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慶祝嶺南大學在香港
復校50周年，該校視覺
研究系籌劃了《嶺南5.0
電影系列》，邀請嶺大榮
譽院士杜琪峯、黃修平及
賴恩慈等5名本地著名導
演製作5套微電影。經過
近一年時間策劃、籌備到
完成，校方昨晚舉行首映
禮，吸引不少嶺大師生、
校友及各界友好前來觀
賞，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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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昨日下午啟程前往北京訪
問，在飛往北京的航班
上，巧遇圓玄學院石圍角
小學一班精靈活潑、赴京
交流學習的小學生。楊潤
雄引述同學們指，很期待
此行探訪北京姊妹學校的
同學，並親身到故宮博物
館、天安門廣場及798藝
術區等地學習，令他深深
感受到自主學習的氣氛。
楊潤雄此行將與國家教
育部官員舉行定期工作會
議，就雙方關心的教育議
題交換意見，並會探訪北
京一所中學及一所大學的實驗室，了解內地
的中學教育及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
數學）教育的最新發展。此外他亦會與一批
正在北京升讀大學及工作的香港青年會面。

昨日他在fb分享在飛機上與小學生們偶遇
及交談的經歷，同學們由老師帶領下，會於
北京交流學習5天，又指「相信他們一定會
學得認真，玩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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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智慧系統 監測渠道毒氣
中大突破沙井傳訊限制 解除地底氣爆水浸威脅

四成青年新聞識讀力「肥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現在

是網上資訊爆炸的年代，為了解青少
年以社交媒體追蹤新聞的習慣，及評
估其新聞識讀能力和素養，浸大教育
學系和兒童發展研究中心進行了一項
研究，發現97%受訪青年有追蹤新聞
的習慣，當中逾三成人主要以社交媒
體作為新聞平台，整體有四成受訪青
年在新聞識讀能力的得分低於合格標
準，尤其在評估論據方面表現最差。
專家建議政府將新聞識讀的理念引入
中學教育，培育學生的識辨新聞的能
力。
新聞識讀分為新聞識讀素養及能

力，素養是評估個人是否有意識去辨
識媒體的真實性，而識讀能力則是指
個人實際可分辨新聞的事實、觀點及
評論論據等的能力。

97%習慣追蹤新聞
是次研究以問卷及評估訪問了1,505

名來自香港13所中學的學生，其中
627人的年齡介乎12歲至14歲（年輕
組別），而另外的878人則介乎15歲
至18歲（年長組別）。
研究發現，97%受訪青年有追蹤新

聞的習慣，當中有34%年長組別受訪
者主要透過社交媒體閱讀新聞，其次
是電視及互聯網，只有不足一成受訪
者以報章或雜誌閱讀新聞。
至於年輕組別，33%人主要透過電

視了解新聞，其次是社交媒體。整體
而言，社交媒體正取代傳統新聞媒體

的位置。
研究又顯示，不同年齡組的青少年
於社交媒體追蹤新聞的習慣有所不
同。年長組別受訪學生中，逾半最常
使用facebook作為新聞平台；年輕組
別的學生中，逾三成主要使用You-
Tube，該組別有七成人常於facebook
及WhatsApp上討論新聞，而年長組
別中則有50%，反映「較年輕」的新
聞用戶更常於社交媒體上討論新聞。
浸大教育學系助理教授暨兒童發展

研究中心署中心主任顧伊麗解釋指，
較年輕的學生於社交媒體上討論新聞
的動機，主要是想與同輩有共同話
題，而較年長的學生則主要是要應付
學業及尋找新聞事實。

半數人知社交媒體篩選新聞
研究亦顯示，僅一半較年輕的受訪
青年及逾三成較年長的受訪青年知

道，社交媒體會自行因應使用者的喜
好而挑選新聞，導致學生只得單一的
資訊，或有較大的機會取得帶有偏頗
意見的新聞。逾五成12歲至14歲青年
歡迎社交媒體為他們挑選新聞，不過
亦有四成15歲至18歲受訪青年對社交
媒體的新聞存有懷疑。
在新聞識讀能力及素養方面，受訪

青年在區分「事實」及「意見發表」
的表現最理想，在明白新聞內容方面
亦令人滿意，惟有四成受訪青年在新
聞識讀能力的得分低於合格標準，尤
其在評估論據方面表現最差。
顧伊麗憂慮，近年網絡上充斥着不
少假新聞，建議政府將新聞識讀的理
念引入中學教育中，教導學生辨讀新
聞，從而評估新聞的質量及可信度。
她又提到，受訪的學生均有分辨新

