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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規劃出台在即，高等教育發展是其中一個受關
注的領域。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前往珠海，探
訪香港首間與內地合辦的高等院校北京師範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他
讚揚UIC是兩地合作辦學的典範，認為本港大學
於大灣區發展空間很大，香港高教的經驗及與國
際接軌的辦學模式，能與內地高等院校結合並發
揮協同效應，對培養大灣區人才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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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物療課料明年開學
育醫才迎社會需要 投放一億元增學生支援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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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校長黃玉山昨日公佈公大重點發展的
五大範疇，包括發展優質教育、豐富學

生學習體驗、增強大學研究實力、建構理想
校園以支援學生學習及實踐卓越管治及行
政。他透露，公大未來五年將投放逾一億元
以增強學生支援和發展，並鼓勵學生走出校
園，建構國際視野。

遙距改面授教學 供電子教科書
他強調，該筆款項是大學日常開支外額外
投放的資源，其中約有一半金額用作招聘教
員，其餘則為學生提供更多境外交流及實習
機會，進一步提高教與學質素。

同時，公大為靈活運用教學資源，將遙距
學習發展為面授教學，為學生提供免費校本
電子教科書；同時亦開發「iBookcase」、
「環球體驗計劃應用程式」，學生可以在前
者接收上課、考試時間等重要學科資訊，也
可以在課上進行投票與教師互動；學生在外
地交流時則可運用後者記錄學習日誌。
面對適齡文憑試考生數目下降的情況，黃玉

山指過去公大收生量平穩，甚至有上升趨勢，
對此並不擔心。他指現時校內本科生有接近百
分之十屬非本地生，縱使未來擴大非本地生學
額，目標仍以培養香港本地人才為首要任務。
校方昨日透露，在去年底的首輪聯招（JU-

PAS）中，不少課程均競爭激烈。

酒店旅遊工管搶手 23.8人爭一位
其中酒店及可持續旅遊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

士收到476個申請，平均23.8人爭一學位；其次
為運動及電競運動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共
收到259個申請，平均13人爭一學位。
在醫療相關科目方面，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

為1,099人爭325個學額，平均3.4人爭一學位。
由於香港對醫療人才需求龐大，為了配合

社會需要，公大正籌備開辦「物理治療（榮
譽）理學士」及「脊醫博士」兩個課程。
黃玉山指公大正物色合適的物理治療教

員，有望於2020年開辦第一屆課程，並同時
啟用公大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大樓，屆時將
提供14層、合共20萬呎的教學用地。
黃玉山補充，由於香港欠缺脊醫相關的設

備與人才，故將與美國的大學商討合辦博士
課程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社會對
精神健康的關注日益提高，學校課程及
活動正逐漸加入相關元素，幫助年輕人
從小起做好情緒管理。退休的中學校長
康羅賜珍，有見多年教育生涯中遇到不
少學生受情緒困擾，認為可於幼兒階段
做更多工夫，早前她便與女兒組成「母
女檔」，為幼兒編寫《情緒智慧小蘑
菇》教材，讓教師與家長攜手，教導孩
子了解情緒。
康羅賜珍退休前已從事教育事業四十多
個年頭，她看到不少年輕人因不懂疏導情
緒而患上情緒病、暴食症，甚至有因而輕
生的例子。
她意識到情緒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
成，加上現時香港社會缺乏有系統的情緒
教育課程，於是萌生編著相關教材的念

頭。

母女圖文分工拍住上
康羅賜珍遂與任商店櫥窗設計師的女兒

康皓珊成「母女檔」，由女兒當插畫師，
共同繪編《情緒智慧小蘑菇》；繪本描述
小蘑菇的日常生活，他們之間的相處如常
人般會出現摩擦、衝突，教材藉此讓孩子
認清情緒，並提升與人相處的能力。
教材自2017年推出，至今已有23所幼

稚園使用。正使用該教材的九龍婦女福利
會幼稚園校長余秋娣表示，教材可助孩子
學會不少與情緒相關的詞彙，「明顯可以
看到小朋友更樂於表達自己感受，包括
『愉快』、『自信』，『氣餒』、『嫉
妒』等詞彙，亦有助大人去了解孩子，協
助他們疏導負面情緒。」

