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評會倡通識「分拆」保必修地位

理大大數據實驗室下月「開機」
與警合作減網罪 夥機管局研改善機場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面對海量且散亂的數據，大數據分析技

術可迅速整理及分析數據，並發現當中的隱藏模式及關聯性，其應用亦在

不同領域和學術研究範疇持續增加。有見及此，理工大學斥資5,000萬元

成立首間針對性服務及支援各學系及部門的大數據分析中心實驗室，將於

6月正式運作，初期將會重點支持三大研究範疇，包括智慧城市與物聯

網、智慧金融，及智慧醫療與健康，亦會與約10間知名企業合作，包括

阿里巴巴、GoGoVan、華為及微軟等，結合業界推動跨學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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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初期研究
範疇

智慧城市和
智慧物聯網

智慧醫療

智慧金融

資料來源：理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嘉瑤

項目及方向

利用互聯網傳感器及大數據分析技術收集、交換及分析不同城市的數據及關聯性，以提供支援城市發展
的技術及資源，包括交通、物流及民航等；把邊緣計算和區塊鏈技術結合，實現可靠和可擴展的通訊和
儲存，從而處理現實世界中的動態變化和複雜問題，並作出更高智能的決策。

利用物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監測人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狀況，如檢測病人的精神壓力；研究傳感技術和
醫療大數據分析算法，以獲取更廣泛及準確的健康訊息，可有助紓緩病患增長，並提高了診斷的準確性
和效率。

利用數據分析技術詳細分析市場數據，以及潛在的金融危機，以增加競爭優勢，實現更佳和具有穩定回
報的投資決策。

����
在二十一世紀這個科
技發達的時代裡，人們
住進了直通天際的高樓

大廈、用上了人工智能的手機、搭上了通往
他鄉的航班、踏上了曾經未知的星球……
近一個世紀以來，人們不斷地創新，讓世
界變得多姿多彩。這一個個的突破，都源於
他們勇於嘗試，勇於面對失敗，勇於面對別

人的嘲笑與質疑。
就如中國的人造衛星、載人飛船，古代萬

戶想探知遙遠的月球，被當時的人們嘲笑為
異想天開，而他的失敗也讓人們對人類登陸
月球的實際性產生一個巨大的問號。然而這
個問號卻讓部分人產生了求知慾，不斷地尋
找答案。
千年之後，中國第一輛載人飛船登上了月

球時，全國人民不禁讚歎人類的智慧，也說
明了當時萬戶的想法是能夠實現的。
可能有人會說，航空事業與日常生活有點

距離。試想想，我們日常使用的購物平台
「淘寶」不也是從被質疑到被讚歎的好例子
嗎？現在網購的人愈來愈多，說到網購，我
身邊的朋友都說：「網絡購物是市場營銷的
一個壯舉、一個值得一讚的創新理念。」可
是有多少人會想到「阿里巴巴」成立時整個
團隊只有18個人，這18個人說要在中國做
網購的時候，也曾被人嘲笑他們不切實際。

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民都比較喜歡到實體店
買東西，而且當時中國並沒有網絡購物的先
例，很多人對這個新理念並不看好。不過，
團隊仍然堅持着，直到現在成為了一家家傳
戶曉的公司。他們的成功也應證了「阿里巴
巴」創辦人的一句話：「夢想總是要有的，
萬一實現了呢？」

繼續追夢堅持 或成讚歎產物
其實很多的科研、科技、理念……都是來

自創造者的夢想與憧憬。只要不斷追尋自己

的夢想，一直堅持自己的理念，在不久的將
來可能成就了一個又一個讓人讚歎的產物。
可在他們還在構思他們產品的時候，有多

少個是一開始就被認同的呢？人們總希望在
生活裡不斷有新事物湧現，可是有多少人敢
於面對別人對自己的質疑，又有多少人能在
質疑中堅持下去？
若是希望創造出新的產品、運用新的理
念，就要敢於去想，運用知識與努力，把別
人對你的問號變成充滿讚歎的感嘆號。