聞可信性的認知及意識，惟他們不懂
的實際運用技巧評估新聞的質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港的地下渠道環境錯綜複雜，當中的二氧化硫等氣體，有可能

對前線人員的安全帶來威脅，沼氣更有機會引起自燃甚至爆炸，若渠道阻塞，則隨時可能在暴雨

來襲時造成嚴重水浸，非常擾民。中大電子工程學系兼射頻輻射研究實驗室主任吳克利領導的團

隊，研發出無線智慧排水系統，並以渠務署於九龍灣區百餘個沙井進行實地測試，長期實時監察

水位及氣體的變化。該系統創新地利用沙井蓋為傳輸天線，突破了由地下往地面無線通訊的限

制，守衛城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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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自力更生 帶來改變希望
嘉駒的

背景很簡
單：中六
畢業未能
繼 續 升

學，家中獨子與父母同住，一家申領綜
援。第一次跟他面談，筆者感覺如「審
犯」般：有一句沒一句的回覆，大部分
時間保持緘默，並交由他的「代表律
師」──媽媽代言。透過這次就業輔導
面談，筆者希望了解個案的背景及對工
作的期望，以便日後訂定輔導目標及介
入方式。

連宅男都當不成
「你有什麼興趣呢？」
「沒有。」
嘉駒媽媽代為解窘：靠綜援過活本來

已難，奈何丈夫身體有毛病，需中醫長
期調理，額外開支令生活捉襟見肘，故
嘉駒沒有參加任何課外活動或興趣班，
亦甚少跟人接觸，說他是宅男也不成立
──他家中根本沒有電腦及遊戲機。

工作又怕失綜援
「那你想做什麼工作？」
「不知道。」
孝順的他其實一直渴望外出工作養

家，但由於欠缺生活體驗，說得出口的
職業類別不多。其母坦言擔心兒子就算
找到工作，工資亦不多，既要應付上班
開支，又會被社署大幅扣減綜援，生活
恐怕會更吃力。
「面對這個困局，嘉駒留在家中不工

作，可能也不算壞事。」
筆者看來，協助嘉駒找尋職業志向，

或是提升其工作或社交技能，均非首要
任務。當務之急是解決家庭內部矛盾，
處理嘉駒媽媽對兒子外出工作的擔憂。
筆者先讓他們認識綜援計劃下的「豁免

計算入息」，釋除他們對綜援金被扣減之
誤解。再與嘉駒估算如成功就業後，開支
及獲得薪金該如何分配等問題。

找到興趣讀課程
果然，在媽媽安心以後，嘉駒開始有
尋找適合工作的動機。由於他欠缺工作
技能及經驗，面試多番碰壁，後來他接
受筆者建議，先接受工作培訓。由於嘉
駒一直協助媽媽照顧長期病患的爸爸，
在選擇課程時，他對臨床病人服務的基
礎證書課程感興趣，認為自己可應付。
經過一番努力，嘉駒順利完成課程並

通過課程評核。雖然他沒有相關工作經
驗，但憑藉面試時對入行的誠意，加上
每天照顧爸爸、最在地的「實習」經
驗，讓他終獲得醫院管理局聘用。
嘉駒工作數月後，有天和媽媽相約筆

者見面，表示希望脫離綜援。筆者為他
們介紹了一些長者照顧社區資源，建議
他們為爸爸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後來，嘉駒爸爸申請到長者日間暫託

服務，讓媽媽有時間做些兼職工作，一
家人最後真的成功脫離綜援網，生活質
素更比以往好。
所以，生涯規劃的意義不止於改變自

己的職業發展，而是找出自力更生的契
機，為自己以至家人帶來改變的希望。
如果各位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及對

自己有多些認識，可參與女青生涯規劃
服務隊（香港島及離島）的工作體驗及
實習計劃，詳情將於facebook （https:
//www.facebook.com/hkywcaclap） 內
刊登，大家快點報名參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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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服務的學校，今年的教育主題，正好是
「堅持做到．創造前路」。我也常常反省，我
們希望他們「做到」什麼？
多走一步、多投入努力，得到的成果，無論
在學術層面、課外經歷，讓我們看到學生多元
的才華和潛能。
事實證明，同學和老師的堅持，帶來豐碩的
成果——學生於學術、體藝的各個獎項，每一
列紀錄的背後，都是同學和老師的汗水，花上
數十以至數百小時鍛煉，經歷一次又一次失敗
後再努力嘗試的結晶。
每一位願意嘗試挑戰自己，認真努力過、堅
持過的，無論得獎與否，已成就了一個更好的
自己。
與各位分享一個有關「堅持」的片段。
我校女子排球隊打入學界精英賽十六強，首
仗開始已是苦戰，卻熬過一場又一場。決賽當
天（12月31日），有二百多三百位師生、校友
到場打氣。得分時固然全場喝彩，失分時大家
仍報以「已經好好啦」、「畀心機呀」等鼓勵
的呼聲。從來不看球賽的我，被這團隊精神深
深地打動。
決賽第四局，我們勝出就可得冠軍，但就在
關鍵時刻，主將受傷，不能再繼續比賽，我們
失了最後兩局，得亞軍。球員的失落和眼淚可
想而知，但支持她們的師生還是留下來，以陪
伴、掌聲和全體禱告作鼓勵。
對教練和球員來說，她們堅持到底，卻真的

