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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監察洗碗系統打救食肆
理大助追蹤餐具去向 升15%生產力減15%人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近年洗碗工難求，不少食肆更出現「有

工無人做」的窘境，令中央洗碗的生意應運而生；不過，因流程及技術問

題，不少工場難以有效運作。有見及此，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的研

究團隊花近一年時間，利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物聯網及雲計算等，開發了

一套自動監察洗碗工序進展的系統，能提升近15%生產力，並減少近15%人

手，以解決飲食界勞動人手短缺問題，有望成為業內的「救星」。

負責有關研究的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助理教
授李嘉敏表示，近年中央洗碗服務興起，但亦

有不少挑戰，「例如這些工場客戶量多，難以追蹤餐
具的處理情況，資訊不透明，又要花費大量人手處理
信息及報告。」因此，有中央洗碗工場在2014年邀
請其團隊研究一個嶄新的系統，解決上述問題。

運送箱貼標籤 清洗未「掃」即知
李嘉敏和團隊利用100萬元研究成本，結合無線射
頻識別技術（RFID）、物聯網及雲計算等技術，研
究出一套名為「綠色管理資訊平台」的自動化系統。
她介紹，團隊在裝有餐具的運送箱貼上印有客戶資
訊的標籤（Tag），以識別不同客戶的資訊。當員工
在食肆收集到待洗的餐具時，先以RFID手提閱讀器
讀取標籤，收集客戶及餐具的資料。當這些餐具到達
工場後，又以RFID閱讀器掃描，自動監察與追蹤餐
具的清洗及運送情況，減省了員工以目測區分哪些碗

碟已清洗或仍未清洗。
「若出現遺漏、未有清洗的餐具，系統的智能化機
制會向管理層發出警告，亦可計算能夠負荷的接單數
目；而我們設計的圖像化儀表顯示器，也可顯示工作
的最新進度。」同時，系統支援管理層決策，並全面
加強工場的物流管理效益。
李嘉敏續指，團隊同時開發了手機應用程式，以便
客戶及管理層掌握餐具清洗工作的實時狀態，增加資
訊的透明度。

試驗3個月 料擴至洗衣業
整項研究花近一年時間完成，李嘉敏坦言，由於團

隊起初並不熟悉中央洗碗服務的運作，加上洗碗工序
經常更新，大大增加了研究的挑戰性，「好像摸着石
頭過河一樣，故研究亦需不時調整。」現時系統已於
一個中央洗碗工場試驗3個月，成效不俗。
她估計，系統能令中央洗碗公司減少處理信息，有

望縮減近15%人手，同時提升工場生產力。另外，團
隊預計未來可調整系統的操作，應用至車隊管理，監
控運輸車輛的行程，甚至推廣至廢食油處理、洗衣服
務等行業，進一步擴大市場。

■「綠色管理資訊平台」在中央洗碗工場的運作流程（設計圖
片）。 理大供圖

■李嘉敏和團隊開發了一套自動監察洗碗工序進展的
系統，能追蹤餐具的清洗及運送情況。 鄭伊莎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姜嘉軒) 男主外女主內、男強女弱等先入
為主的觀念，往往是社會的偏見。有調查發現，部分小學教科書
的插圖出現性別定型的問題，如趕上班的一定是「爸爸」，留家
照顧孩子的一定是「媽媽」，父母仔女「一家四口吃飯」就是
「完整家庭」。有單親媽媽指出，這類內容會令自己及兒子感覺
自身的家庭並不完整，團體發言人促請教育局嚴格監管教科書內
容，避免出現歧視。
基層婦女聯會及明愛社區發展服務於今年1月至2月期間進行問

卷調查，訪問了64名育有子女的婦女，當中六成為家務工作者，
已婚及單親婦女各佔一半。問卷使用3張節錄自教科書的插圖，查
詢受訪者的觀感。
結果發現，超過九成受訪者看過一張父母仔女「一家四口吃

飯」的教科書插圖後，會認為有「完整家庭」的感覺，當中有六
成人表示受其影響，會覺得自己的家庭不完整。八成受訪者認為
「男主人」趕上班、「女主人」照顧孩子有「男主外女主內」的
兩性分工感覺，當中有超過六成對此分工標準感到壓力。
另有一張圖是一名男士在修理電器，八成人認為圖片產生「男

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強」的印象，其中六成認為此觀念會為下一
代帶來負面影響，怕小孩子認定在專業技能上是「男強女弱」，
日後變相限制了他們的發展。

