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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教育機構聯歡賀國慶

養生不求人 魚缸「種出長壽」
職訓局師生用一年研在家養殖海葡萄 成果「創科嘉年華」展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被譽

為「長壽藻」的海葡萄，有抗癌、

抗腫瘤、抗氧化等功效，於上世紀

八九十年代已是日本沖繩人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保健食材，惟其在香港

卻得之不易。職業訓練局（VTC）

師生以一年時間研究出在家養殖海

葡萄的方法，未來市民有機會利用

滴液添加劑，輕鬆於魚缸種植該養

生食材。相關成果將於「創新科技

嘉年華2017」中展出。

讀中四的小明是一個巴士
迷，閒暇時最喜歡去拍攝感
興趣的巴士。有次疑因阻礙
到其他「同好」拍照，被其
他巴士迷用粗口圍攻，最終
需要警員到場調停。然而，

小明的煩惱卻沒有跟隨調停而結束，當日激烈
爭執的過程原來已被人拍攝成視頻發佈上網，
配上「巴膠」、「爆粗」等吸引眼球的標題，
迅速得到極高的關注。更有網絡紅人的分享令
事件不斷發酵，小明的朋友、同學及所就讀的
學校遭到網友「起底」，在網絡上被公開。
小明被網民「起底」、「杯葛」的遭遇，其
實就是一種網絡欺凌。所謂網絡欺凌是指一個
人或一群人透過資訊及通訊科技，例如即時通
訊程式、社交網絡等，蓄意及反覆地作出傷害
他人的行為。除了小明的遭遇，網絡欺凌還有
「改圖」、騷擾訊息等多種形式。網絡欺凌離
青少年的生活並不遙遠，香港家庭福利會於
2013年發佈「香港高小與初中學生人際關係與

衝突之網絡欺凌」研究報告，發現香港超過三
成的中、小學生曾經是網絡欺凌的受害人。
網上欺凌的事件並不單影響着受害人，還會

影響到他們的家人及師長。網絡上的自由、匿
名等特性，也導致網絡欺凌比現實中的欺凌影
響更加深刻和長遠。青少年在遭受到網絡欺凌
後，情緒及身體可能會有負面反應，包括無法
放鬆、脾氣變得暴躁等。本會的研究也發現網
絡欺凌的受害者，與抑鬱症有顯著的關係。
網絡欺凌來去無蹤，難以完全防止，但家長

可以透過留意到子女的行為反應，做出適當介
入，避免受到進一步的傷害。例如家長發現子
女改變了平時的上網習慣，上網前後出現悶悶
不樂、緊張不安等情緒，甚至有退縮行為，都
可以留意子女是否有被欺凌的危機。
當家長發現子女有可能成為受害人時，首先

要了解清楚事件，聆聽子女的感受與經歷，讓
子女體會到家長的陪伴，再用尊重和關心的態
度，與子女一同探討進一步的行動，並鼓勵尋
求學校老師、社工等專業人士的幫助。

網絡世界都要堅守道德操守
平時，家長可以教導子女在網上要三思而後

行，保護個人資料，避免偏激的言行成為網絡
欺凌的目標。
同時，更要培養子女尊重他人及負責任的上

網態度，在網絡世界與現實生活一樣都要堅守
良好的道德操守及社交禮儀，向網絡欺凌說
不，既不成為主動攻擊別人的欺凌者，亦不做
沉默旁觀或者推波助瀾的「花生友」。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駱萤雪

查詢電話：2527 317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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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欺凌潛伏青少年身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由5
所自資高等院校共同研發及建構的
智能就業資訊平台「英才網」
（JINESS）日前舉辦「自『資』之
明．求『職』要『型』」職業高峰
會，邀請到多位知名人士、企業招
聘者及畢業生交流，向學生展示藉
智慧就業平台如何善用科技建立履
歷表，並指導學生及早規劃職涯，
同場亦設「有型職培訓工作坊」，
為學生提供全面的職場資訊及秘
技，為投身職場作好準備。
「 英 才 網 」 （Joint-Institution

Network for Student Success,
JINESS）是香港首個供自資高等院
校學生及畢業生使用的聯校學生就
業資訊平台，獲教育局撥款資助
2,000元開發。參與的5所本地自資
高等院校，包括恒生管理學院、明
愛專上學院、明德學院、珠海學院
及東華學院。
恒管副校長（機構發展）暨「英

