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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生新3D腦成像技術揚威神州

港生「協作解難力」全球第三
僅遜星日 女叻過男 家有電腦者能力較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

昨日公佈首個協作解難評估結

果，本港15歲青少年在52個國家

或地區中排第三，僅次於新加坡

與日本。研究發現，在家使用電

腦者，其協作解難能力顯著高於

家中無電腦的學生，平均成績差

距高達40分，女生相關能力高於

男生。有教育界人士指，若學生

能在家善用電腦針對問題尋根究

底，確有助提升解難能力，建議

學校多推廣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令基層學生知悉可借用電腦，以

幫助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香港年輕人科技
創新再次揚威全國舞台。近日在上海舉行的「第十
五屆挑戰盃—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
賽」，來自香港8所大專院校的香港代表隊，共獲
得包括兩個一等獎及5個二等獎在內的佳績。其中
獲一等獎的香港大學醫科生黎曦明，針對包括人腦
在內有關神經組織的檢測觀察，開發了具效率及解
析度極高的新一代組織學成像技術，提升3D腦圖
譜的應用及成效，可望於臨床實驗醫學如尋找疾病
成因及觀察癌細胞的擴散等作出貢獻。
「挑戰盃」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被譽
為當代大學生科技創新「奧林匹克」盛會，共吸引
全國約2,000所高等院校，200萬名學生參加。經
過一系列的校賽、初賽及複賽後，最終有755項作
品參與11月14至19日在上海大學舉行的現場問辯
及展示，大會並頒發不同獎項。

港隊奪兩冠5亞20季
今年香港代表隊由8間大專院校56名師生組

成，共有27項作品參賽，共獲得兩個一等獎，5個
二等獎及20個三等獎。負責組織港隊的香港新一
代文化協會昨日舉行新聞發佈會，邀請獲獎學生分
享及向其頒發獎狀。
一等獎得主之一的黎曦明，其參賽項目為「新
一代組織學的發明及其人腦三維調查的應用」，他
受訪時介紹指，神經組織的三維（3D）調查能為
我們理解大腦的功能提供不可或缺的資訊，然而現
有相關技術較為繁複和費時，如要清晰觀察細胞，
需不斷將組織切開再作觀察。

為了補充更宏觀的3D腦圖譜技術，如擴散核磁
造影，他特別開發了具效率及解析度極高的新一代
組織學成像技術，昨日並即場展示了這種方法在人
腦各個區域的應用情況。
他期望，該項目能在為臨床實驗醫學上作出貢

獻，幫助尋找病成因，及觀察癌細胞的擴散。
而來自浸會大學的博士生魯軍，亦以「一種具

有良好水溶性、酶敏感性、腫瘤靶向性的智慧型抗
乳腺癌藥物—適配子—紫杉醇偶合物」項目獲得一

等獎，該研究能增強藥物對腫瘤細胞的毒性，同時
大幅降低對正常細胞的損害，為開發新一代的藥物
偶合物奠基。
新一代文化協會總幹事蘇祉祺指，香港代表隊

能在賽事中從全國科研精英中脫穎而出，證明香港
大專學界的科技創新水平正不斷提升，期望政府能
投放更多資源，充分調動民間機構和社會各界的積
極力量，為香港培育更多優秀的科技創新和創業人
才。

■香港大專學生代表隊於今屆「挑戰盃」全國科技賽獲得2個一等獎、5個二等獎、20個三等獎的佳
績。 機構供圖

PISA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策劃，每3年進

行1次，以母語評估全球15歲學生的閱
讀、數學和科學能力，主要研究結果已
於去年12月公佈，而同一研究中的協作
解難評估屬首度舉行，結果則於昨日公
佈。連同香港在內，共有52個國家及地
區、12.5萬名學生參與。

