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職學平台「度身」升學資訊

嶺大生「三慳」機 淨化劏房空氣
慳錢慳電慳位 成本百多元 手提易搬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以創新意念改善生活環境，並不是科技

人才的專利。針對香港劏房戶居住環境狹窄、空氣欠流通問題，嶺南大學

3名人文及商科背景的學生，從零機械知識學起，運用創意思維，針對為

劏房戶設計一款成本只百多元的手提式空氣清新機，其效能亦與坊間空氣

清新機功能相若，但價格則便宜最少六七成。現時已有一間非政府機構與

他們接洽使用該清新機，3人未來將會繼續優化該清新機，從而達到「慳

錢、慳電又慳位」的功能，希望能有效解決劏房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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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讓SEN生理出自己的秩序
坊間近年

開始對特殊
學習需要學
生 （SEN）
有所注意，

他們往往因一項或多項學習困難特
徵，而需要特殊的教育服務，這些症
狀包括：聽覺受損、視覺受損、身體
弱能、智力障礙、情緒及行為問題、
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自閉症、溝
通困難、讀寫困難等等。
每個孩子都會長大，要面對生活與

工作，但對SEN學生來說，所謂的日
常已經不再平常，當人人都說贏在起
跑線的時候，怎樣的生涯規劃才適合
他們呢？

過分擔心 恐變障礙
筆者不時會帶領企業義工以義務導

師身份，為SEN學生舉辦手作工藝活
動。在構思內容時，往往會聽到一些
雜音：「他們做不到的」、「他們專
注力弱，這個活動對他們來說可能太
難……」
其實成年人的過分擔心，難免成為

孩子們的另類障礙。而放手讓他們去
嘗試、體驗，結果總會帶來驚喜。
有一次，我為自閉症學童舉辦「造

型冬甩工作坊」，起初中心社工還在
擔心學童看到色彩繽紛的巧克力會失
控，最後我們在配套上作一些調配，
並給企業義工有心理準備，讓義工明

白並接納自閉症的孩子在
感覺統合方面有着不同的
需要；透過活動，讓她們
在不同的質感上取得刺
激，最後義工們告訴我，
「孩子們既守秩序、也能
專注地製作、成品比起市
面售賣的更可愛呢。」
我開始思考對SEN學生

來說，生涯規劃的方向，
是要給予空間讓他們從混
亂中理出一套自己的秩
序、用雙手去體驗。老人
家說「一樣米養百樣人」，我們一般
的準則、觀點與工具，套在這班孩子
身上未見得能幫助他們，相反，例如
透過手作過程，讓她們用雙手感受探
索，灌注個人心思與堅持，成就有溫
度的作品，反而令這些平日坐不定、
專注力低的學生能夠集中學習。

同行而非給選擇
天生我才必有用，SEN學生的生涯
規劃注定與眾不同，而我們可以做的
除了為他們提供選擇，更重要的是與
他們同行。同行，始於接受；接受，
始於理解。陪伴他們跌倒再爬起來，
陪伴他們用雙手慢慢探索那個陌生又
充滿挑戰的世界，陪伴他們尋找屬於
自己的舞台。這樣的人生規劃，或許

更貼地、更適合這些如天使般的孩
子。
如果各位希望對上述有更多了解，

可向女青年會職涯發展及持續教育部
查詢：
www.ce.ywca.org.hk
www.facebook.com/ywca.cdce
電話: 2700 1788（女青賽馬會人才

發展中心）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生涯規劃服務隊
（香港島及離島）

如說學校須重視學生在德、智、體、
群、美這五方面的培育，我想所有校長、
老師，以至家長都不會反對。然而，比重
又如何呢？哪方面更重要呢？這就有很大
的爭議性了，言人人殊。
近年大學生的行為操守經常出現未如人
意的地方，不少人批評大學的收生重點放
在學生的文憑試成績，故導致中學把教育
焦點過度重視智育，而在德育方面則鮮有
深入跟進。
同學當然也明白這個遊戲規則，所以即
使老師跟進他們的行為操守的問題時，也
會有學生表示，即使操行不合格也不重
要，仍然可以進大學，導致老師束手無
策。於是有人提議大學的收生要求，除了
只計算文憑試成績，也應考慮同學在中學
時的操行表現。然而，當大學的入讀要求
計算操行成績時，真能解決上述問題？還
是會創造更多問題？

