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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兩創新模式「共享Wi-Fi」
倡個人用戶開放權限互惠 商戶引廣告贊助免費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每逢電訊公司截數日，流動數據用量「臨界點」將至，抱着最後
一博的心態開啟 Wi-Fi 搜索免費熱點，卻見它們不是上了鎖便是無法登入，有得睇無得用，世界
最遙遠的「距離」莫過於此。中大信息工程學系教授黃建偉團隊提出兩項創新商業模型以求打破
上述隔閡，一方面讓個人用戶「共享網絡」，同時建議商戶在免費 Wi-Fi 的基礎上引進廣告贊
助，雙管齊下有助實現整個城市無縫 Wi-Fi 網絡覆蓋，以發揮最大效益。
Wi-Fi 熱
本港政府近年大力加設
點，然而單一熱點只能覆蓋室內

百多平方米，若要實現整個城市無縫
Wi-Fi網絡覆蓋，成本將非常驚人。
黃建偉團隊提出其中一項建議是鼓
勵個人用戶「共享網絡」，「目前其
實有很多Wi-Fi資源被閒置，共享網絡
正可以在成本低廉的情況下，讓它們
獲得充分應用，大大強化城市的 Wi-Fi
覆蓋面。」

倡網絡供應商採獎勵計劃
團隊成員馬倩解釋，他們提倡網絡
供應商透過適當的獎勵計劃，吸引個
人用戶加入「共享網絡」，開放其網
絡權限予其他用戶，當中設有兩類誘
因供用戶按需要選擇，「針對經常在
外使用Wi-Fi的用戶，他們在開放其網
絡權限後，將可免費用其他會員的
Wi-Fi；至於不常漫遊或不依賴共享

Wi-Fi 連接的用戶，則可選擇通過共享
Wi-Fi獲得利潤。」
有關利潤計算方法需視乎使用程度
與網絡品質而定，如在旺角等人煙稠
密地區提供高品質 Wi-Fi，所得利潤自
然較多。
黃建偉續指，目前西班牙的 FON 公
司已有提供類似服務，並已證實可
行，是次研究期望能在此基礎上提出
更明確的理論建模和分析，進一步改
善相關的商業模式。

廣告商可按個別場地作宣傳
團隊另提出了一項 Wi-Fi 廣告商業
模型，成員余皓然指這項目主要針對
商場、餐館、機場等場所的公共 Wi-Fi
網絡。基於搭建和管理公共Wi-Fi網絡
的費用很大，並非每個場所都願意負
擔，質素亦較參差，「在此建議下，
用戶可按需要直接付費使用 Wi-Fi，亦

可透過觀看廣告，從而免費使用
Wi-Fi。」
余皓然表示此舉將能讓各個場地分
別從用戶及廣告商處獲取利潤，有利
可圖下自然加強了做好Wi-Fi品質的動
機，廣告商亦可按個別場地作出針對
性宣傳。
「共享網絡」帶來方便，背後卻可
能伴隨各種安全風險，黃建偉表示
「共享網絡」的設計下，會將用戶
的 Wi-Fi 分設為「私人」及「共享」
兩個渠道，一定程度上有助加強保
安。
不過他亦坦言，至今未有方法能夠
確保所連接的Wi-Fi均有足夠的加密保
護，形容這是「網絡科技不可避免的
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基於「共享網絡」亦涉
及轉售Wi-Fi情況，這亦是需要跟網絡
供應商協調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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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學家盼參與國家探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中國科學
院國家天文台多名代表前日（20 日）到訪
香港大學太空研究實驗室，與實驗室主任郭
新就港大參與中國探月及火星探測計劃等展
開討論，尋求兩地的合作機會。
郭新表示，國家天文台副台長薛隨建及
中科院月球與深空探測總體部主任劉曉群
日前均有出席會談。隨後，代表團與港大
副校長（環球事務）高為元會面，讚揚港
大科學家團隊有強大的研究實力，中科院
亦期望港大可參與更多國家相關的太空研
究項目。

■田灣商場將改建為國際學校。圖為 Nord
Anglia International School 改建商場成學校
後的模擬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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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 DSE 考生月花千元補習