單親母：兒看書後悶悶不樂
有受訪單親媽媽坦言，兒子看過該教科書後，曾向她表示自己

無爸爸，跟其他同學不同而悶悶不樂，好像單親家庭就不是完整家庭。
聯會發言人張詩淇表示，教育局應嚴格監管教科書的內容及插圖是否帶

有歧視成分，包括確保教科書的文字及插圖不帶歧視女性的角度，並考慮
加入「單親家庭」、「只有子女」及「只有兩夫婦」的插圖；以減低婦女
在維持完整家庭上面對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高鈺） 順德聯誼
總會翁祐中學一班中
四學生，參加了由消
防處救護總區舉辦的
「慎用救護服務」宣
傳短片創作比賽，勇奪中學組冠軍，各人日前出席了頒獎禮。
上述比賽以「慎用救護服務」為主題，希望加強廣大市民對消防處救護

服務的認識，明白正確使用救護服務及讓路予救護車的重要。翁祐中學同
學花了兩個月時間，製作了一套3D電腦動畫短片參賽；該作品是講述救護
員在前往醫院期間，剛巧碰上交通阻塞，在救護員慌亂之際，突然有一名
天生神力的市民，出手把所有車輛移開，讓救護車順利地把病人送到醫
院。學生利用動畫誇張手法，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並帶出每個人都可以
協助救護員的工作，拯救生命。
參賽的曾富源、張曉鏻、黃家俊均坦言，是次製作遇上不少困難，例如

各組員對消防救護工作完全沒有認識，在老師鼓勵下才參加比賽；各人於
網上努力尋找資料，最終才能順利完成短片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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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婦女關注團體透過調查發現小學教科書內容隱含錯誤傳統觀
念，擔心下一代被誤導及對婦女構成壓力。 受訪者供圖

你上一次的旅程是到哪
裡？浪漫迷人的台灣？藍
天碧海的泰國？櫻花雪國
的日本？貴族典雅的歐
洲？你有沒有想過到用柴
火燒菜的地方住上兩星
期？有沒有想過到一望無

際的草原住上一個月？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
子也不會做了。
去年，我們透過參與香港教育學院舉辦的海
外領袖訓練體驗計劃，先後到蒙古國及斯里蘭
卡作一個月和兩星期的義工服務體驗，了解與
香港截然不同的生活，學習適應新的環境。就
在剛剛過去的兩星期聖誕假期，我們就到訪斯
里蘭卡的山區Hanguranketa，為當地村落的兒
童和僧侶提供英語義教，同時在廟宇進行清潔
和修葺。
在山區村落的兒童，鮮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我們一行19人，在缺乏教學資源和設施的環境
下，合力策劃義教課程、自製教材、深宵備
課，務求讓當地兒童和僧侶認識基礎英語、世
界文化、個人及環境衛生等課題，希望為他們
帶來已發展國家的知識，讓他們了解這個世界
更多。

無清潔用品 徒手清掃寺廟
當地的佛教寺廟並無中華地區廟宇的金碧輝
煌，卻保留着純樸清雅、古色古香的味道。在

缺乏修葺和保養之下，部分樓閣已經殘舊，衛
生環境也相當惡劣。麈埃、垃圾、污水、昆
蟲，在寺廟隨處可見，且有陣陣異味。我們沒
有現代化的化學清潔用品，只有簡單的工具，
更多時候是徒手為寺廟作徹底的清掃。

衣食住行 與港大不同
斯里蘭卡的Hanguranketa予人印象是落後、
簡單、貧窮的鄉下地區；生活與香港比較，無
疑是天壤之別。衣，在香港你可以選擇韓風、
日系、歐式、復古，但這裡穿的就只有傳統的
紗麗和沙龍；食，香港是美食之都，享負盛
名，選擇之多，不勝枚舉，但這裡吃的就只有
單調的咖哩；住，香港雖然缺乏空間，而且樓
價高昂，但至少家居設施一應俱全，然而這裡
的家家戶戶，還是在燒柴煮飯，炎炎夏日連電
風扇也沒有；行，在香港有完善而舒適的交通
網絡，但在這裡乘坐公共巴士，還是會有人握
住車門扶手，整個人掛在車箱之外。
總的來說，如你習慣紙醉金迷、夜夜笙歌的
香港，你大概不太能接受這樣平淡恬靜、純樸
單調的Hanguranketa。

東西壞便修理 不分時興過時
若學院資助我們千里迢迢到來，只為讓我們
看到別人的貧窮和自身之富有，恐怕這趟旅程
是不必要的。不過，我們腳踏在斯里蘭卡山區
的泥土上，看到的不是「貧窮」，是「知

