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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暫不煞停 無意抽樣考核
■吳克儉

資料圖片

委員會：不宜倉卒拍板 增前線老師「入組」蒐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負責
檢討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基
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
昨日開會，就暫緩明年小三 TSA、隔
年考核等建議作討論，但最終未有定
案。委員會主席兼教育局副秘書長陳
嘉琪在會後表示，各委員均同意現階
段 不 宜 倉 卒 就 TSA 推 行 作 出 單 一 決
定，亦傾向不考慮抽樣考核。她指
出，委員會轄下兩個工作小組將新增
前線老師成員，以吸納更多意見，稍
後會公佈新名單，至明年 1 月亦將舉
行兩次會議，有信心 1 月底或 2 月初得
出建議結果提交教育局。

日上午 TSA 委員會舉行約 3 小時會
昨議，其間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亦有列

席，聽取主席匯報內容。陳嘉琪在會後表
示，會上曾討論隔年考、隔3年考、抽樣考
或分科考核等不同方案的利弊，但委員認
為，現階段不宜倉卒作出單一決定。她又
指，委員傾向不考慮抽樣考核，因擔心涉及
公平問題，亦未必能有效解決學生的操練問
題。

強調委員無受政府壓力
陳嘉琪續指，為了令兩個負責行政操作
及研究試題設計的工作小組有更多不同持
份者的意見，委員一致同意加入新委員，
包括校長或中英數科教師，稍後將落實名
單。她有信心委員會能於明年 1 月底或 2 月
初提交建議。被問及委員有否受到政府高
層的壓力，她強調「沒有」。
有份出席會議的委員、資助小學校長會主

席賴子文則引述指，有委員憂慮抽樣未必解
決到操練問題，因即使最終抽樣 1%的學
校，其餘 99%如有機會被抽中仍可能要操
練；如每校抽某百分比的學生，或抽個別學
校考核等，亦可能影響數據的全面性及衍生
公平問題等，故委員傾向不考慮抽樣考核。
同樣有開會的津貼小學議會顧問張勇邦補充
指，抽樣考核所得數據，也未能作學校間的
比較，檢視學校間的差異。兩大校長會重
申，建議暫緩明年小三TSA，以爭取更多時
間作深入檢討。
另一委員、家校會主席湯修齊接受本報
查詢時指，上周舉行的 TSA 家長研討會發
現，家長對 TSA 仍持正反意見，部分人認
同 TSA 有其功用，故期望在餘下的多場研
討會收集更多意見，再作建議。
他又指，委員在會上討論過不同方案的利
弊，「例如教育局及學校同時收到學生表現
報告，或者只有學校可收到報告等，因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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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始終需時審視。」對於有家長團體因
不滿未能在聖誕節前宣佈停考明年小三
TSA，而要求「罷考」，他呼籲家長應理性
及冷靜思考，強調「罷考」無助解決 TSA
操練的問題。

教協稱對委員會未有暫緩明年小三 TSA
表示遺憾，但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認為，
委員要處理 TSA 的推行及試題等不同方
案，過程需時，不應要求委員會倉卒地
「限時內決定暫緩」。

理大生創「智能垃圾桶」工程賽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智能家居設備發展日趨完
善，用家可遙控電器開關，為日常生活帶來不少方便。理工
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應屆畢業生周諾濤着力進一步提升
智能家居系統，成功開發出一部可感應拋垃圾動作，並自動
移往垃圾落點將之接住的「智能垃圾桶」（小圖，姜嘉軒
攝）作試驗品，獲得香港工程師學會比賽冠軍，為未來智能
家居設備發展創造更多可能。

高清鏡瞄準「輕功」接垃圾

姜嘉軒 攝

周諾濤的「智能垃圾桶」項目，早前獲
得香港工程師學會製造及工業分部專題畢
業報告比賽冠軍。日前他分享創作理念時
表示，目前的大型智能家居系統，一定程
度上仍需用家遷就機器，「例如用家需要
叫喊『去街』，機械接收到聲音才會作出
反應，開關機器。」諾濤期望系統能夠更
進一步，可透過用家日常行為作智能判

