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大智能秘技 3分鐘驗車電
不用先放電省90%能耗 未來手機家電同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電池支撐着智慧城市的運作，要做到快

速、高效了解電池實況愈見重要。城巿大學和機電署合作研製出智能實時

監測電池狀態系統，原本需花費10小時才能監測到車輛和數據中心電池健

康狀況，現可縮短至3分鐘，並一改以往先放電再充電的監測方法，改為

循環使用能源測試，減少能耗高達90%。未來有關技術可應用於鋰電池

上，手機等個人及家用電器的電池均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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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時監測電池狀態系統於2014年底開始
研發，在不斷優化下研製出 3款機

芯，並已申請註冊專利。之後城大與商業機
構合作，製作出如手掌般大小的監測儀器，
產品將推出市面。
創新科技署為項目提供140萬元資金，機
電工程署則協助項目於政府車輛和數據中心
進行技術測試。
新儀器可監測出電池的電量、健康情況、

溫度，當健康指標顯示為30時至40時，說
明電池健康「亮紅燈」，需盡快更換。
新儀器還有數據記錄功能，結合人工智能
技術分析相關數據，用家亦可通過手機應用
程式，同步了解電池詳細監測情況。

驗數據中心電池省一天
城大電子工程學系教授鍾樹鴻指，新儀器

的最大優點是可以進行實時監測，「一般的
儀器如果想監測電池，需要將電池隔離電力
系統，比如監測數據中心的電池，原先需要
至少一天的工序，而新儀器僅需要 3分
鐘。」
此外，目前一般的監測電池系統，在監測

前需要先啟動後備電池系統，並釋放原有電
池的所有電量，再進行充電，才能獲得電池
狀態結果。鍾樹鴻指，新研發的儀器採用電
力電子技術，循環使用電池系統內的能源進
行測試，能減少九成能耗。
儀器可隨時監測電池健康狀況，減少目前

用家為避免電池突然故障而提前更換新電
池，減少產生電子廢物，亦可免去電池突然
故障帶來的不便。
團隊另一成員、城大電子工程學系副教授

劉永康笑言，一年多前曾用儀器為自己的座

駕電池進行測試，發現健康狀況僅達30%，
需要2個月至3個月內更換電池，惟因事務
繁忙而未有更換，最後車輛於兩個月後突然
故障，不得不就近更換電池，「可見儀器監

測很準確。」
鍾樹鴻表示，電池對智慧城市而言十分重

要，且需求很高，為配合智慧城市發展，研
究人員希望嘗試將技術應用於太陽能、電動

車等。
機電署高級工程師李錦鴻表示，政府將進

一步與城大合作，探討將儀器安裝在政府車
輛上作進一步試驗，檢測車上的電池系統。

法國人曾說過這樣的一句
話：「沒有朋友就等於沒有
陽光。」但我人生中的陽光
卻是那麼的與眾不同。我的
朋友樂樂總是那麼明媚，照

亮我，卻不知何時才能給她自己多些溫柔
呢？

路不平拔刀助 倔強改不掉
提起樂樂，守門的大爺總會說「多好的女

孩啊！跟雷鋒似的。」這時樂樂總像個待嫁
的姑娘，羞答答地低頭，粉紅紅的耳朵卻
總暴露了她的心緒。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然
而對於她樂於助人的天性，我卻是又愛又心
疼的。
樂樂的父親是武打師傅，專教人們強身健

體的拳術，而樂樂從小聽武俠故事長大，
對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捨身為
人」等俠義精神總存一份崇拜。今天幫鄰
居奶奶上瓦頂抓貓，明天當街追小偷，令我
真是心驚膽戰，卻又束手無策。
我愛看她助人為樂後那一臉興奮，又蹦又

跳的樣子，像個小孩子得到心愛的糖果，滿
足得樂不邊兒，但我卻不得不說：「你以
為你是楊過還是李小龍，仗會兩招就出風
頭，搶了警察的工作不說，要是小偷帶刀

了，你以為你回得來？」樂樂立刻像霜打的茄子，跺
腳嗔道：「可是……可是等警察來了就來不及了，
要是那人被偷的錢很重要，急用救命是一刻也不能延
誤呢！反正我會注意安全的。」我無法改掉她倔強的
性子，唯有叮囑她克制一點了。看對她伸起大拇指
的警察，我再一次無可奈何了。
然而這一次的事，令我真的無話可說，更禁不住生

出恨她的念頭！
我們去海邊觀潮，這是我們的節目慣例。由於是漲

潮，風浪像翻滾的熱油，一潮跌落，一潮又起，壯觀
不已。突然一陣呼叫從人群中傳來，看潮人們爭先恐
後、退開岸邊，「有小孩掉進海裡啦！」這句話像炸
開了的油一樣傳開啦！人們漲紅了臉大聲嘶吼「快救
人。」大家吵吵嚷嚷卻未見人有所行動。我心中冒起
不祥的預感，果然，樂樂沉默片刻便掙脫了我的手，
隨手搶過一個救生圈，跳了下海。
「噗通」一聲，像是一個指令，人們開始行動起