13%港生達第四級最高水平
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香港學生能力
國際評估中心」（HKCISA中心）於
2015年以隨機抽樣方式邀請本港138間
中學的1,600名15歲學生參加電腦化評
估，學生須於電腦程式提供的模擬互動
情景中搜尋和探索，以測試港生的協作
解難能力。

結果顯示，52個國家或地區中，港生
協作解難能力平均分為541分，位列第
三（見表）。相關評級分5級，最差為
「第一級以下」，其餘為第一至第四
級，有13%港生達到第四級最高水平，
高於OECD平均值（7.9%），但不敵新
加坡和日本。

得閒上網睇新聞 表現更好
HKCISA中心也分析了家庭資訊科技

資源對學生表現的影響。研究發現93%
受訪學生在家裡可使用電腦，其協作解
難能力顯著高於家中無電腦的學生，平
均成績差距達40分。
若學生間中在校外進行網上消閒活動

或完成課業，包括為做功課而瀏覽互聯
網、閱讀網上新聞及從互聯網獲取資

訊，其協作解難表現比每天進行或從不
進行者為佳。
此外，性別和移居者身份對學生成績的

影響顯著，在所有參與國家或地區，女生
的協作解難能力優於男生，香港女生較男
生高出36分。值得一提的是，港生對協
作解難「重視團隊」的態度與相關能力呈
負面關係，若學生自覺「團隊工作能提高
我的效率」，其協作解難能力愈低。
津貼中學議會執委、獅子會中學校長
林日豐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若學生能在家中善用電腦上網找尋
合適資訊、針對問題尋根究底，有助累
積知識及解決難題。特區政府近年提供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鼓勵基層學生向非
牟利機構借電腦回家使用，學校可在此
方面多推廣，令更多學生受惠。

就男女生的表現差異，林日豐指很多
小學及初中女生的語文能力均較男生
佳，有助她們表達困難及解決難題，故
女生得分較高也屬合理。
本身為中學校長的教育評議會委員蔡

國光則認為，學生是否能在家使用電腦
與其解難能力並無太大關係，研究結果
難以一概而論，相反，與父母相處時間
是否足夠、家庭社經狀況對孩子解難能
力的影響更大。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港生在PISA的優
異表現，證明香港教育朝正確的方向邁
進，包括資訊科技教育策略促進學生善
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和工具進行協作
學習，以及「學會學習」課程改革強調
培養學生各種共通能力，如協作能力和
解難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佳怡）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向城市大學捐出5億元，成該校建校33年來獲
得的最大單一筆捐款，將用以興建一幢以促進香港
健康一體化發展為旨的大樓，預計於2022年第四
季落成。新大樓將成為城大在港首設的動物醫學及
生命科學院的基地，校方並將之命名為「賽馬會動
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
「健康一體化」是着重多學科共同合作，促進人

類、動物和環境健康的整合概念，城大以此理念為
藍本今年推出全港首個獸醫學士學位課程，推進有
關教研及培訓工作。
昨日城大特別舉行「賽馬會健康一體化大樓」命

名典禮，答謝馬會的捐贈，主禮嘉賓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指，透過進一步發展「健康一體化」概念，以
可更全面處理公共衛生危機及應對未來的挑戰。
馬會主席葉錫安則表示，期望大樓能為城大提供

教學空間，同時能將動物醫學及生物醫學互相結
合，展現本港醫療發展的創新，體現了人類及動物
健康與環境密切共存的重要見解。

城大校董會主席胡曉明則提到，大樓將匯集大學
資源和國際專業知識，為預防傳染病以及香港乃至
整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
軒）因應近日有關被指於QS
國際大學排名涉及「報細」
學生人數以改善師生比的風
波，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胡
曉明昨日出席校方活動時主
動回應事件，強調校方並無
隱瞞或作弊，現已委託獨立
核數師進行調查，預料數星
期內會有結果。
早前有報道指，城大向QS提

交的學生人數只得9,240人，明
顯少於教資會數字紀錄的逾1.3
萬人，報道質疑此舉涉「造
數」谷排名，「報細」學生人
數以提高師生比例有關分數。
胡曉明昨日以英文致辭時主