斷，改善使用體驗。
諾濤解釋指，「智能垃圾桶」的桶身基座設有接收訊號
的電路板，及用作移動的車輪，房間需要另外裝置高清感
應鏡頭及分析電腦，鏡頭每秒拍攝 30 格圖像捕捉拋垃圾者
的動作及垃圾的拋物線，傳送至電腦分析出垃圾的落點，
最後經 Wi-Fi 遙控「智能垃圾桶」到指定位置接住垃圾，
起動時間僅需 0.02 秒。
他補充指，高清感應鏡頭被設定成將「手腕高於膊頭，
快速作一個橫向動作」視為拋物，起手一刻鏡頭就開始記
住投擲物的顏色，另外亦運用了深度感應及修正追蹤誤差
等技術，避免出現誤差，確保鏡頭在過程中鎖定同一件垃
圾，減少出錯。
在 示 範 短 片 中， 置 於 實 驗 系 統 房 間 中 的「 智 能 垃 圾
桶」，於垃圾拋出瞬間即快速移動逾1米的距離，成功將垃
圾接住。諾濤指「智能垃圾桶」其實只是試驗品，真正需
要測試的是背後運作機械的演算法 ，確認它達到「準
確」、「可動」及「實時反應」三大要求，如系統成熟將

可應用至不同層面。

研智能變形椅 助長者起身
他期望將來做出更人性化的控制方法，進一步延伸成更
聰明的智能產品，「像是一張可根據用家體形骨架，度身
訂造的變形椅子。」
他夢想有日智能家居系統可以提供貼身協助予幼兒、長
者及殘障人士，「例如設自動警報提醒幼兒接近危險地
帶，智能系統指揮傢具自動開路予視障人士行走，或是設
計出有推力的智能椅子，扶助長者輕鬆起身。」
憑智能系統設計獲獎，負責導師亦看好諾濤有天分，但
因為「音樂夢」，令他毅然暫時放下研究，畢業後當上一
名小提琴教師。自小二起已學小提琴的他分享指，中學時
曾因手指關節勞損而放棄，直至大學參加管弦樂團重拾理
想，畢業前一度於研究及小提琴之間感到兩難，最終考慮
到未來年紀漸長手指肌肉只會變差，為免後悔，決定於尚
能投入音樂時盡情享受，同時作育英才。

北角春秧街販商協會第一屆就職典禮隆重舉行
北角春秧街販商協會第
一屆就職典禮隆重舉行
曾鈺成 劉迎軍 王國興 郭偉強 黃建彬等主禮

皇宮隆重舉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大紫荊勳賢,GBS,JP、中聯辦
港島工作部協調處副處長劉迎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BBS,MH、
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東區區議員黃建彬,MH,JP、港九新界販商
社團聯合會常務副主席黃超然、東區民政事務處銅鑼灣分處主任
陳潔明、香港三玄宮宮主施瓊芽出席並主禮此次典禮。典禮現場
熱鬧非凡，賓主盡歡。

以及各友好社團領袖、香港各界好友、該會會員等。楊燕珊代表協會向蒞臨的各位
嘉賓表示熱烈的歡迎並致謝辭。
楊燕珊表示，北角春秧街有近百年的歷史，近年更被旅發局推介為香港旅遊景點
之一，聞名中外。其中一個特色是有電車從熱鬧的市集中穿過，形成一道獨特的風
景；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本區主要社群是福建人和上海人，有「小福建」、「小上
海」之稱。近百年來北角居民和販商一直安居樂業，但是由於今年的反內地遊客行
動，街道的營商環境變得困難。據此，經同業協商，決定註冊成立「北角春秧街商
販協會」。作為非牟利愛國愛港販商團體，協會將致力於爭取及維護販商及商戶之
合法權益，改善經營環境；加強春秧街商戶之溝通、聯誼和團結；加強與政府有關
部門聯繫和溝通。
她續說，
「一枝竹仔會易折彎，幾枝竹一扎斷節難」
，春秧街的發展離不開販商的
共同努力。她承諾，未來協會將全力團結春秧街一眾的販商同業，改善營商環境，
為周邊市民及販商謀福祉，提供價廉物美、優質的服務，延續春秧街光輝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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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春秧街販商協會第一屆就職典禮於 12 月 14 日假北角富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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