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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學會西方寺捐百萬 譚鐵牛代接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學生再次展現一流的科創潛力。

在上周於杭州舉行的第三十二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本港中

小學生代表隊共勇奪超過60個獎項，當中包括5項一等獎。其中英皇書

院中五學生尹錦暉因有親戚患腎病離世，決心研發納米銀塗層試紙「快

銀測尿」，大幅減低檢測時間與成本，而較早前在香港賽以「神奇健康

水杯」獲最優秀項目的小六女生鄭琛翹，亦於全國賽再下一城，他們兩

人各自憑其作品勇奪一等獎加兩項專項獎。而鄭琛翹更破紀錄成為香港

首位於賽事獲兩項專項獎的小學代表。

中五生「快銀測尿」揚威神州
港隊全國科創賽掃逾60獎 小六生製神奇水杯首獲兩專項獎

港生得獎項目
青少年創新成果競賽項目（一等獎）

作品

神奇健康水杯

快銀測尿

青少年科技創意作品（創意之星獎）

射呀射……射它吧！天然光反射
裝置的效能探究

手霜保濕能力大比併

智能鋁罐回收箱及手機應用程式
APP

環保保鮮膜

無障礙儲物櫃

未來汽車節能擾流器——馬格努
斯效應擾流

優秀科技實踐活動（一等獎）

作品

護林保樹有價「植」

顯微世界面面觀

「虛擬」與「擴增」的
幻想世界

資料來源：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得獎學生

鄭琛翹

尹錦暉

黃鎧澄

伍亮恆

李學賢

冼卓然

杜明正

黃詩婷

得獎學生

黃巧兒、朱淑
筠、梁綽盈

許淑晴、黃善
衡、張曉鳴

陳劍豪、趙永
德、梁諾晞

學校及年級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
小學小六

英皇書院中五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
紀念小學小五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
小學小六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
中學中三

中華基金中學中二

粉嶺禮賢會中學中三

聖公會李炳中學中四

學校

中華基金中學

瑪利諾神父教會
學校

聖公會基孝中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本
月初四川省九寨溝發生七級強震釀成
嚴重災情，有珍貴文物古蹟亦遭損
壞。香港菩提學會及西方寺捐出善
款，冀幫助修復在地震中受破壞的唐
卡寺，菩提學會會長、西方寺住持寬
運法師昨日前往中聯辦遞交一張港幣
100萬元支票。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代表接收捐款
支票，他表示會盡快將善款轉交內地
相關部門。

寬運法師交支票 助修唐卡寺
寬運法師表示，今次捐款，有50萬

元是來自菩提學會及西方寺，其餘50

萬元由西方寺護法江可伯和太太江林
泰令捐出。
他又說，今次九寨溝縣地震使當地

的唐卡寺建築全體移位，此寺距今已
有千年歷史，是佛教的重要文物，希
望捐款能夠幫助當地修復這座古寺，
使佛教文物得以保存和延續下去。
譚鐵牛表示，佛教講「慈悲喜捨、

利樂有情」，每逢內地有重大自然災
害，菩提學會和西方寺都是第一時間
伸出援手，獻出慈悲心，令人感動。
他代表中聯辦致以感謝，並表示會盡
快將善款轉交內地相關部門。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陪同接受

捐款。

「快銀測尿」是利用納米銀塗層試紙
來檢測蛋白尿及高磷酸鹽血症的

技術，尹錦暉解釋指，在現行方法下，檢
查蛋白尿一般是用試紙，每次測試大約60
秒；至於檢查高磷酸鹽血症則要抽血，時
間更長，而且抽血多少有血液感染等風
險。他研發的「快銀測尿」可一次過滿足
上述兩項檢查，檢測時間只要大約10秒，
成本方面更只需要現有方法五分一，加上
只需抽取病人尿液，安全性亦大大加強。

親戚腎病離世 半年成功研發
尹錦暉憶述，在自己大約7歲時有親戚
確診腎病，「發現的時候已是晚期，因此
最終也是離世了，當時很是傷心。」因此
啟發他針對腎病檢測方法進行研究。
他與另一位同學開發「快銀測尿」至今
大約半年，尋找病人尿液樣本是整個研究
過程的最大難關，未來會繼續將其改良，
包括改善檢測的敏感度，希望能將腎病檢
測的門檻降低，讓病人受惠。
「快銀測尿」於全國賽上獲一等獎外，

並獲「中鳴科學獎」及「英特爾英才獎」
兩個專項獎。
來自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的鄭琛

