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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掌見枴杖「老友」不再怕黑
小兄弟為幫外公 研萬能杖既暖手又可手機充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科技能為生活帶來方便，有時更可以救命。一對小學生兄弟有感
年邁外公深夜在家摸黑行走會有危險，靈機一觸構思出具聲控發光功能的太陽能產品「老友記枴
杖」，可辨認拍掌聲而着燈及播音樂，方便長者於黑暗中找到枴杖，兩人其後更因應外公需要加

■「UMix Music App 創 音
音樂智能應用
程式」
同時獲兩
獎。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入暖手器及手機充電功能。有關意念獲本屆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頒發小學組金獎。

播道書院（小學部）小六及小四
的兄弟陳祈恩和陳溢朗，憑着

「老友記枴杖」獲得「學生創新（小
學）金獎」。兩人分享創作意念源自
家中外公，「公公有時半夜起身上廁
所，但他不想嘈到我們，加上可能想
慳電，寧願摸黑行走」，哥哥祈恩指
外公有時甚至連枴杖都未必找到，試
過跌倒擦傷。

破傘到水喉通 不斷改良
兄弟倆希望為外公分憂，於是在 3
年前想到「老友記枴杖」雛形，「最
初我們是找來爛遮作為主幹，並在手
把位貼上暖手器，以便外公取暖」。
溢朗解釋，他們拖着外公的手常覺得
凍，於是想到加入暖手功能，不過祈
恩直言這個版本「又重又唔靚」，外
公試用後亦覺得不夠實淨，於是他們
先後作過 4 次更新，最新版本是用水
喉通製作主幹，手把上的暖手鐵片及
電筒分別設有專門開關按鈕，更設可
自行調節收音大細聲的扭掣，「扭大
一點便可加強收音，遠一點的拍掌都

能使它啟動，有閃燈並發出音樂，告
知用家位置。」
此外，他們亦有顧及外公使用習
慣，在枴杖加設 usb 充電插頭及太陽
能板，使「老友記枴杖」各功能自給
自足之餘更可為外公的手機及電風扇
充電，進一步改良使用體驗，未來則
嘗試使用鋁管材料進一步將其「加
固」，讓外公可放心使用。陳太昨日
亦有到場陪兒子們領獎，她笑言外公
很是喜歡兩人這份心意，常會帶着它
向朋友分享介紹。

人聲轉電音App 誰都能寫歌？
本屆香港資訊及科技獎分小學、初
中、高中、大專組。科大兩名研究生
區 竣 銘 及 黎 子 健 憑 「UMix Music
App創音音樂智能應用程式」同時獲
得「學生創新大獎」及「學生創新
（大專或以上金獎）」，這是一款透
過人工智能及數位音訊處理技術研發
出人聲轉換 MIDI、調號和弦及節奏
偵測等功能的手機應用程式。用家只
需哼出旋律，便能隨時隨地製作一段

完整的數碼音樂。
區竣銘解釋指，系統接受哼歌旋
律，可自動轉換成以鋼琴、弦樂、敲
擊樂等不同演奏方法，用家亦可按需
要將之改變成流行音樂（pop）等不
同曲風，其後將之輸出成mp3等格式
放到網上或與人分享。黎子健期望系
統有助減低音樂創作的複雜性，「即
使是不會看譜的新手都能寫歌」。該
程式預計於一個月後免費上架，予大
眾分享創作樂趣。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本屆包辦初
中及高中組金獎，初中組金獎作品
「智能藥袋」透過用 NFC 貼紙儲存
藥物的資料，並以自行開發的 Android App 讀出藥物資料，如藥名、
服用時間和副作用等，並設響鬧功
能，幫助視障人士及長者準時服藥。
高中組金獎發明「智修室」則是透過
儀器偵測分貝、超聲波及紅外動態，
以便管理員及自修室使用者準確掌握
每個座位的使用情況，有助改善自修
室的噪音問題及被濫用情況，為使用
者帶來舒適的自修室。

理大研升呢「區塊鏈」防「量子駭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近年電
子貨幣愈趨普及，惟安全性一直是大眾
所顧慮的問題。有見及此，香港理工大
學連同澳洲蒙納士大學，及澳洲科銀資
本公司合作，成立全港首個「區塊鏈和
加密貨幣技術聯合實驗室」，主力研究
提升相關技術的運作效率、私隱保密及
系統安全，以防禦超級電腦—量子電腦
的攻擊，是次研究為期 3 年，理工獲近
千萬港元作為研究經費。
理大昨舉行聯合實驗室開幕禮，創新
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擔任典禮嘉賓。
他致辭時指，聯合實驗室將有助推動香
港在區塊鏈和加密貨幣技術的發展。據
了解，實驗室亦將公開招募 10 名至 12 名
金融科技相關的研究生協助研究項目。

加密電子貨幣 賬目冇得改
現時巿民轉賬時，要向銀行證明身份
及查詢賬戶餘額等資料才可進行交易，
過程繁複和費時，如海外轉賬，巿民更
需繳付手續費。為提升貨幣流通及交易

