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田添「營養泥」減蟲害增產量
小六生盼助務農叔叔減辛勞 在菇泥「加料」發酵化廢為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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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美顏）海洋公園
統計資料顯示，各地入境家庭旅客的比例
由2006年的10%增加到2016年的16%，行
政總裁李繩宗預期，這類旅客比例會持續
增長，很有發展潛力。針對家庭客源對
「教育旅遊」的需求，園方未來會積極與
境外的旅行社、學校等合作，推廣「遊
學」元素，以加強海洋公園的叫座力。
李繩宗與傳媒茶敘時表示，海洋公園可
以利用自身優勢，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自
然學習體驗，包括韓國、新加坡等地區的
學生會組成遊學團到海洋公園學習海洋生
物的知識，各人可以「一邊玩一邊學」，
加上園方可以提供英語的學習環境，有助
提升同學的英語水平，故很受韓國學生歡
迎。
此外，園方亦留意到家庭客源有明顯增
長，故未來亦擬推動親子遊學活動，也會
開發一系列為學校、本地家庭和家庭遊客
設計的單日或多日教育項目，這些項目將
在海洋公園內及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熱點舉
行。
公園亦銳意開拓內地巿場，李繩宗指海
洋公園在深圳、廣州、上海、北京及成都
均有辦公室，可以聯繫當地學校、旅行
社，園方可為內地巿場專門設計活動項目
以作推廣。

促STEAM教育注科技互動
就2月底的最新財政預算宣佈未來5年擬
撥款3.1億元予海洋公園發展教育旅遊，李

繩宗表示，園方已確立要強化教育旅遊的
發展方面，例如會融入科技令海洋公園成
為一個先進的教育中心，並計劃為公園的
教育課程注入科技互動元素，促進
STEAM（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
學）教育，及生物多樣性學習。
在外展教育方面，海洋公園將於2018/

2019起連續兩個財政年度加印為幼稚園學
生而設的保育學習教材《威威與好友》，
分發給幼稚園和新生，並計劃在今年為幼
稚園學生舉辦三場閱讀嘉年華，活動包括
講故事、小遊戲和與吉祥物見面等，以推
廣閱讀、保育環境、愛護海洋生物的訊
息。

海園推「遊學」吸學生家庭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推廣無
伴奏合唱，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
將於本月20日（星期五）中午12:45至下
午 14:15 假 座 教大大埔校園演講廳
C-LP-11，舉行「當代無伴奏合唱大師

班」，屆時香港音樂創作人彭祖容將聯同
香港教育大學Lacov爵士樂合唱團合作表
演。活動免費入場，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若有查詢可致電2948 7945，與李小姐聯
絡。

教大辦無伴奏合唱大師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天生我
才必有用，學業成績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價
值，能積極做好生涯規劃的青少年，經過
努力也能獨當一面。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與
社企「跑去你屋企」合作，舉辦「跑動
TEEN賦」活動，透過一系列漸進式體驗
課程，由港專生擔任助教的角色，激發中
學生的個人潛能，為未來做好準備。
「跑動TEEN賦」由港專運動及體適能

的學生作為助教，帶領來自數間中學的中
學生進行不同訓練，包括街跑、服務學習
和長者探訪等。該活動亦配合「運動及體
適能課程」的內容，港專學生可以有發揮
的機會，將課堂學到的訓練知識實踐，教
授予中學生，為未來成為教練做好準備。
港專學生在活動中除得到教師的學術指
導，同時也可以逐漸熟悉業界的運作。
港專運動體適能學部課程主任鄭國豪表

示，活動與港專課程互相配合，學生可以透
過活動，為以後投身教練行列做好準備，
「以往學生上課會遲到，經常『甩甩漏
漏』，參與活動後，他們責任心大了，思想
成熟了，會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思考。」

參與活動的運動及體適能高級文憑二年
級生賴藝文表示，剛開始充當助教時，主
要教中學生熱身，但會緊張到口震，但後
來與中學生打成一片，「大家年紀不是相
差太遠，我們以朋友方式溝通，他們有不
懂的地方，會主動問我，沒有距離感。」
另外，她在設計熱身動作時，會考慮中

