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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虛擬「學習徑」
手機遊戲學道德

夥中大教院理工試推 擬擴至學科助記藥材名稱

■今年公大有逾 5,800 位學生獲頒約 170 多個各類專上學
歷，其中逾3,200名畢業生獲頒學士學位。
公大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曾經有
大學生故意將圖書館的書亂放，方便自
反映有學生的操守和道德有改進空間。
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成功向教
資會申請近 800 萬元的資助開展為期 3
年的計劃，試驗以智能手機作為教學工
具 ， 配 合 「 增 強 現 實 」 （Augmented
Reality，AR）軟件，在校內設立虛擬
的「學習徑（Learning trail）」，用遊

■校長黃玉山於畢業典禮宣佈公大確立「公誠毅
樸，開明進取」為校訓。
公大圖片

戲加強學生學術誠信和道德操守。計劃
現處於試驗階段，未來擬擴展至加強學
科學習之用，例如在中醫藥學院增設
「學習徑」，幫助學生牢記中醫藥材的
學名和模樣。

大學創新教學系列之三

有關計

劃由浸大
聯同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和理工大學合作推行。浸大全人
教育教與學中心總監王周綺華表示，有文獻指
出，學術界存在偽造數據、剽竊學術成果及漠視
知識產權等問題，既然年輕一代善於利用科技，
若藉此解決因科技發達而衍生的問題，亦算是對
症下藥。

「無品」學生放錯書方便再借
中心首席教與學統籌主任鄺福寧舉例指，現行
有守則規定不能翻印書本 10%的內容，否則會被
視為侵權；但網上資料繁多，唾手可得，且涉及
多媒體資料，翻印的準則模糊，難以界定侵權的
定義，就算連教師都未必留意到相關細節，學生
容易因為無心之失侵權而不自知。
除了侵權外，道德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鄺福寧指，試過有學生將大學的圖書故意放在館
內其他書架，使其他學生不能順利按圖書編號找
到該本書，以便自己下次容易再次借閱，故校方
期望藉AR軟件提醒學生應有的操守。

加深印象 防「水過鴨背」
計劃率先在浸大校園設立幾個定點位置，組
成一條「學習徑」。鄺福寧介紹，早前已有約
50 名學生「試玩」，當學生走到特定地點

林毅夫許美德等膺公大榮譽博士

己下次再借同一本書，這種自私的行為

■ 圖 為 學 生 試 用 AR 技 術 和 體 驗
「學習徑
學習徑」
」情況
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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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需根據已安裝 AR 的智能手機之指示完成
「任務」，例如拍攝目標物件。待軟件確認學生
身處正確的位置後，學生需回應一些具爭議性、
與誠信和操守有關的情境模擬題，包括在甚麼情
況下使用術語須引用資料來源；用作論文數據的
問卷調查能否改變調查群組等。當學生作出回饋
後，手機畫面會顯示正確的處理方法。完成一個
定點任務後再繼續下一個，如此類推。
鄺福寧指，以類似遊戲的方式讓學生親身體驗
一次將虛擬與現實結合的「學習徑」，能加深學
生對守則的印象，「自然不會水過鴨背！」

擬中醫藥學院設「學習徑」助教學

■鄺福寧(左)指「學習徑」能加深學生對守則的印
象。右為王周綺華。
高鈺 攝

計劃現處於試驗階段，校內的「學習徑」目前
有 4 個定點，未來陸續增加「學習徑」和定點數
量。除了學術誠信和道德操守外，現從學科入
手，包括考慮在中醫藥學院增設「學習徑」以輔
助教學。
鄺福寧指，中醫藥材種類繁多，透過 AR 軟件
將現實中的藥材即時變成手機畫面中已煮沸的藥
材，加強學生對中藥學名和藥材外表的記憶。校
方又計劃在體育學系和舍堂增設「學習徑」，前
者針對一般操守問題，如在更衣室拍照及如何處
理使用過的健身器材等問題；後者則針對舍堂導
師和宿舍生活應有的操守。
中心長遠的目標是希望所有新生都可以親身體
驗「學習徑」，未來會將項目成果向其他資助專
院分享，並考慮將「學習徑」引入中學。