來，其中一個男子將綁了繩子的救生圈扔了下海，看
一個又一個大浪蓋沒了樂樂和那個小孩，載浮載沉
的樂樂在浪高風急中仍奮勇地撲向小孩。最終，小孩
慢慢被拉了上來，而樂樂卻筋疲力盡，無力地鬆開了
手，片刻便消失在波濤洶湧的海面。隨即，遠道而來
的消防員下了海，我心中捏了一把冷汗，此時此刻，
我無比痛恨樂樂，為什麼就不多為自己想一點，少
為他人做一點。
是的，我喜愛她樂於助人時為身邊的人帶來溫暖，

但卻無法忍受她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難道她不知道
愛她的人是多麼恐懼嗎？我的心臟像是被成千上萬的
針刺穿了一樣，又麻又痛。看終於被救上岸的樂
樂，我的心像憋在半空中被吊。

朋友擔心 又愛又恨
回到平地。樂樂精神奕奕卻全身無力地躺在沙地
裡。我默然看對我滿臉微笑的樂樂。
這就是令我又愛又恨的朋友，我從她身上學到樂於

助人的精神，卻從未能做到她捨身為人的大義，我愛
她犧牲小我的無私偉大，卻也恨她不能為自己和愛她
的人多想一點。我在內心的深處為她敬禮，也默默的
期望世上有更多像她這樣的人，美好和諧的社會需要
這樣的支柱去支撐。我相信當我站在與她同一高度
時，必然更能明白她吧。

■麗澤中學學生楊寶宜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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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理工
大學護理學院轄下的香港創新學院昨日
舉行「第三屆香港創意日」暨「香港創
意大獎比賽」，為本地科研人員提供平
台，展示及推廣醫療健康護理方面的嶄
新發明及概念。本屆創意大獎賽冠軍得
獎方案為開發全新的三維/四維（3D/
4D）超聲資料可視化系統（B超），以
此真實可交互地可視化高維胎兒超聲資
料，有關技術可望提高香港、內地及東
南亞地區生產超聲設備的市場競爭力。
冠軍得獎方案由理大護理學院助理教
授秦璟負責，題目為「基於先進圖像去
噪和體繪製技術的高逼真即時三維/四維
超聲視覺化系統」。計劃指，現時高逼
真即時可視化3D/4D超聲資料仍然是一
項充滿挑戰的工作，難點包括斑點雜
訊、低信噪比、資料內組織間的複雜解

剖關係，令現有可視化系統仍不足以滿
足精準診斷與治療的要求。得獎方案則
利用一系列前沿圖像去噪和體繪製技術
開發了全新的3D/4D超聲資料可視化系
統，相信這能具備較大的商業化潛力。
亞軍及季軍則分別由來自瑪麗醫院及

博愛醫院的參賽者奪得。
因應昨天「創意日」活動，理大護理
學院邀請本地及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醫療
組織、大學和專上院校的科研人員，提
交針對現今醫療及健康科學問題的原創
方案，競逐第三屆「香港創意大獎」。
大會以科技解決醫療問題的能力，以及
進一步轉化為商品的可能性，選出比賽
的優勝者。冠軍將代表香港參加於2018
年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醫療護理創新
日」，與世界各地的代表競逐「全球創
新健康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提高音樂工作
者對中國音樂的認知及愛樂者的欣賞能力，嶺南
大學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知識轉移項目「中國
音樂的風格」安排了一連串推廣活動，包括自今
年9月開始由著名中樂學者余少華主持的公開講
座、徵曲活動及工作坊等，而至12月6日（星期
三）項目亦將舉行音樂會，由樂團「竹韻小集」
演出香港知名音樂家，以及徵曲活動入圍者的作
品。
是次音樂會將於12月6日晚上7時30分在香港

科學館演講廳舉行，免費入場，歡迎音樂愛好
者、音樂工作者以及公眾人士參加。而徵曲活動
3位入圍者的作品包括洪銘健的《空山．聲鳴》
（選段） 、霍智康的《深水埗的仰望》及鄭靖
楠的《凌波微步》更將會作首演；有關作品將會
錄音及安排在香港電台播放和出版CD。活動座
位有限，先到先得，有意參加者可電郵crd@ln.
edu.hk或致電2616 7484登記留座。

