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流教好港童 男幼師獲嘉許
敬師日表揚千三良師 吳克儉冀育人事業精益求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表揚一眾教師的出色教學表現，敬師運

動委員會昨舉辦「向老師致敬2016——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

約1,300名老師獲頒發表揚狀，而3位分別來自中、小、幼教界的獲獎

教師特別分享教學歷程與心得。其中從加拿大回流的幼稚園老師黃振

宇，成功突破幼師以女性為主的性別定型，耐心與家長溝通取得互信，

活用自己較具威嚴的形象，向幼童樹立榜樣讓其較易服從及理解指令，

希望能教導下一代做人道理。主禮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盼望，各位老師

繼續在育人事業上精益求精，讓香港能夠持續創佳績，代代出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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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近日
「爆紅」的手機遊戲《Pokémon
GO》令更多人留意增強實境（Aug-
mented reality，簡稱AR）技術，而
AR也是未來移動設備上一項重要發
展。
惟編寫AR涉及專業知識及技術，
香港科技大學的研究團隊正研發一
個適用於手機、平板電腦等的移動
設備的AR新平台，以加快企業家及
程式編寫員編寫AR應用程式的速
度，由一般需時3個月縮短至1星期
就可以完成編寫1個AR程式。

雲端提升進度 大數據加快演算
科大德國電信系統與媒體實驗室
（SyMLab）主任、計算機科學與工
程學系助理教授許彬表示，實驗室
的研究透過「從下而上」的形式，
促進AR在移動及穿戴式裝置上的應
用發展，「我們設法找出及發展AR
的主要組成部分，包括硬件平台、
軟件框架及顯示裝置，並提供多項
技術如物體追蹤和將運作程序置於
雲端上進行，以提升發展周期的進

度。」
SyMLab正發展多個AR系統的組

成部分，至今已在不同的AR領域上
遞交了18項專利申請，而實驗室其
中一個項目為雲基實鏡（CloudRi-
dAR），主要通過移動雲計算技術
及雲內大數據處理演算法，將密集
的計算操作，置於雲端及其他共同
定位設備上處理，令移動AR應用程
式可以實時運作。
當用戶將手提電話指向如書本或

電影海報等物件，便可即時查閱許
多相關數據、評論和分析等資訊，
卻不會令移動設備過度負荷。該項
目已從創新科技署獲得超過200萬港
元資助。

研互動新系統 手勢遙控設備
同時，為保障用家私隱，研究團

隊提出為移動設備用家及攝影鏡
頭，設立一個交互情境感知平台，
用戶可透過一些標籤及靈活的手
勢，把自己於手機照片中的影像模
糊化，以保障私隱。
該實驗室亦正發展一套名為Ubii

的綜合系統，用戶可以簡單手勢，
與多個智能設備互動，例如透過
「人類——電腦」運作模式，用家
只要向着機器做出「拖拉」的手
勢，便可遙距將檔案於電腦或打印
機之間相互傳送。

除了以上項目，實驗室亦正發展
其他包括可於移動及穿戴式裝置上
應用的實時情緒感應系統，及AR社
交網絡等，用家所發出的訊息無需
經伺服器，便可直接與其他手機用
戶分享。

科大研AR新平台 App一周寫好

教育局今學
年起決定中止
推行二十餘年
的中、英文廣

泛閱讀計劃津貼，被質疑帶出不重
視閱讀的消極訊息。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昨日出席活動後主動交代事
件，強調局方此舉並非削減資助，
而是因應近年閱讀模式的改變，包
括網上及電子書閱讀發展等作出資
源整合，但承認諮詢過程及公佈方
式有改善空間，下次有類似的項目
宜加強溝通。