AR虛實結合用途廣泛

「 增 強 現 實 」 （Augmented
Reality，簡稱 AR）是能夠將虛擬
物與現實結合作出即時互動的技
$ 術，而智能手機是應用 AR 的一項
可用工具。讀者需要下載和安裝應
用程式，按指示在實境拍攝指定物品定位，其手機
中便會展示三維動畫、影片、聲音和圖片及文字等
多媒體訊息，而隨着使用者移動或改變視角，虛擬
物件會即時作動態回饋。AR 應用用途廣泛，常見
有遊戲，也可廣泛應用到軍事、醫療、建築、教
育、工程、影視、娛樂等領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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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公開大學
昨日舉行畢業典禮，逾 5,800 名學生畢業，另有 4
位社會傑出人士獲頒授榮譽博士學位。校長黃玉
山在致辭時宣佈該校正式確立「公誠毅樸，開明
進取」為校訓，勉勵學生能抱誠守真，以「開明
進取」的態度追求「公誠毅樸」的理想。
公大昨舉行第二十四屆畢業典禮，黃玉山讚揚
畢業生追求知識的態度，並以新校訓「公誠毅
樸，開明進取」勉勵學生。
他表示，公大自去年起籌辦確立校訓事宜，先
後成立兩個包括師生在內的校訓徵集及校訓篩選
委員會，公開向師生、校友及校董收集意見，最
後一致通過由一名學生及一名校友所提出，並經
由委員會整合完善的建議校訓，最後經大學管理
委員會及校董會正式批准，以「公誠毅樸，開明
進取」正式確立成為公大校訓。
同日公大副校監李業廣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 4
位傑出人士，包括世界銀行前任高級副行長林毅
夫、香港教育學院前任校長許美德、香港賽馬會
前主席施文信及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表揚
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城大 IBM 簽協議
合建商業數據中心

教局：有急切需要遏操練 TS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
育局日前向全港小學校監、校長發通
函，禁止學校於課後或假期操練 TSA
（全港性系統評估），惹來學界反彈。
津貼小學議會及資助小學校長會昨日聯
合召開記者會，批評局方「一刀切」禁
操練的做法是不了解校情，也不尊重學
界的專業判斷。教育局回應指，遏止為
TSA 補課操練、消除學童壓力是大家的
共同目標，有關措施確實有急切需要，
以便盡早於長假期前讓學校可作相應安
排。而局長吳克儉今早會與兩個團體會
面，解釋有關措施。

指通函非諉過學校家長
教育局多番強調，深信大部分學校都
發揮專業精神，並沒有TSA補課操練的
問題，上述通函是要遏止補課操練，並
非諉過於學校或家長，但津小議會顧問
張勇邦昨表示，覺得有關通函就是在諉
過學校，而局方列出一堆「應做」、
「不應做」，更是踐踏教育專業，不尊
重學校的專業判斷。
津小議會主席冼儉偉則表示，每間學
校都有其文化，要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一刀切』是將問題看得過於簡
單」，認為當局應要和學校作深入討

論。
身兼負責檢討 TSA 的「基本能力評
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成員的資小
校長會主席賴子文和張勇邦均表示，局
方在發出上述信件前，不曾與委員會和
學界商討，質疑局方對TSA檢討已有既
定立場。他們亦指出，要委員會於明年
1 月底前提交報告是過於倉促，希望能
不設時限，讓委員可深入研究議題。
多位小學代表都認為，TSA 並非不用
準備就可以去考，而所謂的「操練」其
實是一種練習，惟部分學校要學生買三
四本練習去做，確是用錯了教學方法，
認為教育局應對這類學校作出支援。兩
個團體今日會與吳克儉見面，就有關議
題作深入討論。

教評會倡 TSA 三年評一次
教育評議會昨日亦向吳克儉發公開
信，批評教育局通函有將TSA操練問題
諉過於學校之嫌，是不智及不適當的行
為，嚴重破壞政府與辦學團體和學校間
的良好合作互信關係。該會認同兩小學
團體要求暫緩小三TSA一年的建議，並
另外建議小三、小六、中三的 TSA，應
每隔 3 年進行一次評估，並以抽樣形式
進行等。

■左起：IBM 香港軟件部總經理薛名揚、城大校長郭位、
IBM香港總經理戴澤棠及城大商學院院長嚴厚民。 城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城市大學與國際商業機器
（IBM）昨日簽訂合作協議，成立商業數據分析中心，當中
將設置IBM 先進的大數據及分析技術軟件，以提升城大在商
業數據分析方面的研究及開發、支援課程發展及人才培訓，
促進學界和業界的合作。

盼育專才助港注活力
■兩個小學團體的代表昨日舉行記
招，批評教育局出通函的做法不尊
重學界。
重學界
。
歐陽文倩 攝
教育局回應上述說法表示，當局非常
重視與學校及家長的夥伴關係，而遏止
TSA 的補課操練、消除學童壓力是大家
的共同目標。當局去信小學旨在加強與
學校合作，「目標只是針對補課操練，
而非業界。事實上，教育局深信大部分
學校都發揮專業精神，並沒有TSA補課
操練的問題，只要大家同心，一定可以
解決問題。」