除了學校用的教材，康羅賜珍母女正編
著《情緒智慧小蘑菇－親子繪本系
列》，中文版及英文版均有望趕及今年書
展出版。家長版教材合共三個系列，除了
會讓孩子學會多種情緒，更會附有「家長
小貼士及小錦囊」，讓家長掌握與孩子相
處的技巧，使親子活動進行得更順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流感持續爆
發，衛生防護中心昨晚更新停課幼稚園名
單，至昨日下午4時增加48間幼稚園或幼
兒中心需要今日起停課7天，令停課學校總
數增至349間。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指，若停課期間學校無出現其他問題，預
計會於停課期後，即本周六（26日）起陸
續復課，局方已要求衛生防護中心評估最
新流感情況，本周內召開跨部門會議跟
進，討論是否有需要加強停課措施。
今日新增的停課幼稚園包括多間國際

校，例如沙田的基督教國際學校－幼稚
園，南區的新加坡國際學校（幼稚園
部）、德瑞國際學校（幼稚園部），灣仔
的法國國際學校（渣甸山校舍）（幼稚園
部）等。
自上周六（19日）因應流感要讓疫情

爆發的幼稚園停課起，沙田累計共有39
間幼稚園停課，為各區中最多，隨後則為
九龍城的34間。衛生防護中心周一至周
六每晚會於網頁（https://www.chp.gov.
hk/files/pdf/kgccc_suspension_list_chi.
pdf）發佈更新名單，供家長參考。
陳肇始昨日表示，衛生防護中心會每

日評估爆發流感學校的情況，若學校在7
天內無其他問題，預計會陸續復課，而今
個星期內政府亦會再召開跨部門會議，討
論是否有需要加強停課措施。
她表示，今年有三分之二小學參與了

到校接種疫苗計劃，令小學爆發情況較輕
微，重申疫苗是對抗流感的有效方法，而
衛生署已跟藥廠了解，確認目前疫苗存貨
充足，呼籲幼稚園可多查詢安排學生接
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香港公開大學昨舉行迎春傳媒茶敘，公佈未

來五年的發展策略。為提高教與學質素，該校未來將投放一億元，以加強學

生支援和發展。此外，由於社會對醫療人才需求龐大，校方正籌備物理治療

學系及脊醫課程，其中物理治療學系預計於2020年開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李
嘉誠基金會以100萬美元（約784
萬港元）贊助的「Saildrone南極
環流探索」計劃正式啟動，由美
國海洋數據供應商Saildrone派出
兩艘無人駕駛的航探儀，已於本
月20日在紐西蘭最南端的布拉夫
順利出發至南極，展開270日的
科學之旅，成為史上首支前往南
極的無人駕駛航行隊伍。
感應器會實時把南極生態數據

直送至全球課室，大會特別為港

生提供南極環流探索的網上課
程，之後他們可參加兩項創作比
賽，贏取前往美國交流的機會。
Saildrone透過同名的無人航探

儀在海上收集數據，它有 7米
長，5米高，2.5米深，無人駕
駛，能偵測輻射、磁場、波高、
酸鹼度、魚生物質、哺乳類動物
音波等數據。

港生可參與網上課程贏比賽
今次計劃之下，兩艘航探儀在

布拉夫順利出發，預計一個月後
抵南極，當中16個「科學級」感
應器透過風力和太陽能驅動，探
索海洋世界，實時把南極生態數
據直送至全球課室。
港生可參與已編制的網上課

程，了解南極如何影響全球，探
討企鵝及鯨魚生態、海洋酸化、
氣象等不同議題，之後可以參加
「Saildrone的新衣」設計比賽及
「南極與我何干」錄像創作比
賽，優勝者將獲邀前往Saildrone
美國總部參觀，並會到訪當地新
創公司，詳情可瀏覽 www.sail-
drone.com/antartica。

「小蘑菇」鬧大交 教小童識情緒 再增48幼園停課 國際校「最旺」

航探儀征南極 數據直送課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本港
不乏熱心市民樂於幫助有需要一群，
惟有關幫忙又是否真正切合對方所願
所需？為讓大眾進一步認識殘疾人士
所遇的困難，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
兩名學生跟隨患有「未確診疾病」的
視障人士盧勁馳遠赴美國求醫，利用
360全景攝影技術製作《與視覺無關》
紀錄片，讓觀眾透過VR虛擬實境眼
鏡，身歷其境感受主角美國之行的經
歷。

