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4日，台灣師範大學GF-EMBA執行長夏學理（前排右四）帶領台灣師範
大學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參訪團一行到訪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受到本集團副
董事長、總經理歐陽曉晴（前排左四），集團助理總經理張錦川（前排右三）、新
媒體運營部總經理程相逢（後排左三）等熱情接待。

台 師 大 執 行 長 訪 本 集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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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年輕人有無窮創

意點子，結合科技便可

改善人類生活。「2017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昨

日舉行決賽暨頒獎典

禮，基督教宣道會宣基

中學研發的「手語翻譯

手套」打破了健全人士

與聾啞人士的溝通障

礙，奪得高中組發明品

冠軍，團隊將赴美參加

「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

奧 林 匹 克 競 賽 」

（I-SWEEEP） ， 盼 為

港爭光。旅港開平商會

中學則憑「八達都會通

通包」在初中組發明品

奪魁。

手套譯手語 搜詞現手機
打破溝通障礙宣基中學奪冠 赴美「國際奧賽」盼為港爭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民以食
為天」，享受美食是人生一大樂趣，但不
少大腦痲痹或智障人士較一般人更早出現
吞嚥障礙及進食困難，一不小心，進食隨
時引發併發症肺炎，嚴重更會死亡。有機
構自費為他們引入言語治療服務，令殘疾
人士重拾進食的樂趣。不過，現實情況卻
是僧多粥少，現時每位治療師需應對100
位患者，機構促請當局增撥資源聘請更多
言語治療師協助患者。
香港耀能協會在2014年就18歲至80歲
服務使用者的進食及吞嚥情況作調查。結
果顯示，約半數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吞嚥及
進食障礙，60歲或以上的群組，更有九成
人出現此症狀。
39歲的強仔(化名)是其中一人，他自小患

有先天性的大腦痲痹，其臉部肌肉張力偏
低，咀嚼及口腔的控制較困難，患有口肌
功能障礙，但仍能進食一隻拇指頭般大的

固體食物及飲用稀流質飲料。
不過，2011年強仔與家人外遊時，回港

後不幸感染肺炎，其身體及吞嚥機能轉
差，進食時更曾嗆喉，需要進食糊狀及飲
用添加了凝固粉的水。強仔的職業治療師
郭瑩碧引述強仔指，他最大的喜好是吃東
西，但患病後他只能吃糊狀食品，連最愛
的薯片也吃不到，因一般餐廳並沒提供糊
餐，亦影響到其社交的活動。

耀能倡當局增護理院資源
耀能協會為其安排言語治療師治療，他

接受口肌按摩及深層咽喉刺激法等療法，
經過半年的治療，強仔的進食功能亦回復
到肺炎前的水平。
他笑說，能重新品嚐最愛吃的薯片，平

日他與家人外出時能以小工具剪碎食物進
食，使他重拾進食的樂趣。
香港耀能協會成人服務主任許文娟指

出，不少殘疾人士出現吞嚥困難，現時協
會自費聘用5位言語治療師為約500多位成
年殘疾人士治療，該會轄下的院舍平均每
星期能享用一天服務，希望能增加至10
位，即一倍的人手以應付需求。
她又建議政府為嚴重殘疾的護理院聘請

一名長駐的言語治療師，而中度殘疾人士
院舍則兩間共聘一名。

助吞嚥難殘疾者 言語治療師不足

弄孫為樂、
安享晚年是不

少退休人士的心願。不過，湯麗芬卻選擇
重拾母親的角色，全職擔任智障人士家舍
家姆，「希望給他們更多的快樂、更多的
溫馨，這亦是我的動力。」施與受的關係
並非單向，麗芬亦成功在一眾「子女」身
上獲得溫暖有愛的家，並學懂快樂的秘
訣，「他們對我有時覺得比兒子對我更
好。」
自稱快將60歲的麗芬是三子之母，多年
來兼顧家庭及事業。5年前退休後，她到扶
康會的家舍「和諧軒」擔任義工，帶領智障
院友外出活動。然而，和諧軒受沙田威爾斯
醫院重建影響，不獲續租，院友需分散到旗
下的院舍居住。麗芬因擔心部分院友的適應
問題，應徵為另一間家舍「超瑩軒」的家
姆，貼身照顧智障人士的起居生活。

用愛融化院友 親密「攬頭攬頸」
由義工變身為家姆，麗芬儼然一位慈

母，除照顧院友的起居飲食及身心健康，
笑言把院友視為孫兒一樣疼惜及照顧。
她憶述兩個月前新入職時，部分院友因

陌生而對她不甚理睬，如今她成功以愛融
化他們，「真誠待人，你愛錫他們，對方
自然會感受得到。」她與宿友的關係突飛

猛進，親密地「攬頭攬頸」，
甚至出現「爭寵」，麗芬只好
「攬完這個、攬另外一個」。
母親對孩子的愛是自然流露

的，麗芬對舍友的關心如出一
轍。她難忘有晚院友君榮生
病，因擔心他發燒，當晚每隔
一兩小時便醒來看他一次，
「擔心是很自然的事，自己的
(兒子)發生事能擔當得起，別
人的小孩擔當不起，我寧願是
自己出事。」
麗芬的付出舍友均看在眼

