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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再有兩「星之子」獲小行星命名

中學生寫APP 防長者迷路

保送實驗有成高中生 赴美國際腦神經會議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黎忞） 要培

育年輕人對科學的興

趣，及早嘗試接觸尖

端科技是其中一個方法。中小學界近年先後因應熱門的生

物科技成立專門實驗室，分別透過高端儀器的神經細胞相

關實驗，以及讓實驗走進社區，於原有科學課程以外為學

生增益。其中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特別設有校本生物科技

課程，內容涉獵細胞及基因工程，更有高中生藉實驗結果

參與國際腦神經科學會議，見識最先進的科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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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訓局才晉教院
增6銜接學位課程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5年12月18日（星期五）

羅氏基金中學推科研
設實驗室研細胞基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寧波
同鄉會創會會長李達三日前分別向香港大
學、中文大學及科技大學各捐贈港幣1億
元，設立獎學金計劃資助有需要學生。李達
三指，期望獎學金計劃能鼓勵學生奮力學
習，協助學校作育英才，3所大學的校長都
對此表示感謝。有關獎學金將於下學年正式
展開，每名獲獎4年制本科生最高可獲20萬
元獎學金。
香港寧波同鄉會創辦了寧波公學和寧波第

二中學，為協助品學兼優及有經濟援助需要
的兩校畢業生，李達三特別設立「李達三葉
耀珍伉儷李本俊獎學金」，向港大、中大及
科大捐款共港幣3億元。
獎學金計劃將於2016/17學年展開，三所

院校每年合共頒發最多51個獎學金，每名獲
獎學生每年可獲港幣5萬元，即每名4年制本
科生獎學金總額為港幣20萬元。
捐款協議書簽署儀式上周二舉行，李達三

期望獎學金計劃能鼓勵學生奮力學習，爭取
入學，相信三校將會繼續作育英才，培育更
多領袖。港大校長馬斐森，中大校長沈祖堯
及科大校長陳繁昌感謝李達三慷慨捐款，承
諾大學會繼續致力培育學生，貢獻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黎忞） 智障人士和長者在與別人溝通及
認路時，有機會出現困難，伯裘書院三名中四學生為此研發了集
溝通和定位功能於一身的「溝通無難『道』」手機應用程式
（App），可透過點擊圖示播放「我肚餓了」、「唔好意思，我蕩
失路」等錄音，讓別人知道他們的需要。程式更能同時配合全球
定位系統（GPS），當他們離開指定範圍，會向其家人發短訊顯
示最新位置，減少迷路及失蹤情況發生。三人更藉此奪得「小科
學家科技發明／創意比賽」支援智障人士組別的冠軍，並計劃將
該免費App推出市面，讓更多人受惠。
「當智障人士迷路，就算路在口邊，但有時他們表達上或會有
困難，未能清楚說出目的地」，有見及此，喜歡研發App的伯裘
中四生陳柏朗，就聯同同學趙煒鏗和何啟睿，研發「溝通無難
『道』」手機App。

圖示助智障者溝通 GPS顯位置
該App主要有兩種功能，其中溝通部分有12個圖示，每個代表

着一項對應的「衣食住行」需要及情緒表達，當使用者按下圖
示，就會播放出「我肚餓了」、「我蕩失路，可不可以幫
我？」、「最近的車站在哪？」或「我好嬲」等句子，讓對方得
悉使用者的心思，促進雙方溝通。
當智障人士迷路，他們亦可按下「家」的圖示，然後播放出預

先錄製的地址語音，讓路人或警察協助其回家。
另外該App也有定位部分，可配合GPS或互聯網定位功能，讓
使用者家人預設指定範圍，如智障人士離開時，會向已連結的手
機發出SMS，更新定位資訊，令家人得悉他們的所在地。何啟睿
補充指，程式介面簡單易用，除智障人士外，容易迷路的認知障
礙症長者也位使用。
趙煒鏗則表示，他們自初中起已學習編程，研發此App時，除

GPS定位的編程較棘手外，技術相對簡單，三人並獲資訊科技老
師張永泰指導，經反履測試最終就以兩個月時間完成，更以此獲
得今年的「小科學家科技發明／創意比賽」支援智障人士組冠軍
及1萬元獎金。
他們坦言，現時該手機App仍有改善之處，計劃讓智障人士親
身試用，以檢討有何不足，其後以免費形成推出市面。