才網」管理委員會主席方永豪致辭
時表示，本港自資院校每年的畢業
生人數眾多，是次職業高峰會專為
他們而設，希望講座及活動能啟發

學生了解個人的能力，讓他們透過使用平台
服務，建立全面的履歷，為求職作好準備。
活動現場有僱主、教育界人士、就業輔導導
師，以至高中生參與講座，一同交流。
「自『資』之明．求『職』要『型』」

職業高峰會是「英才網」舉辦的首個大型活
動，跨媒體藝人森美、北京殘奧會香港馬術
代表葉少康、多媒體製作人伍家謙及網絡知
名YouTuber譚杏藍（小花）獲邀出席，分
享如何在職場突圍而出、建立個人事業的成
功之道。
另外，還有兩所大型企業的高級行政人

員，包括香港航空有限公司人力資源總監邱
志威及微軟香港有限公司人力資源總監許珮
雯，分析行業發展前景、招聘方面的最新資
訊，並與學生代表討論求職就業方面的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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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誼靜（左）帶領同學用一年時間研究海葡萄養殖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攝 ■兩位設計者試玩「氣墊球手機械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香島教育機構日前舉辦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國慶聯歡餐會，機構所屬校教職員、香島
高齡教工會的退休教工近300人濟濟一堂，共賀國慶。多名校董及
機構代表等在餐會上主持了簡單而隆重的儀式，祝願祖國繼續繁榮
昌盛、國富民強，為早日實現「中國夢」再創輝煌。
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致辭時指，新中國成立68年來，中國人憑
着不畏艱辛的精神、頑強的鬥志，在發展道路上不斷探索和邁進，
令國家在各方面都取得驕人成就，在國際舞台上也扮演着越來越重
要的角色，例如國家牽頭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展「一
帶一路」的環球經濟發展倡議；國防方面，國家自行製造的航空母
艦投入服務及大型的閱兵等，均顯示了國家在防衛疆土和防護國民
的實力等，都令人鼓舞。
餐會以熱鬧的刺氣球及切蛋糕儀式揭開序幕，各人舉杯祝酒，祝
願祖國國運昌隆，繁榮富強、香港和諧穩定。其後有大抽獎環節、
表演節目與笑聲不絕的遊戲環節。
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於其退休翌年即2016年設立的
「楊耀忠獎教基金」，今年再頒發予6名優秀員工，表揚他們對愛
國教育事業的貢獻。最後，餐會在《歌唱祖國》的響亮歌聲中圓滿
結束。 ■香島教育機構日前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國慶聯歡餐會。 受訪者供圖

本學年
開 始 試
行、鼓勵

教師將所學回饋教學的「在職中學
教師帶薪境外進修計劃」遴選工作
即將開展。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專業發展及培訓）容寶樹昨日在
教育局《局中人語》專欄發表文
章，提到第一期前往芬蘭及澳洲培
訓活動的報名情況良好，局方已成
立遴選委員會，遴選結果最遲將於
今年12月公佈。
容寶樹表示，截至10月6日當局
收到近90份申請書，其中芬蘭進修
計劃申請尤為踴躍。因部分申請書
仍在郵寄中，未有最後申請書數
字。局方將按申請者的經驗、個人
陳述、校本計劃或研究方案的初步
計劃書等，由遴選委員會負責跟進
及給予專業意見，最遲在12月有結

果。
容寶樹介紹指，第一期「計劃」
首批課程為「跨學科學習及開拓與
創新教育」及「照顧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兩項主題，分別於芬蘭及
澳洲舉行。
成功獲選的教師將於明年4月至6

月，到海外參與為期5星期至6星
期的特定課程及駐校體驗學習。
當局亦會安排 3星期的進修假

期，讓教師於出發前就所選課程進
行特定課題研究，及於完成課程回
港後，總結學習所得及於校內試行
有關計劃。
文章又提到，當局會繼續蒐集業

界及學員的意見，不斷優化課程設
計，在進修時間和培訓地區等方面
作適當調整等，為學校及教育界帶
來新思維，造福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中學師帶薪進修 赴芬蘭申請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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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知中學近日在浸大大
學會堂舉行「活出精彩人
生，貢獻社會」為主題的
開學集會，同時進行15周
年校慶啟動禮。校方期望