■聖士提反堂中學 李惠敏

科研的「問號」與「感嘆號」

現時實驗室亦已分別與機管局及香港警
務處合作，利用大數據改善機場資源

管理，及追蹤虛假網絡用家資訊，期望減少
網絡罪案。
理大昨日舉行大數據分析中心實驗室開
幕儀式，校長唐偉章致辭時表示，希望藉着
成立實驗室，促成各個學科之間，以及與不
同界別夥伴的合作，攜手進行高端的科研項
目。
上述實驗室主要供理大教授、研究生及
與理大有合作項目的大學研究人員使用，他
們可因應不同研究項目，獲分配免費的有限
數據用量及時間，如若超出指定的數據使用
量，他們則需要繳交費用，而相關費用會用
作維持實驗室的基本支出。

支持智城物聯網等三大研究
理大大數據分析中心實驗室總監、電子
計算學系講座教授曹建農介紹指，實驗室初
期將會重點支持三大研究範疇，包括智能城
市及物聯網、智慧金融及醫療健康。
其中已開展的合作項目包括，聯同機管
局及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
心，研發一套以大數據主導的機場資源管理
系統，提升機場資源管理、包括分配行李輸
送帶的效率和智能、航班的實際抵港時間、

停機坪交通情況等。現時該研究將會先集中
開發一套智能應用軟件，以改善行李帶的分
配和支援按需要作實時變動為目標。
曹建農又表示，實驗室團隊去年開始也
與警務處合作，主要研究如何追蹤及辨別虛
假的網絡用家身份及資訊，從而減少網絡罪
案。

盼與多間科企發展新項目
當今全球的大數據相關分析研究，企業

也佔據了核心角色，曹建農說，希望實驗室
亦能讓理大與業界就大數據應用建立堅牢協
作關係，並推動大數據培訓與教育，未來將
會與多間科技公司共同發展新項目。
其中實驗室團隊正與GoGoVan合作一個

智能物流交通項目，收集了該公司大量有關
乘客需求和司機的數據，利用大數據分析技
術，旨在解決按需物流的供需管理的一系列
問題，如需求預測、訂單回應時間預測和動
態訂單分配等，從而提高GoGoVan的服務
質素和效率。
另外，理大昨亦宣佈成立「大數據與人
工智能創新聯盟」，冀望借助這個聯盟提供
開放平台促進業界、不同機構與理大在大數
據分析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研究，以解決
難題及開發先進的應用程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高中通識
科檢討近日引起社會熱烈討論，因應通識
課程被指內容繁多，擠壓學生讀選修科空
間，教育評議會提出將通識科「分拆」成
「必修部分」及「選修部分」，在為廣大
師生「鬆綁」的同時亦能維持通識的必修
地位，並可讓有興趣的學生深化與延伸，
讓通識教育更靈活開展。另外，有調查顯
示，普遍通識教師認同通識科應維持必修
及現有考評等級，另有約半數人指要刪減
現有單元，及將部分單元改為選修，反映
課程有相當大調整空間。
教評會昨日亦發表聲明，對於通識科檢
討提出新建議。該會肯定通識科能提高年
輕人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及培養學子思考能
力，認同應繼續列必修科，但指必修科太
多不利學生的全面發展，故提出將通識科
「分拆」成「必修部分」及「選修單
元」，為學生創造空間。

冀改考試模式減教學負擔
教評會建議，通識必修部分可以每星期

兩節運作，內容比起現時應加以削減，考
核則只分「合格／不合格」，並改善現時
偏重語文表達的考試模式，此舉能減輕教
與學的負擔，為廣大師生「鬆綁」，並可
騰出空間讓學生多讀選修科，鞏固基礎知
識。至於通識選修單元，則可每星期上四
節，供有興趣學生深化與延伸，並維持現
有1至5**評級，認為此舉可相輔相成，讓
通識教育更靈活有效開展。
另外，教協去年底進行意見調查，了解

高中通識科教師對學科未來發展方向和現
時教學處境的意見，共收集到401個有效
回應。
結果顯示，55.5%受訪教師同意刪減現
有單元，反對僅佔19.2%；亦有49.2%受
訪者同意將部分現有單元改為選修單元，

反對者則有33.9%。
針對通識科現時6大單元下設的主題

中，調查亦問及受訪教師認為哪些最需要
保留，被選率最高的3個主題依次是生活
素質（89.8%）、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82.7%）以及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81.2%）。
在教學過程中，有81%教師認為照顧不
同學習需要是他們最常面對的教學困難，
其次是處理獨立專題探究（67.5%）和於
校內推動跨課程協作（62.5%）。

