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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現有液晶顯示器慳電5倍 解像度勁升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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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我都以我的名
字為傲。
我名叫友恭，從小時

候，大部分同學都會稱呼我「阿公」，可能
這樣的稱呼很有趣，又易記，所以甚至老師
們都這樣稱呼我。
還記得當年上中文課，老師講述有關孔孟
思想時，便從我的名字道出孟子的五倫，即
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
婦順、朋友有信。」原來家父從五倫中「兄
友弟恭」取「友」和「恭」二字作為我的
名，提醒我要與兄弟姊妹和睦相處。從此，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便留在我的腦海
中。

父自學中醫 懸壺湊仔一肩挑
家父是位中醫師，在屋邨開了一間藥房。
他工作十分勤奮，每天工作12小時，只有
每逢農曆年初一至初三，藥房才關門休息。
其實家父並非想為賺更多的錢，而需要長時
間工作，他只希望可以每天都能應診，幫助
病人。因此，我十分欣賞和敬重家父。
家父成為中醫師的過程都讓我有點「吃
驚」，他未曾「拜師學藝」或接受正規的中
醫訓練，他只不過是自修，努力鑽研中醫藥

而已。
當年，香港有一間名叫「九龍中醫學院」

的機構能提供中醫文憑考試。於是家父便去
報考，結果他考獲第二名。
老父性格隨和，不太愛說話，但喜歡思
考，閒時會閱讀一些古書，而他唯一的興趣
便是寫書法。他曾經參加過全港書法比賽，
更獲得長者組別冠軍。
雖然我和家父的年紀差距很大，但是我們

總有講不完的話題，不論是中西醫學比較，
還是哪一間菜館的東坡肉最好味等等，能夠
與家父溝通是一件多麽幸福的事。
我從小就十分頑皮，成績又欠佳，放學

後，我必定與鄰近的小孩「通山跑」，到了
晚飯時間，我們便自覺地返回各自的店舖。
家父是一位慈祥的父親，我因學業問題，

班主任經常見我家父，但事後家父甚少會向
我動怒或責罵我，他只會吩咐我再用功讀
書。
自從母親過身後，我便開始負責家務，當

時老父還未退休，似乎老中醫像是沒有退休
的一日，而他的病人卻有增無減。
我和姊姊擔心家父的健康，家父經常沒有

吃午飯繼續應診，就是為了病人的需要。家
父到了退休年齡，我和姊姊經常勸家父退

休，好讓我和姊姊照顧他，但是家父堅持繼
續工作，原因是醫治病人能帶給他無比的滿
足感。
這樣，我和姊姊唯有定時「命令」家父放
數天假，可以一家人去旅行。自從母親離開
後，我和姐姐都特別珍惜與家父相處的機
會。
我一直認為，「孝」是一個動詞，如果只

把它作名詞，便失去了意義。
因為家父經常在店舖，所以我有空便找他

閒聊，家父喜歡飲「功夫茶」，於是我們一
邊飲茶，一邊談天說地，我覺得這樣相處，
都是表現孝順的一種形式。

一家支柱病倒 姊弟盡力照料
前年，老父不幸患上嚴重肺病，他的肺功
能只有一半，必須使用增氧機協助他呼吸，
醫生解釋這類病是沒有根治的方法，還有，
肺部的退化會慢慢導致其他器官受損，身為
子女，我們能做的有限。
從此，家父因病情反覆而經常進出醫院，

每當他需要留院時，我和姊姊會安排時間
表，盡量每天都能到醫院探望家父。由於家
父不喜歡醫院的膳食，而我們又擔心他會
「絕食」，於是我們會預備他喜愛的食物。
一天，我帶了家父喜歡的茶果，突然間，
鄰床的伯伯向我揮手示意，原來他都想食茶
果，希望我下次幫他買。這些茶果其實很便

宜，只是很少地方買得到，於是我答應了伯
伯，下次見面時會請他食，伯伯表現得好開
心。
我和姊姊探望家父已經個多月，發覺探病

的人並不多，目睹不少長者長期臥床，又沒
有家人或朋友探望，心感難過。有一句話，
「久病無孝子」，我不敢說自己是孝子，也
不敢批評別人，因為我深明每一個家庭都有
一個「尋找他鄉的故事」。

憶洗澡往事 幫沖涼報愛意
天氣轉冷，家父不宜每天洗澡，因為會增

加他患肺炎的風險，但家父是一位愛整潔的
人，他會經常嚷着要洗澡。於是，得到護士
的批准後，我便用輪椅把老父推到淋浴間幫
他洗澡。
家父體力衰退，不能自己洗澡，加上他不

可以除掉掛到鼻子的氧氣喉，於是，我用擁
抱的方式把他移到洗澡椅上，然後我便把沖
涼液揉搓他背脊，家父閉上眼睛，表現出舒
服的樣子，這讓我想起我小時候與家父在公
眾廁所洗澡的情境。
當時我還讀小學，學校就在老父的店舖附