動提及事件，「我保證校方並

無事情需要隱瞞或作弊」，目
前校董會已同意委託獨立核數
師核實所有相關數字。他又形
容城大「任何時候都能站在陽
光下（City U can stand up un-
der to sunlight at any-
time）」，相信調查有結果後
能還校方清白。
另再有傳媒報道指，城大去
年起聲稱成為首家獲頒「QS
超五星獎項」的本港大學，
「星數」甚至高於美國史丹福
大學及哈佛大學。惟QS負責
人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有關
評核是由校方付費邀請QS團
隊評核該校表現，但強調評級
結果不能「購買」，亦與該機
構排名榜無關。

城大涉QS報細數 報告數周內出爐

屯門中華基督
教會何福堂小學
有小一學生疑遭
同學欺凌，遭人
以鉛筆插耳，結
果要接受手術移
除塞在左耳內的

擦膠頭。受害學生軒
仔的母親余太昨日在
電台節目講述事件始
末，她擔心兒子的心
靈傷害不知何日痊
癒，故已決定會為兒
子轉校。另有同校家
長致電節目指，女兒
引述校內老師事發後
曾叫班上同學「諗下
擦膠入咗耳仔入面唔
痛㗎咩？俾人蝦會唔
即時出聲㗎咩？」她
質疑有人刻意引導學
生否定學校存在欺凌
事件。
余太昨日在節目上

講述事件經過，軒仔9月開學
前十分嚮往小學生活，但不足
半月發現軒仔的頸和校服背部
有粉筆痕跡，查問後得知班上
有女同學向他掟粉筆，其後事
態日趨嚴重，懷疑有學生施以
掌摑、插眼等「毒招」，余太
曾就事件向班主任反映，惟對
方否認學校存在欺凌問題。至
本月余太帶同軒仔見家庭醫

生，對方見軒仔有被欺凌跡
象，遂轉介他到醫院見臨床心
理學家，其間軒仔透露被同學
用鉛筆塞耳，終揭發事件。
事件中軒仔需接受手術移除

鉛筆上的擦膠頭，余太表示目
前仍要覆診查看耳傷，惟擔心
心靈傷害不知何日痊癒。她又
表示事件至今「唔知可以抱着
何種心情再讓兒子返校」，強
調一定會為兒子轉校，教育局
亦有提供支援。

同學稱老師曾質疑欺凌事件
聽眾陳先生表示，女兒與軒

仔同校，事件曝光後女兒引述
學校有老師曾於班上質疑欺凌
事件的真偽：「擦膠喺耳仔入
面唔痛㗎咩？點解咁耐唔講出
嚟？你俾人蝦唔出聲㗎咩？」
陳先生對有關說法相當反

感，批評老師的說法有引導成
分。他又指出該校存在欺凌問
題，當中以乖巧及文靜的學生
較易成為被欺凌對象。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昨

日亦有獲邀出席節目，他對事
件感到震驚，但認為校園欺凌
一般較難處理，特別是涉及年
幼學童。因欺凌較多在老師不
在場的時候發生，加上被欺凌
幼童未必願意講述事發經過，
「肯講亦未必能清楚交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馬會5億捐城大推「健康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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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最新有關15
歲中學生以
電腦協作解
難的評估結
果顯示，香
港在50多個
國家/地區中
排名第三。
圖為中學生
上課情形。

資料圖片

■圖為港中學生使用電腦解難學習情形。 資料圖片

■「賽馬會健康一體化大樓」完成後的構想圖。
馬會供圖

■馬會主席葉錫安博士（左二）、行政總裁應家柏
先生（左一）聯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中）、
城大校董會主席胡曉明先生（右二）及校長郭位教
授（右一）主持「賽馬會健康一體化大樓」的支票
頒贈儀式。 馬會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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