吳克儉強調非削資
教育局近日已兩度就中止閱讀計
劃津貼作回應，至昨日出席「敬師

日」活動的吳克儉，再次主動交代
事件。他重申局方十分重視培養學
生的閱讀習慣，隨近年閱讀模式大
大改變，網上及電子書閱讀流行，
目前已有七項不同資源支援學校購
買圖書，上述中、英文閱讀計劃津
貼並非唯一資助，形容「這並不是
削資，這是資源的整合，更加有效
處理」。他又指政府近年持續增加
教育撥款，也有責任整合及理順現
有資源，確保有關安排與時並進。
對於中學校長會早前批評教育局
變動政策時未有作諮詢，事後僅以
附件形式告知學界將取消津貼，而
不是另發通告交代事件，導致不少
校長蒙在鼓裡。
吳克儉強調局方在實施新安排之
前，已分別諮詢中、小學校議會的
意見和解釋有關安排，但承認「未
必能夠百分之一百接觸到有關人
士」，坦言諮詢過程永遠可以有改
善的空間。他又指今次已聽到大眾
意見，以後將加強溝通網絡及途
徑，希望能更加多了解個別學校的
情況和遇到的困難，令鼓勵閱讀的
措施和習慣有效延續下去。

■記者 姜嘉軒

廣讀停津整合資源
諮詢公佈有待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每年全港約有數十
名器官衰竭的病人在輪候
器官移植期間，因未及等
到合適器官而離世，情況
令人惋惜。
為了深化助人的觀念，

讓下一代從小認識捐贈器
官救人的重要性，香港器
官移植基金會昨日正式推
出「器官捐贈．以愛承傳」高中通
識教育科教材套，本月起會陸續將
2,000套教材分發給全港400多所
中學。
此外，在教育局安排下，近40

名中學通識科老師將於下月五日參
加教學工作坊，掌握教學時要注意
的事項。
器官移植基金會在教育局、衛生

署、醫院管理局、多個辦學及宗教
團體的支持下，以兩年時間完成有
關的教材套。
基金會創辦人暨創會主席何繼良

表示，教材套共有三大單元，分別

介紹器官捐贈的理念、本港現況、
器官移植的流程及計分制度、未來
發展及政策探討、受贈者及捐贈者
專訪，並邀請6個宗教團體分享對
生命及器官捐贈的看法。
現年54歲的公務員黃耀雄，是

上述教材套中的受訪病友。他患有
遺傳性腎病，2003年開始輪候換
腎，其間要靠洗腎保命，但由於輪
候的病人太多，排期5年仍換腎無
期，且身體狀況日差，最終在內地
接受移植手術。換腎至今7年，其
身體已恢復正常，他深信器官捐
贈，讓施與受的同樣有福。

器捐通識教材 本月分發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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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
隨着全球化發展，法律界亦希望培
訓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本學年
起，香港大學與倫敦大學學院
（UCL）合作推出法律雙學位課
程，兩校各取錄5名尖子，分別在
英國和香港各修讀兩年課程，雙學
位課程共需4年完成。
畢業生將獲得兩所國際名校的學
位，並在兩地取得認可基本資格，
可選擇在英國或香港再考律師的執
業資格，或作其他發展。首批獲錄
取的港大學生，將於本月下旬赴英
國展開學習。

港倫各修兩年 考律師免轉制
「香港大學—倫敦大學學院法律
課程」為香港大學與UCL本年度
共同推出的法律雙學位課程。首兩
年的課程，分別來自兩間大學的10
位學生，需前往 UCL 修讀必修
科，包括合約法、公法等。其後兩
年，他們將在香港大學修讀選修
科，及完成論文等。

費用方面，學生首兩年須向
UCL繳付學費，據UCL網頁的資
料顯示，該校本年度的學費為
16,690英鎊（約16.9萬港元），至
2017/18 學 年的學費，將增至
18,300英鎊（18.6萬港元)；其後兩
年須繳交港大學費。
首屆獲取錄的學生張恩華，於IB
課程考獲44分，他指雖然較早前
得到英國大學的學位，但最後亦選
擇了上述雙學位課程，因為如往英
國升讀法律學士課程，日後欲在香
港考執業試，需先考一項轉制考試
（Conversion test），而此雙學位
課程則可免卻有關考試。

申請者陳述書重得着反思
港大法律學院副院長（國際事
務）副教授温文灝指，此課程較着
重申請者的個人陳述書（Personal
Statement），同學不可只陳述其履
歷，而應闡釋在當中有什麼得着和
反思。對於聯招的申請者，温文灝
指主要考慮其成績、個人陳述書、