足」；在腦海中隱約看到香港的生活不是「繁
華」，是「浪費」。香港充斥着消費文化︰產
品追求最新、最快；壞了，會買新的；過時
了，也要買新的。我們的娛樂生活、節日慶
祝、生活瑣事都離不開「消費」的選擇，但其
實我們生活中真正需要的，遠比我們消費得來
的少；最後的結果是，社會造成大量浪費。
在斯里蘭卡山區，人們缺乏的就嘗試自己親

手製作，東西壞了就想辦法修理，物品沒有時
興與過時，能用就好了。
香港人大量消費，無非是為了追求舒適和所

謂的「快樂」，然而斯里蘭卡人生活中一切都
來得簡單，卻仍然快樂，這不禁令人反思，我
們有需要竭力去維持現在的生活水平嗎？我們
的社會風氣又是否要改變呢？
■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四年

級生黃駿威、中學教育榮譽學士（資訊及通訊
科技）三年級生翟慧儀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貧中悟知足 繁華實浪費

■黃駿威、翟慧儀在斯里蘭卡做義工時留影。
黃駿威、翟慧儀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姜嘉軒） 本港資
助學士學位有限，港生轉戰內地及台灣升學
的情況愈見普遍。學友社調查發現，「收生
要求較低」及「學費相對便宜」是到內地及
台灣升學的最大賣點。升學專家表示，內地
與香港已簽訂備忘錄在高等教育升學上互認
學歷，但有意投身特定專業的同學仍需滿足
各專業團體的執業資格，學生報讀前須了解
回港後在學術上及專業上的銜接。

喜收生要求低學費平
學友社早前以問卷調查形式成功訪問逾

1,2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分別約兩成及三成
學生表示會考慮往內地及台灣升學，主要是
看準其收生要求較低及學費較便宜。
至於不考慮到內地及台灣升學的學生中，

主要擔心當地的專上學歷在升學上及就業上

的認受性不足。對比去年受訪學生的數據，
本年受訪學生對內地及台灣的升學資訊，如
大學報讀方法、大學質素等掌握有所上升。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表示，

近年相關部門每年舉辦大型展覽及出版招生
指南，學生較以往更多掌握升學資訊，但同
學最近或受傳媒報道有關海外課程學歷認受
問題等事件影響，擔心內地及台灣學歷認受
性的學生比率較以往上升。
吳建議學生考慮學歷認受性時不能只憑主

觀印象，報讀前必須了解回港後在學術上及
專業上的銜接，同時亦應結合自身意願與客
觀條件，掌握多元出路資訊後才作全盤考
慮。他又指，持非本地學位的畢業生，可向
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申請學術評估，評定
總體學歷相當於香港的哪個資歷級別，對升
學或求職均會有幫助。

港生拒兩岸升學 多憂認受性

■學友社提醒學生選擇升學出路時應先了解課程的
學術及專業認受性，掌握多元出路資訊後再作全盤
考慮。 學友社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姜嘉軒）
上網打機、聽歌、睇片以至接收
世界資訊，網絡早已成為現代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過分沉溺又
會令人無法自拔，影響日常家庭及
人際關係。有團體訪問逾千名中小
學生以了解其上網習慣，發現愈年
長的學生愈無自制能力，逾半不會
為上網時間設限，亦無信心能夠自
主「褪網」。為此團體發起「褪網
運動」，鼓勵市民本周五褪網一
晚，重拾家人好友共聚的美好時
光，活動至今獲1.3萬名中小學師

生響應。
由香港基督少年軍、基甸少年

軍訓學校和明光社合辦的「全城
褪網運動2016」，透過中小學訪
問了1,817位同學，過半受訪者的
家庭無為上網時間設限；超過六成
小學生指願意與家人一同「褪
網」，但到中學階段就下降到不足
四成。
部分受訪者表示，會上網交友、

與朋友聊天、在社交網站發放視頻
而花較多時間上網。
全城褪網運動發言人表示，部

分家長或以沒收上網裝置、剪電
線、拔電掣來處理青少年沉迷上網
的問題，但只是治標不治本。事實
上，網絡溝通有其優點，但這不能

取代真實見面，故大會發起在本月
11日晚上6時起，「褪網」一晚，
建立面對面交流的溝通習慣，讓青
少年健康地使用網絡。

1.3萬師生響應「褪網夜」

■■有團體發起有團體發起「「全城褪網運動全城褪網運動」，」，鼓勵市民本周五褪鼓勵市民本周五褪
網一晚網一晚，，重拾家人好友共聚的美好時光重拾家人好友共聚的美好時光。。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