局方約見兩小學團體聽意見
教育局又強調，有關措施確實有急切
需要，以便盡早於長假期前讓學校作出

文憑試英文口試 明年不舉卡提剩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考評局昨日起透過學
校派發2016年文憑試《考生手冊》，而自修生亦將於
本月底前以郵寄方式收到。有見以往不少應考英文科
口試的考生過於依賴主考員提示小組討論的剩餘時
間，考評局明年起將更改有關安排，主考員在小組討
論完結前將不會再舉起「One minute left」（尚餘一
分鐘 ）的提示卡，但考生仍可留意主考員桌上的計時
器，以知悉剩餘時間。
此外，多項申請覆核的費用將加價約 2%，如非語
文科重閱答卷學校考生覆核費用將由現時的 630 元加
至643元，上訴覆核申請亦由797元加至813元。

有見過往不少考生「擺烏龍」去錯試場、報錯科，
考評局在新一年的《手冊》中特別提到，當局將不會
向到非指定試場應試、准考證未印有與考科目或卷別
的考生提供傳真試卷。考評局表示，若考生錯誤報考
應考語文、卷別或單元，試場不會給予特別安排，考
生需以該試場提供的試卷版本應試，但可選擇以報考
的應考語文作答。
考評局今年特意列明考生上訴及更改報考科目的截
止日期。考評局提醒考生，明年 3 月 17 日或以後所提
出更改報考科目的逾期申請將不獲接納。至於文憑試
終結後的考生上訴安排，考評局指除非當局另訂其他

相應安排，但明白與業界溝通上未能盡
如人意，局方已約見兩個小學團體，以
期透過進一步直接對話，聽取他們的意
見，增加相互了解及釋除疑慮。
就照顧學生多樣化的問題上，教育局
指通函中的措施已列明，學校若是為個
別有需要學生提供課外或課後輔導，可
向家長詳細解釋並事先取得同意，而參
加與否，純屬自願，因此日常的「拔尖
補底」活動可以如常進行，與新措施並
無衝突。至於委員會提供報告時限方
面，當局表示，TSA 檢討工作既要認
真，亦要講進度，不可一拖再拖。

日期，否則明年 11 月 30 日後將不會考慮或處理任何
該年度考試的相關上訴、質疑或訴求。
個別文憑試科目方面，《手冊》提到明年開始中文
科原有的卷三「聆聽能力」及卷五「綜合能力考核」
將合併為單一卷別，即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
核」。而英語文學科則只會提供一組試卷函蓋一組作
品 ， 取 代 以 往 的 選 修 組 別 1 及 2； 另 卷 一 （Essay
Writing）考試會在卷二（Appreciation）考試前進行。
除了《考生手冊》，考評局網頁亦載有文憑試各科
目的相關資源及常見問題，如科技與生活（時裝、成
衣與紡織）科近日上載了「基本紙樣及縮小身形紙板
示例 」；視覺藝術科稍後將加入考試時使用參考資料
的常見問題 ，提醒考生應注意事項。

在現今大數據時代，每天都有逾25億gigabytes數據產生。
IBM 中國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戴澤棠指， 數據與新興科技
如流動裝置、社交網絡、物聯網 (IoT)、先進分析及認知運
算等技術融合起來，正改革着工業、專業以至日常生活。他
表示，希望能與城大合作培育新一代擅長數據分析的商務專
才，為香港發展注入活力。
城大校長郭位表示，此商業數據分析中心建構於 IBM 技
術，有效配合香港對大數據和分析技術的需求。而新中心不
單為教學與研發並重的平台，並成為與業界合作的橋樑。中
心將開放予商學院的全體師生使用。

科普快遞演示賽
三甲赴歐開眼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提高本港中學生對科學
的興趣，香港科學館、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及教育局聯合
舉辦 2016「科普快遞」科學演示比賽，期望學生自創小實
驗，並演示物理學知識。
「科普快遞」科學演示比賽讓學生在一個嶄新的平台上
展示和傳達科學知識，參賽隊伍須運用道具或小實驗來進
行一次 5 分鐘的英語、粵語或普通話演示，題目自訂但必須
屬於物理學範疇。所有參賽者須為年滿 15 歲及香港全日制
中學生，同學可以4人一隊以學校名義提名參賽，名額共70
隊，每間中學最多可提名兩支隊伍參加。
比賽設冠、亞及季軍各一個，另設優異獎 3 個。首 3 支得
獎隊伍和負責老師可參加「2016 青苗科學家研習活動」，
免費到瑞士和法國參觀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歐洲同步輻射
光源和勞厄．朗之萬研究所。研習活動另設 8 個個人名額，
讓晉身決賽的選手經面試遴選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