學校推薦信；對於非聯招的申請
者，除考慮其成績、個人陳述書
外，亦有機會抽部分同學進行面
試。
温文灝提醒申請人，港大法律學

院上屆收生情況踴躍，有興趣的同
學需將此科放在聯招的Band A或
非聯招的第一志願才有機會獲考

慮。上年此學科最低收分為文憑試
4科核心科目，加兩科選修科目總
分為36分（包括每科需考獲5分或
以上）；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IB）39分（以42分為滿分；包
括每科考獲6分以上）；普通教育
高級程度證書（GCE-AL）1A*及
2A。

港大倫大合辦法律雙學位

教師行業素來女多男少，幼教界的男女比例更是一
面倒。本屆獲獎的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幼稚園老師

黃振宇，是校內唯一男教師，他坦言幼師界男性確是少
數，「（男教師）劣勢可能在於較難獲得家長信任」，
為此黃振宇會花更多時間與家長溝通接觸，成功建立互
信，「幼稚園是子女首次離家上學的階段，父母難免緊
張，亦會希望多了解子女校園生活。」
對有觀念認為女性或較適合從事幼師工作，黃振宇認
為男老師跟女老師都能向小朋友樹立好榜樣，尤其男老
師作出的指令較易讓學生服從及理解，可謂各擅勝場。

被問到入職初衷，黃振宇憶述過往的職業路並非一帆
風順，「我由小學起移民加拿大，畢業後曾從事物流及
文員等文職工作，經歷數年始終難耐沉悶，決心辭職尋
找理想。」後來他發現教導學生做人道理帶來很大滿足
感，決定進修幼兒教育，5年前回港任職幼師。
他笑言，現在毋須「勉強自己起身返工」，只因找到
人生目標，就是要將理念傳給小朋友。

導學生回正軌 通識師通心事
另一位獲獎的葵涌循道中學的通識科老師葉佩詩，十

年教學生涯讓她明白老師使命不僅在於傳授知識，更應
充當「陪伴者」角色，協助正值「暴風期」的中學生渡
過難關。她特別難忘過去一名回頭是岸的中二學生，
「當時他因誤交損友入了懲教所，回校前已放下書本一
段時間」，葉佩詩不願這位學生走回舊路，於是跟另一
位班主任每天向他開導，一次機緣巧合發現該學生對輔
導書籍極有興趣，「既然他找到發光發亮的地方，為何
不陪佢一齊行？」正是這份關心，葉佩詩大力支持他學
習輔導知識，雖然該學生最終未能如願成為社工，但看
見他重回正軌，葉佩詩亦覺安慰。

前港隊女排重燃同學「戰意」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的教師龍子弘，教書生涯
只有一年已獲得殊榮，她過往曾為港隊女排代表，可謂
大有來頭。她坦言部分學生學習動機未必太高，故學校
將更多心思放於課外活動，最低限度吸引學生願意上
學。她分享去年曾遇一名來自破碎家庭的小二學生，因
缺乏父母關愛變得自暴自棄，不願讀書。龍子弘得悉後
破例將該學生帶入排球隊，借排球活動協助該學生重燃
學習動機，終令對方重拾學習樂趣。

■■港首套港首套「「器官捐贈器官捐贈」」教材教材。。 大會提供圖片大會提供圖片

■左起：黃振
宇、葉佩詩、
龍子弘分別在
昨日舉行的敬
師日慶典暨表
揚狀頒發典禮
上獲表揚。

姜嘉軒 攝

■■吳克儉吳克儉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敬師運動委員會昨日舉辦「向老師致敬2016—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表揚約1,300名來自不同學校熱心教學、表現卓
越的好老師。 梁祖彝 攝

■温文灝（前排）與4位首屆香港大學—倫敦大學學院法律課程同學一同
介紹其學科。 吳希雯 攝

■許彬（前排中間）及研究團隊期望設立一個適用於移動設備的增強實境
平台，以加快編寫AR應用程式。 科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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