■調查發現大部分學生希望透過補習提升應試技巧，其次是想得
到考試提示。
優才資源中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為求以萬全姿態應戰文憑試，不
少中學生都會報讀補習班，希望
獲得應試「秘技」，自己跟父母
也能「買個安心」。有機構發佈
文憑試考生補習情況調查，發現
近七成的受訪學生有參與校外補
習，每星期平均補習時數為 3.5 小
時，每月花費約 1,000 元。學生補
習主因是提升應試技巧，但亦有
近一成人表示只為應付父母要
求。機構建議父母宜多與子女溝
通，了解他們是否有切實的補習
需要，以免花錢補習只換來子女

同而不和 是否亂世

逢星期三見報
在最後一集「君子」的討論中，嘉賓何
文匯提到君子和小人的對比。
問：何教授，我讀《論語》時留意到孔
子往往把君子與小人作對比，對嗎？
何：是的，有很多這些例子，就舉兩個
例子吧。第一個，孔子說：「君子周而不
比，小人比而不周。」這章說明君子與小
人德行不同。君子只有和人志同道合，不
會偏私結黨；小人則只有偏私結黨，不會
和人志同道合。因為小人都喻於私利，不
會為他人設想，所以很難與人志同道合。
孔子又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這章說明君子與小人志行不同。
君子與人相處很和諧，但不會隨便跟人互
相認同；小人隨便跟人互相認同，但是往
往與人不和。君子是無所爭的，是謙讓
的，所以與人相處可以保持和諧。但是君
子博聞強識，和一般人的見解和愛好未必

相同，所以不會隨便附和他人。小人的嗜
好彼此相同，大家都喜歡利己，所以很容
易互相認同。但是因為大家只顧自己利
益，最後必然你爭我奪，所以說小人同而
不和。
問：真是很有同感！現今世代似乎有很
多同而不和，是否因為是亂世呢？
何：那麼大家便要反思了！
《論語．為政》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
《論語．子路》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

「復興新生系
列．世說論語」
專欄節錄自同名
電視特輯，特輯
由超藝理想文化
學會製作、中外
友協和平發展基
金會創會會長陳復生監製及主持。本欄
旨在通過學者、名人的訪談，暢說《論
語》對他們為人處世的啟發。讀者可在
其 facebook 專頁瀏覽短片。

的學習壓力。
優才資源中心有限公司去年 11
月至本年 1 月期間，以問卷成功訪
問了 3,092 名來自 35 間不同地區學
校的應屆中學文憑考試考生。
調查發現，學生補習原因眾
多，最多受訪學生希望提升應試
技巧，佔總數約四分之一。其次
是想得到考試提示、增強考試信
心、獲取導師筆記等，反映受訪
學生着重考試技巧和傾向應試教
育模式的補習。
調查按學校組別作出分析，發
現 Band 3 學生參與補習的原因較

廣泛，當中約有兩成人期望透過
補習獲得更多知識。

倡校方初中設學生研習小組
機構解釋上述數字或反映有關
學校的學習氛圍相對較弱，未能
完全滿足學生的學習需要，建議
學校老師可以嘗試從初中開始成
立學生研習小組，讓學生能以自
主、互動的形式學習，從而提高
他們的學習興趣和求知慾，改善
學習氣氛問題。
另一方面，調查指出不同組別的
學校中亦有學生因應父母要求而補
習，機構建議父母宜多與子女溝
通，了解他們是否有補習需要，否
則只是花了錢卻徒添子女的壓力。

田灣商場改建國際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仲綺） 有指英國國
際學校 Nord Anglia International School 將會
進駐南區的田灣商場，校方現正為商場進行改
裝，預計今年 8 月開學。據了解，商場其中一
層的一半部分會留作商舖，其餘 3 層半作學校
用途。有居民指，現時該區已經常有旅遊巴出
入及停泊，擔心未來國際學校開學後，會令情
況加劇，導致交通擠塞。
由關注南區發展人士成立的 facebook 專頁
「南區萬事屋」，近日上載帖文指，日前與國
際學校 Nord Anglia International School 校長
見面，了解田灣商場改建情況。
據了解，現時樓高 4 層的商場，將有 3 層半
作學校用途，餘下一樓部分將留作商舖用途，
而商場 3 樓升降機會開放予居民使用，同時學
校將劃有停泊區，讓學童在該處上落。
有網民質疑，商場只留下小部分空間供商戶
進駐，未有考慮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有網民批
評「貴族有錢人仲要到來搶走原來田灣邨民的
配套」。有人則擔心，田灣已有多所酒店和賓
館，經常有旅遊巴停泊而「阻住晒條路」，若
日後國際學校啓用，家長以私家車接送孩子上
下課，交通擠塞情況難以解決。