■李達三向3所大學捐贈港幣3億元。圖左起科大校長
陳繁昌、中大校長沈祖堯、李達三、李達三孫兒李本
俊以及港大校長馬斐森。 科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姜嘉軒） 香港每年有數以萬
計的高級文憑及副學士畢業生，升學銜接需求一直殷
切。職訓局轄下才晉高等教育學院（SHAPE）明年將
因應社會對環境管理、建築等專業領域的人才需求，
新增共6個銜接學位課程。院長黃倩瑛指，很多專業
範疇的培訓不再是「文憑止步」，不少學生畢業後會
繼續進修，所以該校與外地大學合辦的銜接學位課程
數目及報讀人數也持續增加，以2015/16年為例共收
到逾7,200份申請，較兩年前增17%。
才晉學院明年新增5個銜接課程通過學評局評審，
獲認可等同本地學位，包括純藝術、園境建築、建築
學、電子工程、運動教練學；另新增一個與海外大學
合辦的環境管理銜接課程。
黃倩瑛指，該校專業課程持續因應社會需要作出改

變，「以園境建築為例，過往路邊的樹木生長規劃問
題無人問津，今日卻成重大社會議題。」她又引用美
國波音公司預期每年亞洲航空市場資料，指出未來20
年需要60.9萬名商業客機維修人員，說明不同時代需
要不同專業人才，因此才晉目前正在籌辦航空應用科
學等5個銜接學位課程，進一步裝備年輕人競爭力。

工程學科最搶手 5人1位
黃倩瑛表示，該校通過本地評審的海外銜接課程持

續增加，現已達42個，屬全港最多，總申請數字也有
所提升。而以本學年課程以工程學科最受歡迎，如兼
讀制土木及基礎建設工程及屋宇裝備及持續工程，平
均需要5人爭1位，相信跟本港多項大型基建工程上
馬，令人才需求增加有關。
由於修讀年期有異，該校不同課程學費差異相當

大，例如兼讀14個月的建造管理銜接課程只需要5.9
萬元，而兼讀28個月的土木及基礎建設工程銜接課
程，學費則達19.27萬元。另該校部分課程學費會輕微
增加，例如一年制的數碼媒體銜接課程，新學年加費
2.8%至7.28萬元。

■黃倩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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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重申無意圖踐踏教界專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伊莎） 資助小學校長會昨
就全港性系統評估（TSA）舉行特別會員諮詢大會主
席賴子文指，不少校長認為，局方早前發出遏止操練
的指引對學校構成無形壓力，期望當局能收回或作修
正。教育局昨則重申，絕無踐踏教育專業的意圖，認
同學校於課後為有需要學生提供適當支援是額外付
出，對此表示欣賞。
賴子文在會後指，不少校長認為當局「一刀切」的

指引，易令學校混淆「正常練習」和「過度操練」，
構成無形壓力，期望當局收回這把無形的「刀」，並
考慮在聖誕前修正當中內容或發出另一份指引，以釋
除疑慮。另教育局昨亦於網頁發表文章再為事件「解
畫」，重申局方反對的是TSA過度操練，當局相信學
校領導層能運用專業判斷，如課後為照顧學生習差異
而提供適當練習和支援，屬付出額外的努力，是容許
及令人欣賞的。
就有報道稱局方「鼓勵家長舉報學校」，文章強調

上述指引提到的是學校應向家長詳細解釋，是為鼓勵
家校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伊莎） 培育了香港
首位「星之子」陳易希的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
芬紀念中學，今年再誕生兩位「星之子」，校
友李鍵邦及中五生黃深銘今年5月憑着獨創的
「自潔門柄」於「Intel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
賽」勇奪二等獎，揚威國際，並獲小行星命名
機會。至近日，國際天文學聯盟轄下的小行星
中心正式以兩人名字命名編號分別為

「 （31905） Likinpong」 及 「 （31907）
Wongsumming」的小行星。兩顆小行星均於
2000年4月5日被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的
研究團隊所發現。
剛畢業的李鍵邦因文憑試成績未如理想未能

升讀大學，現於大學任研究助理同時準備自修
重考；中五生黃深銘雖有讀寫障礙，但憑着對
科研的熱愛，發掘到其科研之路。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與陸慶濤小學為「一條龍」學校，身兼兩校校長
的陳榮光表示，現時香港小學和中學課程在科學教育方面未能連

貫，小學常識科涉及科學部分甚少，而初中生雖然可修讀綜合科學科，
但升讀高中後，如學生偏重文科或商科，便失去接觸科學的機會。為改
善有關情況，羅氏基金中學在2004年創校時便特別開辦初中校本生物科
技課程，邀請香港大學神經科學博士孫嘉俊擔任科主任，並在翌年成立
生物科技實驗室。同一時間小學部亦推行先導計劃，具有科學天分的小
六學生更可參與青苗科學家（Budding Scientist）課程，以及早培育其科
研興趣及才能。