相對主觀 易惹爭議
操行級別始終屬於相對主觀的決定，若
這個主觀的決定帶來高風險的後果，每位
學生都會很緊張，然而這些「緊張」所帶
來的並不是學生積極正面地做好自己，改
善行為操守，反而是把責任放在老師身
上。可以預見，如果大學收生標準真的計
算操行成績時，全港絕大部分學生都會拿
取甲級操行。因為當老師「膽敢」不給予
學生甲級時，學生第一個站出來詛咒老
師，說老師毀他前程；家長也會愛子心
切，投訴學校褫奪他子女成長學習的機
會，枉為人師，甚至有些家長認為這樣做
等同迫他們的子女走上絕路。
現時大學收生仍未計算操行成績，但筆

者已聽過以下活生生的例子︰學生甲被全

體科任老師一致評為操行乙級，但當學生
知道是乙級時，便立刻四出質問各科任老
師給他什麼等級，試圖找出「元兇」，甚
至向校長投訴老師有欠公允。
班主任於是找同學詳談，好讓他具體了

解個人行為的問題，那時學生甲仍怒氣沖
沖，說個人行為沒有問題，他只不過是上
數學堂不時因太累而睡覺；上通識課時為
了搞氣氛，好幾次嘲笑老師戴綠帽，甚至
有幾次一時口快「問候老師全家」；上中
文課時又……；上企業課時又……如此行
為，學生仍覺得自己值得拿取甲級操行，
真的叫人無語了。
當然，從另一角度看，學生仍在成長階

段，應有犯錯學習的機會。實在也不能因
為一兩次違規的行為而永不翻身，試看每
年文憑試放榜時，不是總有在囚者在獄中
努力改過，發憤讀書，拿取優異成績嗎？
不是有些更能以遙距方式，繼續修讀大學
和碩士課程嗎？

潛移默化 學會尊重
所以，個人以為，學生的行為操守確有

待提升，但不是以懲罰他們不能入讀大學
的方式來處理，而是細水長流，透過身
教、言教，讓同學在中小學12年的免費教
育中潛移默化，令他們透過深入的品德教
育，徹底懂得何謂互相尊重，何謂和而不
同。不可把一己的人權和知情權無限擴
大，以至凌駕於別人的權利、威迫別人按
着他的意願行事。更不要手指只指向別
人，而不反省個人的不是。當然，長路漫
漫，這個目標又豈是容易達成
呢？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幹事
蔡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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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們做出的冬甩，成品比起市面售賣的更可
愛。 作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應香
港年輕學生的升學就業及生涯規劃需
要，聖雅各福群會策劃名為「I
am…」的一站式青年職學平台，結合
AI人工智能及數據分析等技術，為青
少年進行職業志向測試，從而提供個
人化的升學就業資訊。新平台將於
2019年推出，預計首年接觸超過150萬
人次，服務超過1萬位登記用戶。
現時香港每年有逾10萬名中三、中
六生面對升學選科抉擇，並有數萬名
大專畢業生投身就業市場。然而，不
少青少年對自己適合的工作類型及未
來發展欠清晰方向，令相關的升學就
業資訊及支援顯得尤其重要。
在恒生銀行支持下，聖雅各福群會
正結合網上與線下服務，透過一站式
的「I am…」青年職學平台，為15歲
至29歲青年提供個人化、準確及便捷
的生涯規劃服務。

靠AI分析用戶數據
平台將會運用人工智能Chatbot及數

據分析技術，於不同渠道為青少年提
供快捷簡單的職業志向測試，可按測
試結果為青少年「度身訂做」個人化
的升學就業資訊。
另外，用戶亦可聯繫不同行業的青

年職涯導師，參與線上研討會、網上

及線下預約輔導服務等，深入了解職
場概況及個人路向。
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李玉芝指，希

望透過新的職學平台，助現時以科技
為生活中心「Z世代」青年進行生涯規
劃服務外，亦提供數據予公眾、政
府、商界及關心青年的社會人士參
考，從而定立相應人才發展政策和措
施，令下一代受惠。

嶺大早前成立了「嶺大創業行動」計
劃，為學生提供跨界別的平台，與不

同社區及商界機構合作，全面在校園營造創
新創業文化，鼓勵學生運用創意思維，培養
其企業家精神，同時亦回應社會需要。
計劃亦包括為學生提供以色列初創企業實
習的機會、設立「學生創業（知識轉移）基
金」，以及嶺大將會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及
北京師範大學合辦為期4個星期暑期課程
等。
3名參與「嶺大創業行動」的嶺大生，包
括就讀心理學的程嘉禮及吳松禧，以及來自
馬來西亞就讀經濟學系的辜成益，雖然都非
理科背景，但他們從校內的心理學選修科
中，認識到科技與人類表現的關係，並透過
「嶺大創業行動」，學習到可將創意化為行
動，透過設計產品幫助有需要的人。
程嘉禮分享說，他們曾參與探訪劏房戶活
動時，其間留意到大部分人屋內只有一個窗