同學在新學年能跳出校園框框，擴闊眼界，
探索世界，為自己的人生找到方向。
匯知中學本年度的開學集會邀請得該校

校監譚萬鈞、執行校董容麗珍、校董兼考評
局前秘書長蔡熾昌、校董兼中大教育學院課
程與教學學系客席副教授文綺芬到場參與。
譚萬鈞勉勵同學要對過往15年學校得到

的發展和成就感恩，並勉勵他們要以蘋果公
司 前 執 行 長 Steve Jobs 的 名 句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懷着一股熱情生
活，才能活出精彩人生。執行校董容麗珍則
透過短片勉勵同學「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即使在學習與奮鬥過程中遇到挫敗，都要堅

持下去。
接着是校方表揚去年於校內及校外獲得

傑出表現同學的頒獎環節，同學獲得多個獎
項，包括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學會主辦的創
意科技環保機械獸大賽冠軍、全港中學生
3D打印設計比賽獲頒健力士世界紀錄等。
當中，頒發模範生獎項及賽馬會創藝之

星打手印儀式最受注目，得獎者向台下「匯
知人」分享如何成為才德兼備、品學兼優的
學生，令台下同學獲益良多。
適逢今年是匯知中學創校15周年，各嘉
賓也在台上與全校師生一同向「i-cake」吹
爉燭，象徵該校邁向15周年。最後，學生
會代表領唱《我的驕傲》，與全體同學把
感謝老師的心意唱出來，並邀請一眾老師
上台接受獻花，為開學集會畫下完美句
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匯知開學集會 活出精彩人生

■匯知中學近日舉行以「活出精彩人生，貢獻社會」為主題的開學集會。 校方供圖

以「生活智慧．盡在創新」為主題的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7」，將於本月

21日至29日於香港科學園舉行。
VTC將展出師生共同研發的作品，包括
「水產植物（海葡萄）之養殖系統」、「氣
墊球手機械人」和「互動虛擬水族館」等，
以讓市民了解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
數學）原理為日常生活所帶來的好處。

海葡萄擁「綠色魚子醬」美譽
口感如魚子般豐富多汁的海葡萄，有「綠
色魚子醬」之美譽，因其不僅可口又營養豐
富而深受喜愛，但唯有在極其清澈和水溫適

合的水域才能生長，故產量極少。
沖繩、內地紛紛研究其人工養殖技術，但

相關研究於香港遲遲沒有開展。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科技學
院食品與健康科學學系二級特任導師張誼
靜，帶領6名同學用以一年時間研究海葡萄
養殖系統，「我們安排同學上個暑假在深圳
的養殖場學習養殖技術，後來通過不同的測
試研究發現，香港養殖海葡萄所需的溫度為
20度左右、水中氯含量亦較高，與內地養殖

條件很不同。」
針對香港的養殖環境，團隊發現「在水龍

頭水內加入包括菌膠團（Zoogloea spp）、
綠膿桿菌（Pseudomonas spp）等6種細菌
及營養素，再通過淨化水系統和溫度控制系
統即可於一米長、半米寬、約0.8米深的魚
缸內養殖海葡萄」。團隊正研究測試，將相
關細菌製成滴液添加劑，未來應用於家居魚
類飼養濾水系統，並將相關技術推廣至中小
學。

與「氣墊球手機械人」對決
「創新科技嘉年華」中的展品亦包括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IVE）電機工程高級文憑畢
業生設計製作的「氣墊球手機械人」，當中
設有高速數碼攝影機收集移動氣墊球的影像
並進行分析運算，再利用即時控制器調動機
械人左右前後移動，攔截對手入球，讓玩家
擁有與機器人對決的體驗。

「互動虛擬水族館」勾畫魚貌

有心普及環保理念的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KDI）逾20位師生製作「互動虛擬水
族館」，合力運用多媒體技術勾畫出46種
魚類外貌並製成動畫，相關影像利用超高
清影像處理技術和高動態範圍成像技術，
令畫面清晰立體，使用者觸摸屏幕亦可了
解該魚的品種、最長長度、繁殖方法等信
息。
開發者希望透過逼真影像和輕鬆互動，

普及魚類知識，提高市民海洋保護意識。

本疊內容：教育新聞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