78.9%教師稱通識應續必修
受訪教師中亦有78.9%認為應該維持通

識必修，63.3%不同意將通識公開試改為
「合格/不合格」。
教協表示，大部分師生已適應通識科，

認為沒有必要做出過急和過大的變革，否
則會令師生無所適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推動教師教育國
際化，及加強與不同地區
院校之間的協作，香港教
育大學昨日與6所越南主
要師範大學簽署為期3年
的合作備忘，加強大學間
的學術交流和協作，同時
推動兩地大學在歷史、文
化、經濟和社會生活等方
面的相互了解和認識。
教大去年底通過嚴格篩選，從來自北

美、歐洲、亞洲及澳洲等地的優秀大學中脫
穎而出，獲世界銀行委任為顧問，為越南教
育培訓部提供支援。今次協定為有關項目顧
問的延續，6所簽署的當地主要師範大學分
別河內師範大學、胡志明市師範大學、順化
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院、太原師範大學和
榮市大學，教大會透過為各大學提供培訓，
推動當地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

張仁良：協議對兩地屬雙贏
教大校長張仁良表示，今次協議對教大

及其夥伴大學是雙贏局面，該校透過與越
南、區內外夥伴合作，就教師教育長遠發展
貢獻所長，推動知識超越疆界。
另外，教大最近亦成立了國際專家小

組，為大學未來的國際化發展出謀獻策，小
組由張仁良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倫敦大學學
院教育研究院院長Becky Francis、多倫多大
學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及香港教育大學榮
休校長許美德、北京師範大學前校長鍾秉林
等，就教大課程設計、學生學習、研究及知
識轉移，及國際協作和策略結盟等提供意
見，希望藉此深化教大與大中華地區以至海
外夥伴的聯繫合作。

教大與越南6師大簽合作備忘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鈺）香港演藝
學院前天舉行獎學金
頒贈暨答謝典禮，以
表揚個人、企業、團
體、各界支持者，以
及演藝學院教職員的
捐贈，今年該校來自
六個學院的學生共獲
得506項獎學金，涉
及超過1,500萬港元。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
積志擔任典禮的主禮嘉賓。
演藝學院校董會副主席楊偉誠博士與校

長華道賢主持典禮，華道賢感謝所有捐款人
的鼎力支持，指獎學金可鼓勵學生繼續投身
表演藝術，追尋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為發掘中學生的數理潛能和創意，
恒隆地產、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
所和數學系於2004年創辦每兩年一
屆的「恒隆數學獎」。該獎創立至
今踏入第十四年，會方近日特別將
過去的得獎研究報告結集成書，共
印製約 4,000 本，贈送予全港中
學、相關教育機構及各大圖書館，
讓各界分享本地中學生尖子數學研
究初探的成果。
是次出版結集涵蓋了2010年至
2016年共四屆「恒隆數學獎」的
冠、亞、季軍及優異獎的研究報

告，由數學獎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中
大數學系副教授區國強及中大數學
系副教授陳國威負責編撰。歷屆研
究報告的數研題目廣泛，當中有純
數的探討，亦有傳染學和訊息傳播
的應用，及趣味的遊戲分析等。
至於第八屆「恒隆數學獎」將於

今年12月舉行頒獎典禮。
今屆共有來自60多間中學、超過

90隊隊伍參賽，其中三分之一學校
更是首次參賽。未來３個多月，參
賽學生將挑選各自的數學專題進行
研究，並於8月底前提交研究報
告。

「恒隆數學獎」得獎報告贈全港中學

■丘成桐（前排左二）、區國強（前排右二）與歷屆
「恒隆數學獎」得獎學生聚首一堂，暢談數理研究路途
上的點滴。 機構供圖

演藝學院頒506項獎學金

■理大與
政府部門
代表、業
界協作夥
伴合照。
理大供圖

■主要贊助者和機構代表與主禮嘉賓合照。 演藝學院供圖

■教大與6
所 越 南 主
要 師 範 大
學 簽 署 合
作備忘。
教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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