內。26歲的君榮是輕度智障人
士，父母已離世，在沒有親戚願意照顧下，
先入住殘疾院舍，7年前轉到超瑩軒。他指
從前居於院舍時生活較沉悶，轉到家舍後，
能自理及上班，「逍遙自在，自己家人均去
世，這裡給我另一個家的感覺。」

院友：家姆煮的難吃也會說好吃
他表示，已視麗芬為母，平日會幫忙從

事拖地及掃地等簡單的工作。麗芬因怕他
生病徹夜守候在旁，君榮說感到溫暖。對
於家姆的愛，君榮亦默默回報，「平日覺
得粟米斑塊很難吃，但在她(麗芬)面前，我
會把粟米斑塊都吞下，因為是家姆煮的，

難吃也會說好吃。」
扶康會創辦人方叔華表示，扶康會轄下4

間家舍均以自付盈虧的方式營運，近日再
次獲得「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的撥
款，未來3年將獲得逾300萬元的資助。
他表示，建立家舍的目的並非為縮短智

障人士輪候院舍的時間，而是希望去聯繫
失去家庭的人，協助智障人士接觸社區及
鄰里。
他續說，正致力尋找位置重置早前不獲

續租的和諧軒，但至今未有找到符合院舍
標準的單位，亦擔心遭地區人士的反對。

■記者 何寶儀

退休再做「母親」全職照顧智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賽馬
會年度大型社區盛事「同心同步同樂日」昨
日揭幕，並由昨天起，一連3天在沙田馬場
及彭福公園舉行，首天吸引約1.7萬名市民
進場。馬會同時宣佈撥捐1.17億元擴展「香
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預計約110萬名
市民受惠。馬會主席葉錫安在資助計劃啟動
禮上致辭時表示，社會上有不少熱心公益的
夥伴機構，深切關注基層及弱勢社群的需
要，促使馬會進一步擴展計劃，希望協助該
些策略夥伴推展及維持長遠服務。
社區資助計劃為非政府機構，提供3年一

期的捐助，支持夥伴機構透過多元化服務，
支援弱勢社群。

擴社區資助育藝術創新人才
馬會今年進一步擴展計劃，與香港青年藝

術協會、香港青年旅舍協會、賽馬會創意藝
術中心及創不同協作4間新加入的夥伴機構
合作，培育藝術及社會創新人才，鼓勵更多
市民參與其中。
社區資助計劃亦會進一步強化，協助提

升夥伴機構的能力，建立平台讓它們向專
家學習及進行交流。葉錫安指出，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於12年前推出社區資助計劃，
為期3年的資助以每年預先支付的形式，
為機構提供前期資金，自2005年至今已投
放逾10億港元於計劃。

馬會「同心日」揭幕 首日1.7萬人同樂

■跨界藝術家馬興文的大型互動裝置藝術
作品「愛心」在彭福公園展出，吸引不少
市民互動及拍照。 馬會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大
學校長馬斐森早前宣佈辭職，港大前日公
佈物色委員會成員名單，展開新校長遴選
工作。不過，港大教師職員會主席張星煒
欲借題發揮，質疑委員之一的港大經濟金
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親建
制」，擔心王會看重申請人的「政治立
場」云云。王于漸反駁，一個人的政治立
場與物色校長的工作不應有任何關係，並
質疑張星煒的說法無知。
對於王于漸被獲委任為物色委員會成
員，張星煒前日聲稱王是「親建制」學
者，曾擔任港大首席副校長，在4名委員
之中的大學管理經驗最豐富，又稱主席施
文信並非學者出身，其餘兩名學者略欠管
理經驗，質疑王于漸的話語權變相較大，
擔心他在遴選時會以申請人的「政治立場
為先，學術為後」云。

批張也有「深厚親非建制背景」
王于漸昨回覆傳媒查詢時強調：「一個

人這方面（政治立場）的背景與物色校長
的工作也不應有任何關係」。他指出，張
星煒認為他有豐富的學校行政經驗「說得
過去」，但稱他有「親建制」的背景並不
全面，因他也有「深厚親非建制的背
景」，質疑張是出於無知才有此說法。
王于漸續指，他所認識的每位教授都期

望可物色到有學術成就、有見識、有能
力、有承擔、堅持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的
校長，而校長的政治立場「完全不是他們
關心的事」。他強調，任何背景的物色委
員會成員都會採取上述態度，據他過往參
與校長物色委員會的工作，成員的態度亦
如是。他又指，大學遴選校長有成熟的機
制和程序，對此有充分信心。

批教職員會主席無知
王于漸：政見無關選校長

中學生辯論比
賽的題目不外乎

熱門時事或至理名言，近日網上卻瘋傳一
道辯題：「多啦A夢對大雄的成長利多於
弊」，令人難以置信，這也可以是辯題？
據了解，這出自兆基創意書院辯論比賽，
有網民大讚校方有深度又「貼地」。