翹，其作品「神奇健康水杯」能透過嗅覺
和視覺影響味覺神經，令用家飲用清水時
產生享用果汁或花茶的錯覺，能為糖尿病
人或長者帶來快樂。
其作品除於今屆全國賽獲得一等獎，亦

獲「STEM傑出項目獎」和「《知識就是

力量》雜誌（全國）專項獎—『知力』
創新獎」兩個專項獎，是香港首位獲得超
過一個專項獎的小學生。

女生盼讓外公試用水杯
鄭琛翹的創作緣由來自患有糖尿卻喜歡

喝甜的外公，希望在有成果後明年暑假帶
到加拿大給外公試用。
她表示，目前水杯的設計需要扭開螺絲

才能充電，計劃改良成可用USB插口充
電，並致力開發如朱古力、咖啡等更多不
同口味，「然而朱古力粉或咖啡豆本身沒

有氣味，因此仍有技術問題尚待解決。」
鄭琛翹母親補充指，目前已為作品申請香
港及內地申請專利，此舉旨在證明這是女
兒原創構思，暫無意將其商品化。
負責組織參賽隊伍的香港新一代文化協

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黃金耀表示，本屆香
港參賽作品數目雖較過往略少，但表現相
當出色，60多個獎項包括5項一等獎、13
項二等獎、19項三等獎、12項專項獎、6
項「創意之星獎」及 12項「優秀創意
獎」，獲獎比例位處全國前列，成績驕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
「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踏入
第二屆，昨日揭曉獲獎名單，連續
10年擔任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中國
代表團團長，並有份促成《巴黎協
定》的關鍵人物解振華，獲頒「持
續發展獎」。過去50年協助逾1.2
億貧窮家庭獲得土地權利的「蘭德
薩農村發展研究所」獲頒「人類福
祉獎」。積極鼓勵殘疾運動員參加
體育賽事，為殘疾人士點燃希望的
「國際殘疾人奧林匹克委員會」獲
頒「正能量獎」。
「呂志和獎」每年按3個目標設

立3個獎項，去年及今年先後向6組
獲獎個人及機構頒發獎項，獲獎者
可獲現金獎2,000萬元。
「呂志和獎」創辦人呂志和，獎

項推薦委員會主席劉遵義，呂志和獎有限公
司董事會成員鄭慕智、馬時亨昨日一同公佈
第二屆「呂志和獎」得獎者。

呂志和：關注領域有關生活
呂志和致辭時表示，「呂志和獎」沒有艱

深的文字，沒有難明的內容，是一個與生活
息息相關的獎項。今屆獎項關注領域分別為
「預防氣候變化」、「脫貧」及「促進不同
群組之間的和諧」。
劉遵義介紹「呂志和獎」遴選規則，獲獎

者需獲得至少1名獲邀提名人提名，全球有
約1,000名獲邀提名人，包括頂尖大學校
長、國際及多邊機構首長、智庫主席等。隨
後獲提名者要經過3輪評審機制，包括遴選
專責小組、由6人組成的獎項推薦委員會及
5人組成的獎項理事會，最終決定3名得獎
者。
首屆及今屆的獎項中，各有1名來自內地

的得獎者，去年為「雜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今年則是為有份促成《巴黎協定》的關
鍵人物解振華。
馬時亨表示，客觀分析，內地過往發展迅

速，得獎者不單對內地發展有影響力，對國
際社會亦作出巨大貢獻，獲國際認可。無可
否認，國家無論在科技及其他領域上，國際
地位逐漸提高，相信隨着國家發展，未來會
出現愈來愈多對世界具影響力的得獎者。
劉遵義指出，香港亦絕對有人或組織有資

格獲獎，以往獲邀請提名者中都有相當部分
是香港人。他強調，獎項評選遵循客觀及國
際標準，絕不會特別優待或歧視香港人，會
做到公平公正，希望獎項繼續維持獨立、完
整、公平。
隨後，呂志和公佈2018年「呂志和獎」