患奇病港無合適治療
《與視覺無關》以360全景攝影技術

拍攝，長40分鐘的紀錄片，由賽馬會
「見．同理」計劃贊助。主角盧勁馳
患有「未確診疾病」20年，是一位嚴
重怕光、畏聲的視障者，每日都在強
烈的神經過敏症狀伴隨下努力生活。
由於香港並無合適治療，於是他在媽
媽陪同下前往美國求醫。
紀錄片記述二人去年9月前往美國聖
路易斯求醫的經過，透過360全景攝影
技術，讓觀眾透過沉浸式體驗，如同
身歷其境地與盧勁馳一起進行神經痛
症的另類治療。

呈現生活點滴 體會主角心境
《與視覺無關》由城大生陳卓斯和
周曉林創作，在訪問中陳卓斯分享

指，身邊親人亦有受同樣問題困擾，
「在內地的表哥患青光眼，而當地鄉
村提供支援有限，使他變得抑壓，很
多時候困在房裡不願出門。」
正因有此經歷，陳卓斯希望可進一

步了解香港視障人士的生活狀況，於
是開始聯繫相關機構，認識盧勁馳並
得悉對方將要前往美國，雙方一拍即
合，促成紀錄片誕生。
「360全景攝影技術在我而言很是新

鮮，我覺得這類新科技可提升公眾人
士的興趣，去了解殘疾人士的生活面
貌」，盧勁馳在紀錄片中如此分享拍
攝期望。周曉林進一步解釋，紀錄片

最希望向觀眾呈現殘疾人士的生活點
滴，在前往陌生環境治病所遇到的困
境與不安，因此取名為《與視覺無
關》，希望觀眾可代入其中，體會主
角當下心境。

不想一直靠人幫助
陳卓斯引述盧勁馳曾指，過往主流

媒體較多從「好慘」、「咩都做唔
到」等角度塑造其形象。紀錄片則更
希望發掘盧勁馳的不同面向，「影片
一方面可見他受神經痛症影響，在床
上不自主扭動的痛苦一面；因視力障
礙，簡單一個倒藥動作都要花上數分

鐘的軟弱一面；而在旅途中，當他面
對困難時都會有怨言，亦會發脾氣，
絕非單純只有『弱者』形象」，讓大
眾更立體地認識盧勁馳的人性一面。
對於幫助殘疾人士，陳卓斯認為本港

其實不乏熱心市民，惟部分甚至過分熱
心，「香港人也許很習慣性地提出幫
忙，好比在地鐵遇上視障者，第一時間
就捉住他隻手帶路」，然而陳卓斯問過
不少視障人士，他們固然感激別人幫
忙，但更希望可自行完成一件事情，而
非一直依賴別人。陳卓斯和周曉林均希
望紀錄片能夠帶出這份訊息，提升社會
關心殘疾人士的真正需要。

城大生拍VR片 感受視障者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本港大學四

年制推行多年，多所大學早前相繼宣佈改革
新學年收生機制，包括彈性取錄文憑試個別
核心科失手但其他科目成績理想的考生。昨
日中文大學宣佈更多靈活收生措施，包括改
用「擇優分數換算」，文憑試5級起可獲額
外加分，5級、5*及5**分別等同5.5分、7
分及8.5分，有利具特殊專長的學生爭入心
儀學科。有關換算睇齊港大去年11月公佈
的新計分法，但不適用於該校環球醫學及醫
科課程。
在中大「擇優分數換算」下，文憑試獲1
級至4級維持等同1分至4分，而5級、5*及
5**則分別額外加0.5分、1分及1.5分。
新做法較有利於個別專長科目「摘星」的
單科尖子，以兩名最佳 5 科分別為
「44444」及「5**5**222」總分同為20分的
學生為例，前者新換算維持20分，但後者
卻增至23分明顯更具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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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羅賜珍（中）退休後，與女兒康皓珊
（左）「母女檔」編寫幼兒教材。圖右為
余秋娣。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公大昨舉行迎春傳媒茶敘，公佈未來五年的發展策略。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SaildroneSaildrone離開布拉夫海港離開布拉夫海港，，啟動南啟動南
極探索任務極探索任務。。 李嘉誠基金會供圖李嘉誠基金會供圖

▲《與視覺無關》講述盧勁馳（左）和媽媽前往美國
聖路易斯的求醫經過。 《與視覺無關》花絮截圖

◀觀眾可透過VR虛擬實境眼鏡，感受主角美國之行
的經歷。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中大宣佈
更多靈活收
生措施，包
括改用「擇
優 分 數 換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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