正方：多了家人免大雄自我
那麼到底多啦A夢對大雄的成長是利多

還是弊多呢？認為「利多於弊」的正方同
學認為，成長可以分為人際關係及個人成
長，而大雄因為多啦A夢在上述兩方面有成
長，足以證明論點。其中，人際關係成長
方面，正方引用了小童群益會的研究，指
獨生子較易出現獨孤僻，而多啦A夢不僅使
大雄多了一個家人，還可避免大雄變得自

我中心。個人成長方面，正方認為多啦A夢
的道具「時光電視機」讓大雄看到自己的
未來，令大雄更有動力及目標提升自己。

反方：使大雄失去生活技能
反方同學亦引經據典，引用著名心理學

家的人格發展論，指出只有約10歲的大雄
正處於成長的重要階段，多啦A夢的出現使
大雄失去生活技能和培養了錯誤的道德
觀。為說明大雄有道具後不做正事，他們
舉出大雄曾經以道具捉弄媽媽332次、不歸
還道具124次及以道具調戲靜香542次等。
其實，這條題目並非該校原創，而是來

自一個叫「奇趣盃」的學界辯論比賽。比
賽由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自2012年開始舉
辦，推廣「辯論就是快樂」的精神。

■記者 柴婧

多啦A夢助大雄成長？
兆基辯題獲讚「貼地」

「2017香港學生科學比賽」踏入第19屆，比賽由香港青年協
會、教育局及科學館合辦，吸引了超過900
名來自83間中學的學生，共266支隊伍參
加，高中及初中兩組合共20支隊伍晉身決
賽。今屆比賽主題為「活學活用．發展科學
潛能」，學生可從「生物與化學」或「物理
與工程」兩大科學範疇中選題。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的作品「手語翻譯
手套」奪得高中組發明品冠軍，並將於5月代
表香港赴美國參加I-SWEEEP，是全場最大贏

家。3名宣基學生因做義工時發現聾啞人士即
使懂得用手語，仍無法跨越與健全人士溝通的
障礙，於是組隊用兩三個月時間研究此發明。

算手部姿勢 經藍牙傳送
隊長鍾浩輝介紹指，手套主要透過測讀手

語的彎曲程度和3D動作的相關數據，從而
解讀出手語含義。他們將手套的每隻手指都
鑲上傳感器，電阻會隨手指伸屈而改變，再
計算出手部姿勢。
其後，手部活動的數據會通過藍牙傳送到

手機，手機應用程式會將收集到的數據與資
料庫的數據對比，以讀取對應的字詞，顯示
在手機屏幕並朗讀，讀取時間只需數秒。
為確保翻譯準確性，鍾浩輝指，用戶在使

用前需帶上手套，握拳和展開雙手，讓手套
讀取個人手掌基本信息。目前「翻譯手套」
只可將港式手語翻譯成英文。
鍾浩輝表示，未來計劃加入法語，並考慮

用圖片表達手語含義，以及開發適用於iOS
系統的手機應用程式等。他希望在赴美參賽
前，將現時資料庫內的30字及短句，擴增至

至少100字及短句，以滿足簡單對話，爭取
更好的表現。該發明成本為1,500元。

防干擾銀包 不愁讀錯卡
至於旅港開平商會中學的「八達都會通通

包」則奪得初中組發明品冠軍。參與的學生發
現八達通常與其他同樣採用無線射頻識別系統
的卡片互相干擾，令兩張卡均無法使用。
他們遂以八達通感應器作測試，研究後發

現若於八達通卡及感應器之間放入低電阻線
圈，便可成功阻隔八達通感應。

他們利用此原理組製出一個銀包，使裡面的
八達通不受其他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的卡干擾，
即使放兩張八達通，亦可隨意使用其中一張。
他們又發現，若將信用卡放於其銀包內的

帶環形鋁箔的間隔，亦可避免資料被盜取。
即將參與I-SWEEEP的迦密柏雨中學憑

「雨盡其用」獲高中組發明品優異獎。該發
明利用香港降雨量充足的優勢，設計輕巧簡
潔的發電裝置，雨水使裝置內的轉輪旋轉，
化雨水為能源。相關實驗數據顯示，一個鐘
雨量可慳33度電。

■迦密柏雨中學「雨盡其用」奪得高中組發明品優異
獎。 受訪者供圖

■「手語翻譯手套」識別
港式手語「我愛你」。

柴婧 攝

■「手語翻譯手套」發明
者向嘉賓介紹作品。左一
為鍾浩輝。 柴婧 攝

■言語治療師為強仔(左)進行口腔的肌肉
鍛煉。 何寶儀 攝

■湯麗芬(中)關心智障舍友的健康，會自學舒展筋骨的
動作，教導舍友一起做。 何寶儀 攝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的「八達都會通通包」奪得初中
組發明品冠軍。 柴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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