輸了最後一場比賽；我們見證到的，是她們得
到球隊歷年來在學界最好的成績，若不是連月
來的艱苦訓練、自律投入，不可能走到這一
步；所有到場的學生領悟到堅毅的力量，將沉
澱成為校園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全情投入 認清優次
曾在facebook看過這一句話：「比『堅持』

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要堅持什麼！」堅持需要
全情投入專注、認清優次；同行者和同伴令我
們在快要放棄時多一點忍耐；堅持理想、做對
的事、不隨波逐流，而不只為一刻的成敗或個
人面子……堅持，是歲月的鍛煉。
還有不到一個月，文憑試就要放榜，對高中

畢業生而言，是生涯歷程中重要的挑戰。近年
升學形態與10年前大不同，隨着學生人數下
跌，學位和副學位供應比需求多，考獲理想成
績的話有很多選擇，表現未如人意，也有不少
持續進修機會，從不同的起步點往學位出發。
但少有關注的，是無論在逆境裡、在漫長的

升學過程，以至踏入職場以後，如何堅持做
到，不輕言退縮放棄，才是讓我們達至目標的
關鍵因素。
這將是一生的功課，不會因

學期完結、考試完畢而結束。
共勉！

■何玉芬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

堅持做到 達至目標

雨水渠、污水渠及沙井是城市的
基礎建設，因其密封性而易於

積聚沼氣、二氧化硫等氣體。現時地
下渠務管道沒有檢測氣體濃度的裝
置，一旦這些氣體的濃度過高，有機
會對前線工作人員構成風險。
針對以上問題，吳克利率領的研究
團隊花了兩年多時間，研發出全球首
個大規模地區無線排水實時監測實驗
系統。項目獲創新科技署全數資助
840萬元經費，渠務署、物流及供應
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亦有參與其中。

自去年8月起，研究團隊逐步在九
龍灣區百餘個沙井安裝輕巧的無線探
測裝置，中大電子工程學系副研究員
韋大成表示，每個裝置可配備5個不
同的傳感器，可分別監測無色、有腐
蝕性帶惡臭的硫化氫；有強烈刺激性
氣味的無色氣體二氧化硫；沼氣中的
主要成分、易燃氣體甲烷；水位變化
及沙井蓋開關狀態。
探測裝置組成的系統，可全面監測

該區地下渠務管道狀態。通過無線網
絡傳送的數據及大數據分析，工程人

員可及時掌握氣體溢出、非法排放污
水、淤塞等方面的資訊，有效預防氣
爆或水浸、發現異常環境污染源、研
究水位及流速的變化。

沙井蓋變天線
吳克利透露，構建無線地下渠務管
道探測系統的一大挑戰，是如何使電
波穿透14厘米厚的鐵製沙井蓋，將數
據實時傳送至附近的基站，再通過4G
無線網絡發放至工程人員手中，「研
究團隊以突破傳統思維的方式，不將

沙井蓋視為障礙，反將之變為天線的
一部分，有效將數據透過無線網絡，
傳送至位於大廈天台的基站。」
另一項挑戰則是沙井濕氣極重，含

強腐蝕性氣體，加速了裝置內的氣體
傳感器損耗，研究人員設計了一個全
密封式微型氣體分析裝置，解決了氣
體傳感器在惡劣環境下的耐用性問
題，希望未來能大規模在香港應用。

■顧伊麗（中）
研究發現青
少年的新聞
證據分析能
力不足。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唐嘉瑤 攝

■■吳克利吳克利（（右右））與其團隊成員韋大成與其團隊成員韋大成（（左左））及林浩及林浩，，研發出全球研發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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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在沙井安裝無線探測裝
置。 中大供圖

■楊潤雄在飛往北京機上巧遇一班赴京交流的小學生。
楊潤雄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