近，放學後，我便返回藥房逗留，直到藥房
關門後，我才跟家父回家去。為了方便，回
家前，我們兩父子必到附近公廁洗澡，公廁
並沒有洗澡設施，我們只用一個大面盆、毛
巾和肥皂。

家父會幫我沖涼，原因是我只會玩水，他
把肥皂輕輕地擦在我身……今天，終於讓我
幫家父沖涼，幫他搽肥皂，那一刻，看着老
父的背脊和他滿頭濃密的銀髮，點滴在心
頭。
不論是家父或家母，我都喜歡用「身體接

觸」來傳遞愛和關懷，我不時會摸他們的面
頰和手，當他們患病而需要長期臥床時，我
和姊姊都會幫他們按摩四肢和抹身清潔。
我和姊姊在小時候，每當患病時，家父家

母都十分緊張，幸好家父是醫生，他可立即
診斷我們患病的情況。
家父出院後，不久便離世。「父慈」，在

我心中，他不只是位慈父，也是我的英雄，
「子孝」，雖然我在朋友眼中是一位「算不
錯」的兒子，但我覺得做得不夠，至今我仍
介懷家父家母離開得早，我和姊姊沒有更多
時間去盡孝道。所以，每逢有機會分享家父
家母的事時，我都會提醒身邊的朋友，應多
主動珍惜與父母相處的機會。
所謂「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父母

的愛是無條件的，身為子女，不論我們成功
或犯錯，父母總是向我們打開懷抱。

■楊友恭
（本文為新聞聯主辦「愛、傳、城 Love

Is All Around」第一屆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
中學公開組冠軍作品。）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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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孝報親恩 珍惜每一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
鼓勵更多香港學生修讀教資會資助研
究院研究課程，培育本地研究專才。
施政報告早前宣佈將在2018/19學年
起提供學費豁免，有關計劃本月1日
起正式推行，詳情已在教資會網頁公
佈。在8所資助大學入讀哲學碩士及
博士課程的合資格本地學生可獲免入
息審查學費豁免，受惠人數不設上
限，若學生完成哲學碩士（MPhil）課程
後再修讀哲學博士（PhD）課程，將
符合資格獲得兩項課程的學費豁免。

涵蓋八大 獎勵津貼無衝突
根據資料顯示，在香港城巿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理工大
學、香港科技大學或香港大學修讀研
究院研究課程的合資格本地學生，包
括在讀生及新生均可獲豁免學費。現
時有關學費水平為每年4.21萬元。
學費豁免計劃涵蓋哲學碩士及哲學

博士課程，前者標準修業期兩年，後者標準修
業期3年或4年不等，視乎學生是否已取得研
究型碩士學位。
計劃並提醒，如學生已獲其他計劃豁免繳交

有關課程的全部學費，將不符合資格獲得學費
豁免；若學生只獲豁免繳交部分學費，有關學
生仍然符合資格獲得豁免餘下部分學費；如學
生獲得獎學金、獎金或津貼而其目的並非支付
有關課程的學費，將不影響該學生獲得此計劃
的學費豁免資格。
此外，受此學費豁免計劃涵蓋的學生，將不

符合資格申請學生資助處的「資助專上課程學
生資助計劃」的資助以支付學費。
然而，若有關學生符合上述計劃所訂資格，

申請該計劃內經入息審查的助學金和貸款，有關
學生則仍可申請資助以支付學業開支和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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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的嶄新技術名為「有源驅動鐵電液
晶顯示器（FLCD）」，由該校先進顯

示與光電子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電子
及計算機工程學系講座教授郭海成及其團隊
研發，既可提升能源效益及顯示效果，並可
以更低成本開拓產品潛在應用。
傳統上，LCD均需要使用彩色濾光片建

構彩色影像，但是濾光片會阻擋約七成背景

光源，令顯示器消耗更多能源，效率十分有
限。

成本料大減 膺國際獎項
針對有關問題，科大團隊研發反應較快的

「鐵電液晶」，並透過新穎的「場序彩色顯
示技術」，按時間快速而順序發送顏色資
訊，成功摘除彩色濾光片，只靠人類視覺系

統將這些圖像融合成全色圖像。而由於彩色
濾光片佔LCD製作成本約三成，新技術可
令FLCD成本大減。
而有別於市面的LCD，科大研究人員採

用紅綠藍3色的「RGB LED」，而非一般
LED作為背光系統，令FLCD色彩飽和度亦
有所提高。
由於「RGB LED」光譜較窄，其色域

（顏色的範圍）亦因此較廣闊，令FLCD表
現較現存市面任何一款的顯示器都更為優
勝，此外 FLCD 不 同 顏色的子像素
（Sub-pixel）已被移除，所以解像度也提升
3倍。
郭海成表示，FLCD耗用更少能源，可有

效延長電池使用時間，所以十分適合應用到
如智能手機、平板及手提電腦等便攜式的電

子儀器，「這個創新的液晶顯示器擁有更佳
的解像度及色彩表現，可用於高端產品，例
如虛擬實境（VR）設備及頭戴式顯示器
等。」
研究團隊與台灣友達光電已成功製造

FLCD的原型（Prototype），近日並參與國
際資訊顯示學會的創新比賽，成功獲選為
「最佳展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液晶