學生的需要及能力，並耐心解釋每一個動
作，「我覺得自己變得比以前更主動，會
為他人想多些」。

港專生任助教 激發中學生潛能

「我有興趣讀哲學
系，但哲學系出來有
何前途呢？」一位中

六同學真誠地向我請教。作為社工，當然
多謝她與我分享着她選科的掙扎，但另一
方面，卻對學生選科的關注有點感觸。
每次被學生問到有關前途問題時，我總
想跟他們探討什麼叫有「前途」？「前
途」是怎樣定義的？「前途」與「興
趣」、「能力」又是怎樣的關係？其實，
大部分同學關心的前途問題自然與「錢」

掛鈎。記得有學生分享過：「如果我的文
憑試成績不足以讓我入到心儀的科目，那
我就選讀教育吧！」這讓我滴汗，教育對
筆者來講，是一份具知識、具熱誠，並影
響生命的工作，但眼前這個學生並非對教
育有興趣，亦不見得喜歡面對學生，只是
對教師的收入充滿憧憬，何時我們的教育
變得如此廉價呢？
有中五生自小已熱愛跳舞，不但積極擔
任校內舞蹈學會的委員，甚至在校外跟舞
蹈老師學跳舞，每星期的練習雖令她疲憊

不堪，但她卻樂此不疲。她那閃閃發光的
眼神，眉飛色舞的表情，與讀書時候表現
出來的死氣沉沉形成強烈的對比，令我不
禁追問她的夢想會否想成為一位舞蹈家？
她很堅決地搖頭，令人好奇箇中因由。

原來，她自小承受着家長望女成鳳的包
袱，因她是家族中學歷最高，亦被視為最
有前途的人，即使她多年的學業成績一直
徘徊於升班與留班的邊緣，但家人仍寄望
她可以成為醫生，為家人爭光，亦藉此脫
貧。家人常告訴她，只要她成績好，她就
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可惜，成績卻是她
最挫敗的記號。夢想，對她來說，實在太

遙遠了。
在香港這個競爭激烈、經濟掛帥、講求

效率及實際型的社會，我們的學生埋頭苦
幹，營營役役，為的是獲得一張社會的入
場券。有些人渾噩度日，迷失方向；有些
信奉金錢至上，不屑夢想的價值；有些學
生雖有夢想，但擺脫不了生活的逼迫。
面對社會結構性的問題，我們仍想力挽

狂瀾，至少我們容許學生發夢，接納他們
各式各樣的幻想，一起發夢、尋夢、圓
夢，因為我們深信每個人有屬於自己的舞
台。
最後，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在一個神

秘的國度，裡面住着不同種類的動物，有
大象、企鵝、金魚、猴子、小鳥等。他們
各有天分，各施其技。有一天，來了一個
男人，他說：「我們來舉辦一個比賽，看
誰是最厲害的動物。為了公平，大家都要
比拚相同的項目，就是爬上那棵樹。」
你想像到動物的反應嗎？你見過金魚爬

樹嗎？你，想成為那個男人嗎？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鄭鍾惠
查詢電話：25495106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

前途非「爬同一棵樹」應各自各精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即將出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出席香港青少
年科技創新大賽頒獎典禮致辭時
指，這肯定會為香港的創科發展帶
來前所未有的機遇，故特區政府已
定下清晰目標，善用獨有的優勢，
加以發揮，絕對能在創科路上迎頭
趕上，政府會大力支持創科發展，
其中兩個重要方向，就是匯聚科技
人才以及加強科普教育。
林鄭月娥表示，在去年10月她
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宣佈，政府會
大力支持創科發展。在培養創科人
才方面，教育局已分別於前年和去
年向所有公營及直資小學和中學，
發放每校10萬元和20萬元的一筆
過津貼，讓學校加強或啟動校本
STEM教育；並透過創科局啟動5
億元的「科技專才培育計劃」，積
極訓練和匯聚更多科技人才，她期
望這些措施有助提升本地人才的水
平，支援創科發展。
她強調，推動創科不能單靠政