甚至沒有窗，屋內雜物多且容易「惹塵」，
空氣非常不流通，導致空氣污染物聚集，不
少人呼吸道易有毛病，所以希望能製作廉價
空氣清新機有助改善劏房室內空氣質素。

無理科底子 設計多挑戰
他續指，由於眾人均沒有工程或理科的底
子，所以要經常請教老師及上網自學，挑戰
重重。
經多番努力，他們製作成體積約39厘

米×18厘米×20厘米，由4個散熱風扇、3
層濾網及1層活性炭網組成的空氣清新機，
與一部家用收音機相若，方便住戶隨意在屋
內搬動。
機內的風扇可以使室內空氣循環流動，污

染的空氣則通過機內的濾網及活性炭網將各
種污染物清除或吸附，從而達到淨化空氣的
目的，效能與坊間的空氣清新機功能相若，
而成本百多元，則比坊間一般售300多元便

宜。
另外，他們亦加設了香薰功能，以在室內
釋放香氣及驅蟲。

𠝹木最困難 用機怕受傷
嘉禮坦言，在製作的過程中，最困難的就

是𠝹木，將不平整的木頭，切割成平滑的木
板，再做成空氣清新機的外殼。由於之前較
少接觸有關木工的機器，故需要「即學即
用」，也擔心害怕會在製作中受傷。
目前該空氣清新機用8粒電芯操作，可以
持續運作約12個小時；3人現時雖未有具體

的創業計劃，但已有非政府機構接洽試用，
有機會讓清新機的初模實際幫助到劏房戶。
他們打算繼續優化該空氣清新機，例如加

設充電功能，做到全年24小時長開，預計
一年電費開支僅20元，希望可以達到「慳
錢、慳電又慳位」的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昨日發表的最
新一份審計報告，其中一項內容是就教育局推行
融合教育作出檢視，點出多個有待改善之處。
報告指出，2015/16學年獲發融合教育「學習

支援津貼」的692所學校中，逾半錄得盈餘，有
學校甚至有逾三成津貼餘款交還局方。另在支援
融合教育的教師培訓方面，未達標情況亦相當普
遍，更有11所學校在全部3個級別教師培訓，均
未能達標。
公營普通中小學特殊教育需要（SEN）學生過

去5年大增37%，令教育局有關融合教育支援面
臨重大挑戰，現時教育局會按不同學校的SEN
人數，發放「學習支援津貼」，每學年涉及逾5
億元。
不過，審計報告指出，2015/16學年692所學
校獲發津貼學校中，366所有餘款，而其中122
所餘款超過撥款額10%，6所更超過30%，需要
交還局方，反映不少學校或未有妥善運用津貼幫
助學生。報告指教育局應進一步鼓勵學校善用資
源，並加強監察其運用情況。

教師培訓未達標
至於融合教育教師培訓，教育局10年前為學

校設定不同階段已接受培訓教師比例或人數指
標，但至2014/15學年為止，仍有83所學校未
能達到102小時的「高級課程」指標，更有11
所學校在全部3個級別的課程均未能達標，涉事
學校共有201名SEN學生，他們是否獲得合適足
夠支援，可能存有疑問。而現正逐步推廣至全港
學校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SEN-
Co）」，本學年244所獲批學校聘請的人員中，
仍有23%未完成有關課程。
審計報告又提到，截至今年2月底，110宗學
校裝設升降機的申請，仍有68宗未完成，而部
分學校獲教育心理學家探訪次數亦少於規定，建
議教育局應予以改善。
審計署亦建議，教育局應加強SEN學生家長

支援，包括發放相關學校資料，幫助家長選校，
並鼓勵家長在升中時，同意將SEN孩子的資料
轉交中學，確保支援不會延誤或中斷。

融合教育津貼 逾半校用剩
■■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鄭慧敏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鄭慧敏
（（右右））及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李玉芝及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李玉芝
（（左左））合作策劃合作策劃「「I amI am……」。」。 機構供圖機構供圖

■程嘉禮（左）及吳松禧（右）需要「即學
即用」，利用木工的機器，將不平整的木
頭，切割成平滑的木板。 嶺大供圖

■吳松禧（左）、程嘉禮（中）及辜成益（右）構思設計適用於劏房戶的手提式空氣清新
機，提升室內的空氣質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