顯示器（LCD）是現時其中一種最

重要的顯示技術，科技大學團隊近

日成功研發反應更快的「鐵電液

晶」，於LCD顯示科技上作出重大

突破。新的顯示器不再需要使用會

阻擋七成光源的彩色濾光片，其節

能效益為現有LCD的3倍至5倍，

顯示效果的解像度也提升3倍，另

色彩飽和度亦有顯著提升，對於包

括智能手機等便攜式電子顯示儀器

的發展，帶來新動力。

天水圍香島中學日
前舉辦供小學生參與
的「資優新體驗日營

2018」，以 STEM（科學、科技、工
程、數學）為主題，致力培育下一代的
創科精神。是次資優日營共設8個課程，
包括「我的DNA項鍊」、「3D打印創智
慧城巿」、「預報天氣瓶」、「水晶膠
匙扣」、「不倒陀螺」、「IoT物聯網智

慧裝置」、「棉花糖挑戰賽」及「VR模
擬飛行」，活動反應熱烈，得到多區小
學校長、老師及家長大力支持，參加人
數創新高。
一眾參加活動的小學生均認為，STEM

資優課程與生活息息相關，他們家長亦同
意，「資優新體驗日營」有助培育學生探
索求新精神，可發揮學生的創意潛能，並
表示來年有意繼續讓子女參加。

在當日日營的優秀學員頒獎儀式，大會邀
得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副
主任周文港任主禮嘉賓。周文港在致辭中肯
定天水圍香島中學推行STEM的成效，又
恭賀該校早前獲頒「STEM教育實驗學校」
及「優秀STEM學校」嘉許狀。他又表
示，未來知識型經濟需要大量STEM人
才，呼籲各位家長和學生在STEM方面多
作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天水圍香中「資優營」育學童創科精神
�	��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對於發展
遲緩，出現語言、讀寫困難，又或患上自
閉症、過度活躍症等的幼兒來說，如能及
早接受訓練，情況其實可以改善。
特區政府在9月新學年起，每年預留4.6
億元把「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納
為常規服務，讓心理學家、治療師等專業
人士到幼稚園，為有特殊需要的幼兒、家
長及教師提供訓練，相關名額亦由3,000
個增逾至7,000個。有受惠的幼童家長
指，兒子學習和情緒大有改善，可謂判若
兩人，而接受服務的幼稚園校長亦表示，
在適切教學下幼童都能融入常規學習，進
步明顯。
現讀幼稚園高班的張竣銘，在3歲半時

被評估為學習發展遲緩，並且經常鬧情
緒，張媽媽接受政府新聞網訪問時直言，
過去曾為此而頭疼不已，「那時，學校每
天都派主任處理，因為他總有不同問題出
現。」

她又說，當時就算是學校的親子活動，
也不敢帶兒子參加，因為擔心不懂怎樣處
理其突發的情緒問題。
張媽媽表示，曾替兒子輪候早期訓練，

但社工預計要等一年半以上，擔心錯過治
療黃金期。她後來得悉，兒子就讀的浸信
會培理學校參加了「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
驗計劃」，遂報名參加。

兒受訓兩年大改善 母歡喜
自中班起張竣銘接受協康會專業團隊到

校提供的訓練，上課時亦會作觀察和跟
進，並通過遊戲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兒童與
同學溝通。
此外，張竣銘每星期亦會到協康會訓練

中心接受大肌肉訓練，物理治療師會設計
各種體能活動助他提升平衡力、跑跳和攀
爬能力。
張媽媽說，兒子接受訓練近兩年，可謂

判若兩人，學習和情緒大有改善，「老師

以前跟我說的都是他的問題，現在說他很
天真、活潑、開朗，令人喜歡。學習方
面，他基本上已完全跟上進度。」
她又表示，計劃的家長支援亦讓自己更

明白兒子的處境，懂得先讓他抒發，也更
能投入親子活動中。
協康會區域經理莫惠霞解釋指，在校內

提供訓練，可讓幼童於熟悉的環境更投入

地學習，而專家團隊亦能與老師緊密合
作，看到兒童的實際需要，作更準確評估
及訓練。
浸信會培理學校校長翁巧香則說，有需

要的學生接受相關教學支援，會有明顯進
步，「他們融入常規學習，不影響上課秩
序，每位教師都會感到高興，壓力減輕不
少。」

學前康復入校 特需童進步快

■天水圍香中日前舉行以STEM為主題的
「資優新體驗日營2018」。 學校供圖

▲張媽媽經常陪伴兒子接受訓練。

◀專業人士到幼稚園安排訓練。

▲由科大開發的FLCD（右），解像度及色彩飽和度均較傳統LCD（左）優勝。 科大供圖

◀郭海成（前右）及科大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Abhishek Srivastava（前左）
團隊研發的新顯示技術，於國際資訊顯示學會創新比賽中獲「最佳展品」獎。科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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