「動手做」課程「以實驗為本」
開辦校本生物科技課程有不少挑戰，孫嘉俊直言，由於生物科技知識
對初中生來說或較為艱澀，加上沒有同類課程參考，一開始時對此有所
保留。不過經校內老師團隊詳細商討，認為可以集中學生「動手做」，
遂將課程「以實驗為本」，希望可較單純學習理論更有效率。有關校本
課程包含細胞工程、基因工程、生物倫理、環境科學和健康知識五大範
圍，中一級以學習生物分類學為主，中二學習生物細胞培植，中三則需
學習基因工程，同時在中三學生需提交一份年終報告。
陳榮光指，透過「動手做」可及早培育學生興趣，而若他們的研究是
有成果，校方均會保送其參與國際會議。其中現就讀中六的學生馬皓謙
和周柏臻，前年便曾以中藥霍山石斛對腦癌細胞的抗氧化作用的研究，
獲安排到美國參與國際腦神經科學會議。

動用400萬資源捐款增高端儀器
為配合生物科技科，該校近年多次獲得捐助以優化兩所實驗室，至今
已動用近400萬元資源和捐款增設高端儀器，其中達雅高生物科技實驗室
設有腦細胞培植儀器、倒置顯微鏡及影像系統和超低溫雪櫃等等，水平
直識大學的一般實驗室。陳榮光指，期望實驗室成為學生的實驗基地，
並讓校本生物科技課程及常規物理、化學和生物科可相輔相成，培育學
生科學素養，為社會提供更多科研人才。

嗇色園斥資千萬設流動實驗室
此外，為向社區推動學習生物科技的風氣，嗇色園年前亦投放1,000萬
元設立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負責該計劃的前港大基因研究中心經理麥
惠南指，自8年前協助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成立生物科技教研
資源中心後，經常接觸對於科學充滿好奇心和興趣的年輕學生，令他覺
得「學習生物科技越早越好」，因而產生成立流動實驗室的念頭。流動
實驗室車長12米，目標對象為中小學生、幼稚園生和社區人士，最多可
容納40人，車內有實時視像教學設備、恆溫器、光譜儀、漩渦攪拌器
和電泳凝膠文件系統等等，將生物科技教育走進社區。

中小學促科普 彌補學制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黎忞） 保良局
羅氏基金中學及嗇色園積極在學界或社
區推廣生物科技，其中一個目的是為彌
補學制上的不足。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校長陳榮光認為，現時的高中通識科只
偶有涉獵科學，很多人難以延續對科學
的接觸，遑論深入學習。嗇色園生物科
技流動實驗室負責人麥惠南指，舊高中
學制時學生修讀物理、化學和生物科，
三方可互相配合，惟新高中課程鼓勵學
生自由選科，「理中有文」、「文中有
理」的同時，卻稀釋了不同科學範疇互
動結合的元素。
陳榮光表示，對科學的好奇心、想像

力要自小培養，就算初中生可透過綜合
科學科，以常規課程形式接觸科學，
「高深的科學知識，要到高中先學

到」，但到高中時學生或會在選科時偏
重文科或商科，令學生失去深入學習科
學的機會，實屬可惜。他又表明，現時
科技產品當道，擁有科普知識對一般市
民來說，包括消費時都是利多於弊，如
學生在中小學都能經常及深入學習科
學，便能鞏固及加深在不同階段的科學
知識。
麥惠南則指，STEM教育包括科學、

科技、工程及數學四者相輔相成，以往
高中選修理科的學生，一般都有包括物
理、化學和生物等較完整的科學知識，
但新學制下，期望高中生選科「文中有
理」或「理中有文」，自由度雖有提
高，但卻出現不少學生「讀生物但
唔識化學」，對科學的整體認知反
而遭稀釋，對科學發展未必有利。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設有高端生物科技實驗室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設有高端生物科技實驗室，，旨在培旨在培
育學生成為科學家育學生成為科學家。。圖左為校長陳榮光圖左為校長陳榮光。。 黎忞黎忞 攝攝

■■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由生物科技流動實驗室由1212米米
長的車輛改裝而成長的車輛改裝而成，，內裡設有內裡設有
多種高科技儀器多種高科技儀器。。圖中為該項圖中為該項
目總監麥惠南目總監麥惠南。。 黎忞黎忞 攝攝

■伯裘書院中四學生趙煒鏗(左起)、陳柏朗和何啟睿研發出「溝通
無難『道』」手機App，方便智障人士與人溝通及預防失蹤。

黎忞 攝

■「溝通無難『道』」暫設有12
個溝通功能，使用者只需點擊圖
示，就會播出相應的錄音。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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