效率，電子貨幣逐漸流行，而上述的區
塊鏈是加密電子貨幣的基礎技術。
理大電子計算學系助理教授區文浩解
釋指，所謂區塊鏈是公眾的電子記賬
本，用家們共用一本賬本，彼此以電子
簽名授權交易，所有交易資料均被記
錄、不可竄改。用家亦可透過賬本查詢
他人的交易記錄。區塊鏈除了管理金融
交易，亦可以管理身份、複雜物流程
序，如追蹤貨物等。
區塊鏈技術雖具龐大發展前景，但仍
有不少挑戰，包括洩露私隱、不當使
用、黑客攻擊等，而且量子電腦技術預
期十年內可發展成熟，將可以攻破區塊
鏈的安全網。
為應對挑戰，區文浩及其研究團隊致
力研究提升區塊鏈技術，並初步研發了
「可連接環簽名」系統和「零知識證
明」系統，可提高網上交易驗證效率，
同時可保護私隱。
此外，現時研究團隊正與美國企業及
廣西的藥廠合作研究，應用區塊鏈技術

■全港首個「區塊鏈和加密貨幣技術聯
合實驗室」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建立食物和藥物防偽檢測及監管系統，
預計將於今年內有成果。未來團隊會研
發可於一般電腦運作、而足以防禦量子
電腦攻擊的保護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教育大學學生
事務處主辦、社創基金全力推動的「社創日」昨日在
教大中央廣場舉行。校方邀請了「社創流動」互動展
覽車展出創新項目，現場又擺設了多個社創攤位及兩
個教大學生的初創計劃，以推廣項目理念。教大校長
兼社創基金專責小組主席張仁良親自到場打氣。「社
創流動」
互動展覽車自去年11月起已經到訪全港超過
25個地點，包括大專院校、中小學、屋邨、政府場地
等，並設有
「互動專區」
，讓公眾親身體驗各具特色的
創新項目，以宣揚社會創新的概念。
張仁良表示，期望教大的學生能開啟實踐意念之
門，結合夢想和熱誠，轉化現有的知識，將創意及
科技應用到日常生活上，而創新、創意及創業已成 ■「社創流動」互動展覽車昨日在教大展出，張仁良親自到場打氣。
為了21世紀追求卓越與成功的必備要素。
教大提供圖片

孔子無教人
「以德報怨」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國情、歷史、文
化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水平，培
養學生常閱讀、多思考的良好學習習
慣，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特別舉辦
「回歸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
情知識大賽」，有關活動已圓滿結
束，而大會專設的「中華學堂」欄目
則會繼續以輕鬆手法介紹與香港回歸
及國情相關知識，深化讀者對國情的
了解。

▲陳氏兄弟設計
「老友
記枴杖」
記枴杖」
奪金。
奪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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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修室」獲高中組
金獎。 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慶威 攝

類別

機構/得獎者

得獎項目

學生創新大獎

香港科技大學
(區竣銘 / 黎子健)

創音音樂智能
應用程式

大專或以上金獎 香港科技大學
(區竣銘 / 黎子健)

創音音樂智能
應用程式

小學金獎

播道書院(小學部)
(陳祈恩 / 陳溢朗)

老友記枴杖

初中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張泳妍 / 陳妙兒/ 黃芷莜)

智能藥袋

高中金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梁芷褀 / 李紫桐/ 樊紫妍)

智修室

資料來源：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學生創新獎」得獎名單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陳劍下月訪浸大講簡帛古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著名古文字學專
家、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陳劍獲聘為2018年浸大訪
問學者，他將在浸大開展有關簡帛古書和古漢字
的系列講座，歡迎公眾參與，費用全免。
陳劍獲饒宗頤國學院邀請，於今年3月至4月
駐校訪問。其間他將以「簡帛學者的拼圖遊戲：
簡帛古書整理復原雜談」及「『大洪
水』、 『剝頭皮』與 『殺首子』等等—解讀
古漢字中所蘊含文化信息的正確姿勢」為主題舉

辦兩場講座，活動分別於4月13日下午4時至5時
半和4月27日下午4時至5時半，在浸大逸夫校園
逸夫行政樓7樓饒宗頤國學院進行，講座語言為
普通話。
陳劍研究方向主要為古文字學、出土古文字文
獻的整理與研究，長於甲骨金文及戰國文字的考
釋、簡帛古書的整理與通讀。他先後畢業於四川
大學中文系本科、河北大學中文系漢語文字學專
業文學碩士、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文獻學專
業文學博士，發表論文50餘篇。

「嗑瓜子」定「食花生」
？ 圍觀群眾「一家親」

教大出車推廣社創

編者按：

「學生創新獎」
各組別大獎及金獎名單

我們可能從小開始就常常聽到，甚至被
教導，在為人處事上應當「以德報怨」，
簡單來說就是，即使別人對我們不好
（怨），我們也不應該對別人不好，而是
以好（德）來回應別人的不好。舉例來
說，別人打了我們一下，我們不是用打對
方一下作為回應，反而是以寬恕態度去原
諒別人。