不一樣的兒童遊樂場
在澳洲布里斯本進行交
流期間，修讀幼兒教育的
我們當然不忘到當地的公
園遊玩，感受孩子的童
64
真。令我們意想不到的
是，這些遊樂場和小孩的
一舉一動，都令我們眼界大開。
我們在伊普斯威奇(Ipswich)的皇后公園
(Queens Park)一邊觀察一邊親身試玩遊樂
場的各種設施。這公園的遊樂場面積很
大，讓小孩能自由進行不同的探索。我們
一進去，已經聽到孩子們大聲地在尖叫。
我首先看到的遊樂設施，不是鞦韆或滑
梯，而是大型的飛狐滑索(Flying fox)。孩
子可選擇坐或站在吊架上，用力把自己的
身體推出去另一端。當地的小孩跟香港的
很不同，他們十分熱情和主動。
其中兩個女孩看到我們一大班港生在排
隊，便主動問我從哪裡來，亦主動示範和
協助我坐上飛狐滑索上。

再融入孩子世界齊冒險
跟他們一起玩時，我再次融入孩子的世
界內，大家一起大笑、一起尖叫，這些小
孩毫不害怕認識新朋友。在這個社區中只
要你願意放下拘束一起玩耍，他們便樂意
與你一起冒險，無分彼此。

想起小時候害羞的自己，缺少了他們的
熱情，從不會在陌生環境中主動結識新朋
友。若看到年紀比自己大的陌生人，必定
會感到很害怕，而且爸爸媽媽亦會叫我去
別的設施玩，擔心我的安危，當中的文化
差異，顯而易見。
遊樂場的另一邊是一個小斜坡，地上有
一條小坑，坑的起點設有兩個手壓式的出
水器，兒童可以按下出水器讓水流到坑
中。我看見其中一個幼兒把鞋子脫掉，赤
腳踩到小河流，並把葉子放到小河中，一
邊呼喚，叫我用力按水，好讓葉子能從一
邊流向終點處。
小朋友從中不單觀察到水流及水力的變
化，也因為出水處與終點有一定的距離，
他們自然地就會合作地進行遊戲。相比起
香港的小孩，澳洲的小孩有更多利用不同
的感官去進行探索和玩樂的機會。
香港的家長也許會更在意孩子赤腳玩耍
很骯髒、危險，又怕孩子會弄濕衣物，可
是，孩子就是這樣從玩樂中學習啊！
我們一行人又到了布里斯本南岸的公園
遊玩。這公園的設施不像皇后公園以大自
然的設計為主，而是色彩繽紛，令我最難
忘的是一條懸掛在空中的繩網獨木橋。
在這獨木橋上，我深深體會到澳洲小孩
的冒險精神，獨木橋離地高於一個成人，

■筆者在澳洲見識到當地不一樣的兒童遊
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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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網有很多空隙，我爬上去時有點緊張，
小心翼翼，以免踏在空隙中。

幼童有能力從錯誤中學習
奇怪的是，當我走到上去時，很多幼兒都
在一直自信和興奮地快走，沒有半點恐懼，有
些甚至在橋上跳躍。當我問他們是否害怕時，
一個4歲女孩回答：「這都不算太高。」
香港的家長總會問孩子害怕嗎？不斷叮
囑着孩子小心點，澳洲家長則只會從旁以
目光及微笑鼓勵孩子探索與嘗試，即使他
們在途中遇到困難，跌倒受傷了，家長也
不會特別阻止，因為他們相信孩子有能力
從錯誤中學習，在那裡倒下便在那站起
來。在這個鼓勵自由歷險的環境中，培養
了孩子的自信及冒險精神。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生林善怡、
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黃潔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