關注領域，當中「持續發展獎」關注領域為
「發展可再生能源」；「人類福祉獎」關注
領域為「降低天然災害的影響」；「正能量
獎」關注領域為「掃除文盲」。希望透過三
方面的遴選，表彰各領域的傑出人士，推動
3個領域更好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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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都市生活
壓力大，本港服務業多年來被國際機構評
為「冷面都市」，各種因素之下，本港餐
飲、零售等服務業跌進寒冬低谷。優質服
務協會長年致力推動「笑容救香港」，協
會主席郭少明指出，消費的動機是心情，
前線同事令客人心情好，自己工作也會開
心些，業績也能相應提高。協會昨日推出
手機App，為廣大中小企前線員工提供優
質服務網上培訓課程，以短片形式演繹如
何開心迎客、禮貌待客。大學教授和優秀
企業主管與兩百多位從業員舉行研討會，
分享如何建立關懷和快樂的企業文化，從
而由內到外提升服務質量。
優質服務協會今年成功向工業貿易署申
請「中小企發展支援基金」，研發了這套
電子學習平台。業內人士可以利用程式進

行員工服務禮儀培訓，取得服務、銷售及
管理方面的資訊。程式包括10套培訓短
片，5套關於餐飲業，5套關於零售業，和
各種相關資詢。協會並組織各優秀企業主
管擔任App網上諮詢智囊團，回答商企遇
到的各種問題，形成互動。
協會還將舉行系列業內座談會、研討會

及培訓工作坊，希望改變香港「冷面都
市」的不良形象，助益服務業谷底回升。

中小企員工睇片培訓
優質服務協會中小企發展支援基金項目

委員會主席李應生表示，這套電子平台匯
聚業內多方面意見，針對本港服務業弊病
製作培訓影片，如冷面、不耐煩、不禮
貌、忙於打電話冷落顧客等，並示範正確
待客之道。大集團通常有員工培訓環節，

但本港以中小企佔主體，他們往往難以抽
出人手和時間安排專門培訓，這套平台讓
中小企員工可以隨時隨地接受培訓，提升
專業形象，相信會受到業內歡迎。
郭少明表示，今年暑假餐飲、零售等服

務業業績錄得回升，情況令人欣慰。相信
是兩地的回歸系列慶祝活動提升了香港正
面形象，吸引不少中外遊客來港。而社會
內部摩擦減少，也令市民消費信心回升。

郭少明：顧客前線齊開心
他強調作服務業最重要是由心出發、開

心服務，「當年我和太太創辦『莎莎』，
一切都是兩夫妻親力親為，我常對員工
說，一句話可以把人哄得很開心，一句話
也可以把顧客氣死，那為何不說一句開心
話？顧客開心，自己工作也開心些。」他

指出，能否提升服務質量，對本港服務業
能否谷底回升很重要。
中大教授陳志輝表示，做老闆的要自己

保持開心，重視員工好的一面、多稱讚，
「老闆天天黑面罵人，員工怎麼可能快樂
待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為讓新入學
的「新鮮人」更快更好地適應大學生活，科
技大學今年推出全新「首年住宿生活體驗計
劃」，為逾500位新生提供一整年的住宿，
並安排通過培訓的高年級學生擔任學長導
師，從學業、社交等多個範疇幫助新生。校
方特別編配組別結構，組員背景多元，讓新
生多接觸不同文化。
現時科大會為所有一年級學生提供最少一

個學期住宿，而參與是次先導計劃的學生，
則至少可在清水灣宿舍住宿一年。今年科大
招收約2,400名新生，校方以抽籤形式從
2,000名願意參加是次計劃的新生中選出536
人，其中約四分之一為非本地生。
同時，有515名大二或以上的本科生報名

成為「本科生學長導師」，經遴選及面試，
共69名同學入選，並已接受培訓，內容涵
蓋領導技巧、情緒識別等。學長導師每人負
責6位至8位新生，將被安排與新生就近住
宿，以方便每周開展最少一次活動。
科大學生住宿及舍堂生活事務處主管楊霖

龍指，宿舍不止是一個睡覺的地方，希望借
助舍堂實踐全人教育，學生能發展不同的生
活及社交技能，與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同
學接觸。他又表示，校方會檢討計劃成效，
逐步提高計劃名額並增加宿位，未來希望所
有新生均可在首年入宿。

逾500科大新生有人「湊」

手機App教開心待客救零售

■尹錦暉決心研發納米銀塗層試紙「快
銀測尿」，大幅減低檢測時間與成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譚鐵牛（右五）接收寬運法師（左五）遞交的捐款支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工業貿易署署長甄美薇與郭少明等嘉賓
主持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左起：馬時亨、呂志和、劉遵義和鄭慕
智。

■科大推出「首年住宿生活體驗計劃」。後
排右一為楊霖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第三十二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上周在杭州舉行，香港學生代表隊勇奪超過60
個獎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