更
加了解自己，找到個人興趣。整體而言，63%
受訪者認為現時協助青年人進行生涯規劃的專
責服務不足。
賽馬會慈善事務高級經理應鳳秀表示，由於

社會對生涯規劃的認識並不足夠，馬會遂推行
「鼓掌．創你程計劃」，結合跨界別力量全面
協助15歲至21歲在學及非在學青少年規劃前
路；計劃並會建立一套經驗證證實有效的介入
模式、專業的生涯規劃工作者團隊、5支地區
服務隊、一站式電子平台等，助青少年探索及
認清自己的事業興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子
優） 為協助誤入歧途的青少年
重返社會，懲教署歌連臣角懲
教所為104名年青所員報考各類
學術及職業訓練考試，其中33
人表現出色，其中一人更破紀
錄在香港中學文憑試的經濟科
考獲5**，成為首名在文憑試考
獲如此佳績的在囚者。懲教所
昨舉行證書頒發典禮，肯定各
人在學習上付出的努力及取得
的成果。
歌連臣角懲教所主要羈押年齡

介乎14歲至21歲，被法庭判處
接受6個月至36個月不定期教導
所訓練課程的年輕男囚犯。懲教
署會為他們推行半日制教育及半
日制職業訓練課程，協助他們改
過自新，裝備自己，為重投社會
作好準備。
據了解，過去一年共有104人
報考各類學術及職業訓練考試，
包括文憑試、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聯合委員會考試，及分別由英國

城市專業學會、職業訓練局、建
造業議會訓練學院及香港善導會
舉辦的考試，科目包括中文文書
處理、電器裝置工藝基礎、茶餐
廳運作及服務、創意設計及應用
及基礎洗衣技巧等。各人共考獲
232卷證書，其中45卷為優良成
績。

所員分享經歷唱歌謝親恩
考生中有7人應考今年的文憑

試，6科共考獲40卷二級或以上
的成績，其中一人於經濟科考獲
5**佳績。目前他們均獲大專院
校取錄，修讀專上教育課程。
為肯定他們在學習上付出的努

力及取得的成果，歌連臣角懲教
所昨日舉行證書頒發典禮，頒發
證書予33名優秀年輕所員。典
禮上一名所員分享更生歷程，家
長代表分享了兒子在所內接受訓
練期間經歷正面改變的感受，亦
有懲教所所員組成的樂隊獻唱歌
曲，憑歌寄意感謝親恩。

■應鳳秀 (中)表示，八成受訪者從未聽聞生涯規劃，故
有必要加強宣傳。 大會提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伊莎） 不少文憑
試考生為求爭得一個學位，在聯招放榜前後
均會漁翁撒網報讀不同的自資院校課程，但
很多時已繳交的留位費或動輒逾萬元學費往
往難以退還，令家庭經濟負擔沉重。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及鄧家彪昨偕同多名學生
及家長代表，與教育局副秘書長盧世雄會
面，要求局方加強監管自資院校收取留位費
及首期學費的做法，並設立完善退款機制，
以保障學生權益；他們引述局方在會上承諾
將與院校討論酌情退款的問題，期望可平衡
院校及學生的利益。
王國興表示，現時不少自資院校留位費一

般高達5,000元，又要求學生在第一輪聯招放
榜後數天內繳付2萬元至4萬元的首期學費，
不少人因升學壓力，只好無奈繳費，「但當
時學生仍等待成績覆核及聯招補選結果，只
有獲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取錄的考生，才可獲
全數或部分退款，其他同學所繳費用往往不
獲退款」，他質疑院校此舉有「趁火打劫」
之嫌。

王國興促教局監管減基層負擔
王國興又指，自資院校提出在「特殊情

況」下可獲退款的定義並不清晰，例如曾有
家長以突然失業、破產等為由申請退款，亦
不獲受理，其中有個案更涉款高達57,500
元，令基層家庭財政負擔沉重，促請教育局
監管有關退款機制。
他在會後引述局方指，當局認同院校徵收

的金額及時間有不合理之處，故將與院校加
強溝通及協調，並討論酌情退款的問題，期
望可兼顧有需要的家庭。他將於下年度立法
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出有關問題，再作跟
進。

■王國興（左）及鄧家彪（右）昨與教育局副秘書長盧
世雄（中）會面，要求局方加強監管自資院校收取留位
費及首期學費的做法。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姜嘉軒） 自資院校香港專業進
修學校（港專）位於馬鞍山的「港專賽馬會本科校園」
本學年正式投入使用，連同一公園之隔的舊有校舍「港
專賽馬會馬鞍山校園」，形成「雙子校園」的獨特建
築。港專表示，校方現時已就「雙子校園」投入逾7,000
萬元打造成能配合大專及本科課程的高等學府，期望未
來能透過各項籌款活動多籌集2,000萬元，擴建天台及地
下亭園，進一步為學生提供綠色悠然的學習環境。
「港專賽馬會本科校園」目前已經開放供學生使用，

地下設有綜藝館、咖啡閣及悠學苑等寬闊空間，供學生
休息及學習，其餘各層包括各學科專門教室，頂樓則設
有完善圖書館及戶外的「空中花園」。
港專傳訊及拓展總監李慧慈表示，「雙子校園」前身

畢竟是小學校舍，「無辦法跟別家鬥大」，必須讓兩座
校舍互補長短，例如本科校園獨有招待貴賓的會議廳，
馬鞍山校園則設有健身室、學術演講廳及語言中心，兩
者設施不會重叠，善用每一寸空間。
李慧慈指，校方有意進一步綠化校園環境，如加建天
台花園及有機農地，相信要為此籌集約2,000萬資金，目
前港專致力推動各項籌款活動，包括藏書書籤留名、項
目留名及設施命名等捐助計劃，期望有心人支持。

「雙子校園」面積較過往倍增
港專變身「雙子校園」，面積較過往倍增，學生均表
示設施齊備有助學習。就讀會計高級文憑的年輕媽媽李
淑雯，出身草根階層，中五畢業後任職文員，發現身邊
都是大學生，工作兩年有感停滯不前，遂重返校園增
值。她指港專校園發展令人耳目一新，特別喜歡新校舍
頂層圖書館外的露天花園。巴基斯坦籍的會計高級文憑
學生麥雁兒（Anisa），則對校園內的語言中心感受最
深，因她獲安排在中心兼職文書及接待工作，常有機會
接觸其他學生及外賓，此舉不但讓她多聽多學廣東話，
本地生跟她溝通時亦可練好英語，相得益彰。

■■李慧慈指李慧慈指，「，「雙子校雙子校
園園」」設施可互補長短設施可互補長短，，
一應俱全一應俱全。。 姜嘉軒姜嘉軒 攝攝

■■新校舍新校舍「「港港
專賽馬會本科專賽馬會本科
校園校園」」目前已目前已
經開放供學生經開放供學生
使用使用。。

姜嘉軒姜嘉軒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