萬世師表倡「以直報怨」
這也許是一種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並
且經常和西方基督教中，耶穌基督把另一
邊臉也扭轉過來給別人打的教導作為媲

美。不過，先擱置這究竟是否一種「真．
美德」不說，可能是由於中國受儒家思想
影響深遠的緣故，歷來有不少人都將這個
「美德」的起源，「歸功」於先秦儒家的
代表人物、萬世師表——孔子。這可真的
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在現存可考據的文本
經典當中，孔子根本就沒有講過「以德報
怨」。
讓我們先來看看究竟孔子原本是怎樣說
的，在《論語》的「憲問」章第三十四節
中記載到︰「或曰：『以德報怨，何
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有人問孔子覺得用德來回應

每次帶學生朗讀普通
話水平測試 60 篇範文
的時候，讀到作品 26
號總會有一些特別的「笑點」。作品26號是著
名作家許地山的代表作《落花生》。這篇作品
以一家人種植、收穫花生為線索，通過兩代人
的對話，帶出花生「雖然不好看，可是有用，
不是外表好看而沒有實用的東西……人要做有
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
的人」這個道理。文章雖短，意義卻深遠，一
直是人們喜愛的名作佳篇。然而，在讀到︰
父親說：你們愛吃花生嗎？
我們爭着答應：愛！
這兩句話時，全班都哄堂大笑，就算是最害
羞的女同學，也忍不住抿起嘴巴笑起來。
到底同學哄笑的原因是什麼呢？原來就是
「吃花生」這三個字！在香港的潮語中，「食
花生」（吃花生）表示圍觀、看熱鬧的意思，
同時還抱着看好戲的修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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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各有選詞「看戲」
不嫌事大
「吃花生」這個短語在內地的網絡文化中又
該用什麼詞語來表達呢？打開內地網頁，在熱
點新聞或者熱帖下面，除了有各種角度的解讀
和評論之外，還有很多人純粹為了留言而留
言。在十多年前，網絡論壇剛剛興起的時候，
大家會用「飄過」、「已閱」、「打醬油」等
詞語表示「看過、但不關我事、且沒有什麼想

別人對自己作出的怨怎樣？孔子反問道如
果以德來回應怨，那麼還可以用什麼來回
應別人對自己作出的德呢？所以，孔子說
應該以「直」報怨。

正直不過火 促「改邪歸正」
那麼，孔子說的「直」是什麼意思呢？
歷來學界都有不同的詮釋，但較為可能符
合孔子原意的大致有兩種。第一種「直」
的意思是指用正直、正當以及在符合道德
規範下，以合適的方式來回應別人的怨，
例如以謀殺來回應別人輕微的偷竊，很明
顯就不是「直」的表現，較為合適的處理
方法，可以是訴諸執法和司法機構，將其
拘捕及懲罰並取回被偷竊的物品。
第二種「直」的意思除了包含第一種意

說的」這樣的感想。
網絡詞語更新速度飛快，隨着微博的興起，
在「圍觀」某些熱帖的時候，人們總是習慣性
地搶頭幾名留言的位置，這種感覺如同看大戲
搶頭排座位一樣，所以就有另一些人略帶調侃
地說「前排出售瓜子可樂」，還配上一些搞笑
的表情圖。
為什麼要賣瓜子呢，因為在內地，嗑瓜子是
人們聚會聊天時最常吃的食品之一。邊吃邊吐
瓜子皮，邊笑邊說鄰里八卦，這種似曾相識的
感覺，就如同網絡圍觀一樣。所以在內地網絡
上，「嗑瓜子」就有了「前排圍觀」、等着
「看好戲」的心態，同時還有一些「看熱鬧不
嫌事大」的起哄嫌疑。
然而，香港地區卻很少有嗑瓜子的習慣，所
以這個詞顯然在香港不能引起共鳴。香港人最
常吃的堅果是什麼呢，那就是花生了。在電影
院邊看電影，邊吃花生，「食花生」就有了作
壁上觀、看好戲的修辭效果。於是「嗑瓜子」
就和「食花生」對應起來了，這恰好可以看作
不同文化背景與地區差異對語詞選用的一個很
典型的例子。正如東北話「接地氣」流行全國
後，在香港地區卻用「貼地」是一個道理啊。
■李斐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
於 1979 年，宗旨是通過研究、
出版、教學、交流、合作等方式
促進中國語文工作的發展。

思外，更是帶有使他「改邪歸正」的目
的，希望能將他的行為改變成符合道德規
範的「直」人。這裡隱含着儒家在以懲罰
禁止人們作惡之外，更重視以教育將惡人
轉化成為具有德行之人的思想。
至於孔子會否禁止人「以德報怨」? 從以
上兩種「直」的意思來看，孔子顯然沒有
排除這種可能。
■鬱文

有關「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
識大賽」資料，可瀏覽 http://
cnc.wenweipo.com/，或掃描
有關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