嶺大推廣中樂
下月辦音樂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為鼓

勵學生透過聲音演繹作品，揣摩文
字表達的精要，以聽覺享受讀書的
樂趣，香港電台特別舉辦了「《有
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
大會前日舉行記者會，公佈來自8
間中學的11位參賽同學順利晉級明
年1月20日舉行的決賽，大會並將
安排資深廣播員及藝人為學生主持
工作坊，幫助他們掌握聲演書本時
的聲線、咬字、感情、結構等，為
決賽備戰。
今年的「《有聲好書》聲演賽

2018」深受學界支持，初賽以抽籤
形式選出20間中學共589名學生參
加，人數創歷屆新高。經過專業評
判團甄選後，大會選出來自伊利沙
伯中學、拔萃女書院、香港培正中
學、馬鞍山崇真中學、基督書院、
福建中學（小西灣）、賽馬會毅智

書院、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8校11
名參賽者進入決賽。而前日記者會
亦邀請多名藝人、廣播員及傑出運
動員分享閱讀心得，為入圍同學打
氣，亦有嘉賓現場向入圍同學講解
聲演文學作品的心得和技巧，讓他
們能從發音、聲線運用、感情、自
信心等多方面裝備自己。

「《有聲好書》聲演賽 2018」
比賽除有冠、亞、季軍、優異獎
外，亦設有「網上聽眾投選至Like
大獎」，公眾可於 2018年 1月 8
至15日期間，登入港台《有聲好
書》特備網頁（rthk.hk/special/
audiobook）投票，為支持的同學
打氣。

理大新B超去「雪花」更勁

港台《有聲好書》11中學生入決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早前
爆出有小一學生疑遭同學篤眼及鉛筆塞
耳的屯門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校
方已就事件完成調查。報告指有涉事同
學承認曾拍打軒仔，但聲稱只為叫他傳
功課，另一同學亦稱可能打過軒仔的
臉，但兩人否認有傷人行為。校方認為
現有資料未有顯示上述行為在校發生。
會上軒仔父母質疑校方調查方法，強調
與事實有出入，故會繼續追究。
另有學生家長投訴事件令全校承受極
大困擾，有人質疑事件涉及家暴，雙方
一度對質。
屯門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小一生
軒仔，早前報稱被同學塞鉛筆入耳，導
致擦膠頭殘留耳內，需要做手術取出，

最終揭發他自本年9月中以來，懷疑多
次遭受同學欺凌，包括遭人擲粉筆、掌
摑、插眼等。
就上述懷疑欺凌事件，校方昨日舉行

發佈會交代調查報告。校長周任玲指，
是次調查有8位軒仔的科任老師參與，
並透過問卷調查方式訪問了24名同班同
學，以了解軒仔9月至11月的上學情
況。

一同學認或曾打臉
就軒仔母親余太提及兒子曾在課室、

校車及一樓平台3次遭到欺凌，其中課
室欺凌涉及兩名同學。報告指當中一人
承認可能曾有一次打過軒仔的臉，但印
象模糊；另一人承認曾用手拍軒仔，

「叫他傳功課」，但未有擲粉筆。其餘
兩次的涉事同學則否認有欺凌行為，亦
未見過類似情況發生。
校方並向校巴司機及保母查詢，均表

示未有發現軒仔遭欺凌。另外同學的問
卷調查亦無顯示有學生見過軒仔被打。
至於軒仔在本月10日懷疑遭人篤眼及
鉛筆塞耳，報告綜合當日老師口供及翻
查校園閉路電視片段，顯示軒仔除一度
哭訴要找母親外，其餘時間未見異樣，
更有老師指軒仔在課堂表現愉快。
周任玲表示，「從當日上學第一堂至
放學的時序中，我們謹慎、公平、公正
的處理，我們在當日每一個環節看不見
有關現象」，故總結現有資料未見有擦
膠塞耳或篤眼事件發生。

有家長哭訴困擾全校
昨日上午約有50名家長出席調查發佈

會，當中包括軒仔父母。問答環節期
間，有學生家長哭訴有關指控讓全校家
長和學生承受很大創傷，子女情緒大受
困擾。
另有家長表示，軒仔曾有數日無回校

上課，認為擦膠塞耳事件難以證實在校
發生，甚至懷疑涉及家暴。
軒仔父母親隨即否認有關說法，強調

無意懲罰涉事的孩子，而是不滿意校方
的處理方法。兩人均表示無法接受學校
報告，對於校方「什麼都查不到」表示
震驚，又表明一定會追究，並為兒子轉
校。

校方稱未見欺凌 軒仔父母「不收貨」

■理大護理學院創新日，學院主任莫禮士（左五）與冠軍得主秦璟（右五）等合照
留念。 理大供圖

■眾嘉賓為參賽同學抽出決賽出場次序後，合照留念。 港台圖片

■智能實時監測電池狀態系統只有如手掌般
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攝

■城大和機電署合作，研製智能實時監測電池狀態系統。鍾樹鴻（右一）、劉永康（右
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