府，同時也需要社會各界同心協
力，營造有利的環境與條件去配
合，透過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
賽，可發掘無數具潛質的年輕人，
她希望各同學繼續努力學習，同時
培養對科學的興趣，為自己以及香
港未來的發展做好準備。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舉辦的科技創新大
賽，今年已進入第二十屆，今年共頒

發近200個獎項，包括20個一等獎、27個
二等獎、30個三等獎、逾100個優異獎、
大獎及特別獎項，今屆更設立了13個專項
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陳
冬擔任主禮嘉賓，並向各得獎師生頒獎。

「微妙的泥土」奪兩獎
其中小六生陳劭昇、蘇文澤及楊坤寶憑
「微妙的泥土」獲得兩獎，陳劭昇指發明
的靈感來自於其叔叔的農場經常雜草叢
生，為避免作物的養分被雜草掠奪，叔叔
要經常除草，費時又費力；他亦發現叔叔

種的菜有很多蟲洞，影響收成，故要想辦
法解決上述問題。
蘇文澤補充指，現時香港未有人以種過

菇類的廢棄泥土再種植，農夫通常會把這
些菇泥丟棄，但菇泥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及
其他營養成分，是很好的種植材料。
他們首先在高溫堆肥中加入營養液，令

需氧微生物大量繁殖，製成堆肥茶並噴灑
在菇泥上，促進菇泥發酵，改善泥土的微
生物活性，以促進植物生長，同時增加泥
土動物多樣性。
蘇表示，實驗證明以菇泥種植的農作物

成長速度較快，蟲害的影響亦減少。
另一獲得高中組數理及工程一等獎及專

項獎的「iWheel」，是一項輪椅動力裝
置，由佛教黃允畋中學的5名學生所構
思，他們將「電動平衡車」的「輪轂電
機」安裝到普通輪椅底部，作為輪椅的推
動力，結合成一部「iWheel」電動輪椅，
它可以承受120公斤的重量。輪椅人士可
以使用遙控桿操控，就推動輪椅前進。

高中生研可摺電輪椅助攜帶
此電動輪椅經濟實惠，預計成本約1,000

元，又可以摺起，便於攜帶，方便用家乘
搭公共交通工具 。不過 ，惟現時
「iWheel」的電池容量有限，只能持續行
走約4小時，研究團隊正尋找容量較大的

電池。

小五生研巴士翻側警報器奪獎
來自德雅小學的小五生何泓樂，因得悉

早前大埔發生車禍，造成嚴重的人命傷
亡。為避免類似的事故發生，泓樂構思了
巴士翻側警報器，並獲得小學發明品二等
獎。系統主要運用了Arduino MPU6050數
位運動處理器，LED燈和蜂鳴器設計警報
系統，並用了玩具巴士及道路模型，模擬
巴士快將翻側前，向司機發出警告訊號。
系統在巴士傾斜至15度，會發出聲音及

黃光警示；若巴士傾斜至20度，警報器會
發出更強聲音及綠光警示。

灣
區
帶
來
創
科
機
遇

林
鄭
囑
同
學
做
好
準
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被譽為「少年科學家搖籃」的香港青少

年科技創新大賽昨日舉行頒獎禮，今屆有400所中小學共約4,000件作品

參加各個項目。其中來自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的3名小六生陳劭

昇、蘇文澤及楊坤寶，以「微妙的泥土」同時獲得最優秀項目大獎（小學

組）及小學研究論文一等獎，他們首次在養殖菇菌的廢料-菇泥中加入

「高溫需氧堆肥」促進植物生長，成功減少蟲害兼增加農作物產量。

■賴藝文在參與活動後，變得比以前更為
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攝

■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何泓樂發明巴
士翻側警報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陳劭昇、蘇文
澤及楊坤寶，以
「微妙的泥土」
獲兩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莫雪芝 攝
■佛教黃允
畋中學的5
名學生構思
「iWheel」
電動輪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莫雪芝 攝

■李繩宗（右二）介紹海洋公園為幼稚園學生而設的《威威與好友》幼稚園保育教材，
以推廣保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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