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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檢微機械人 15分鐘測腸毒
中大團隊申創科撥款 開發自動化平台增效率

難辨梭菌感染是最常見的醫院內腸道感染，其
分泌的毒素會引起腹瀉、發燒和大便出血

等，少數病例會引發腹膜炎和敗血症，可引致死
亡。正在服用抗生素治療的病人、長者、慢性病
或炎症性腸病患者均是高危感染群組。
現時在醫院出現肚瀉症狀的病人，其排泄物樣
本會送到實驗室，以確認是否染有難辨梭菌，化
驗過程一般需時一兩日。

遇毒減光 主動尋毒
中大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副教授張立的研究
團隊，研製出一款以孢子合成的微型機械人，它
們自身攜帶發出熒光的「碳量子點」，當遇到難
辨梭菌毒素時，「碳量子點」和毒素會產生反
應，導致熒光強度減弱。
機械人參考孢子獨特的三維構造，有利它們在
被稀釋的排泄物樣本中游走，主動地尋找毒素，
檢測效率和敏感度較一般被動的化學檢測高，即
使樣本的毒素濃度低，微型機械人亦能作出反

應，而且能透過外部施加磁場控制機械人的移動
方向，方便追蹤和記錄。

食品化學品等檢測適用
張立表示，其團隊已進行試驗，將微型機械人
注入難辨梭菌病人的排泄物樣本，結果所有樣本
均在15分鐘沒有再發出熒光，證明技術可以輔
助、甚至在未來有機會取代傳統檢測方法。這項
技術亦適用於其他生物分析領域，包括食品、化
學品以及其他細菌檢測，有關研究成果已刊登於
美國科學促進會期刊《Science Advances》。
中大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消化疾病研究所主

任沈祖堯續分享指，難辨梭菌是透過接觸患者排
泄物或受污染物件傳播，由於病人的腸道微生物
生態失衡，一般較難治療和容易復發，所以預防
感染尤其重要。研發一個快速、準確、簡單及便
宜的測試工具，有助縮短診斷時間，更早對症下
藥，醫院亦能及早進行感染管理措施，有效阻截
病菌擴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微型機械人在手術、治療、診斷和檢測等醫療應

用上有巨大潛力，是現今科學界其中一個重要發展方向。中文大學團隊近日成功研

發出一款醫學檢測微型機械人，其構造獨特，可進行主動偵測，最快15分鐘便可

準確檢測難辨梭菌釋出的毒素，有望取代需時一兩天的傳統檢測方法。團隊正申請

創新及科技基金撥款，開發微型機械人自動化檢測平台，以提升臨床化驗的效率和

準確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升
學被視為香港學生主要壓力來源，
不少莘莘學子為擠進大學不惜「爭
崩頭」以覓得一席之地。不過，8大
資助學士課程終止學業人數近年突
「拾級而上」，2017/2018學年更見
新高，達1,300人，與2003/2004學
年的636人相比，15年間更激增逾一
倍。
有教育界人士表示，貿然棄學是
浪費了學位以及納稅人的金錢，教
資會及各大學必須認真看待棄學成
風的現象。
教資會資料顯示，2017/2018學年
8大共有 1,300 名學士學生終止學
業，較2016/2017學年的1,242人增
加4.7%，是連續第五年上升，見歷
史最高。8大中，上學年以中文大學
的棄讀人數最多，達255人，其次為
理工大學及香港大學，分別達250人
及222人（見表）。
香港於2012/2013學年落實大學四
年制，在學生總人數上升下，該年
開始大學終止學業人數明顯增加。
但撇除有關因素後，大學終止學業
率亦有明顯上升趨勢，2003/2004學

年有 636 名學生終止學業佔總數
1.3%，而上學年終止學業人數倍增
至1,300名，比率也升至1.5%。
多所大學回應時指，只籠統提到

終止學業的原因各異，未有解釋上
升趨勢。中大指，終止學業學生多
為自行退學，最常見的是轉讀本地
或海外其他院校，而由於學生有不
同的升學選擇及考慮，每年數字或
有所變化。
理大則指，學生終止學業原因主

要是個人考慮，如學業成績、學科
的選擇及其他發展方向。港大則回
應稱，大部分退學的同學都沒有提
供原因，若有表示去向的學生，多
數是到海外繼續升學。

胡少偉料不適應大學生活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認為，在公

共財政角度來說，學生貿然退學對
學位資源構成浪費，教資會及各大
學有需要認真審視分析。
本身為大學教師的他指，據自己

前線觀察，不少學生退學緣於不適
應大學生活，因大學學習風氣較自
由，「有時候兩個月都不用交一次

作業」，對習慣高中考試模式的同
學來說特別需要學好管理時間。
胡少偉又提到，大學注重學術誠

信，嚴打抄襲，個別學生如未能拿
捏好準則，也有可能難以適應。
他認為，大學應加強心理輔導工

作，主動了解學生在校園適應、甚
至是其他方面的困難，並提供相關
服務。同時，中學也需要做好生涯
規劃，讓中學生有個清晰的概念，
對升學有具體了解和合理期望。
現於英國修讀博士課程的港生

Geoff亦曾是其中一名「棄讀生」，
他於2013年獲港大取錄，但在開學
兩個月後退學改往英國升學，主要
因為當時認為香港於創科方面的投
入及配套不充足，「校方亦不敢讓
本科生去『玩』儀器」。
對於大學退學人數持續上升，他

估計這或與香港「考試為本」制度
相關，社會過於吹捧醫生、律師等
「神科」，令許多人產生誤解，若考
不上「神科」就否定了人的價值，加
上社會有「浸過鹹水比較叻」的說
法，故有人會為另覓出路而選擇退
學。

8大退學人數15年增逾倍 近年8大終止學業總人數
學年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人數

726

1,112

1,010

1,099

1,179

1,242

1,300

佔全部學生百分比

1.3%

1.5%

1.3%

1.4%

1.4%

1.5%

1.5%

2017/2018學年
8大終止學業人數
大學

中大

理大

港大

城大

科大

浸大

教大

嶺大

人數

255

250

222

190

124

120

89

50

資料來源：教資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情人節，一項
調查顯示，約有三成受訪中學及
大專生有戀愛經驗，其中逾半人
不時與情侶發生衝突，每月最少
一次。當學生情侶面臨關係破裂
時，不少人態度消極，半數人指
會收藏負面情緒，逾四分一坦言
不知如何處理，亦有一成半稱會
自我傷害發洩。負責機構建議於
中小學推動「關係教育課程」，
助年輕人正面處理兩性關係危機
並建立正確價值觀。

八成受訪者初中或之前已拍拖
香港青年協會學校社會工作組

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成功訪問
了逾3,000名中學及大專生，了
解他們如何看待兩性關係及相關
價值觀。
受訪者中 30.1%曾有戀愛經

驗，當中近八成人在初中或之前
已經談戀愛，9歲或以下開始拍
拖的亦佔3.2%（30人）。
在曾談戀愛的受訪學生中，有

55%每月與情侶發生最少一次衝
突，每星期頻密吵架的亦有
20.4%。衝突原因最主要為對方
「沒有履行承諾（44.5%）」、
「沒有自動自覺地回應我的感受
和需要（41.5%）」及「對方沒

有用心地了解我（41.2%）」。
值得關注的是，在面對戀愛關

係破裂時，不少曾談戀愛的受訪
學生會選擇以消極方法處理，包
括 「 收 藏 自 己 的 負 面 情 緒
（50.6%）」、「不知道如何處
理（25.8%）」等，更有15.5%指
會自我傷害發洩、約一成人指會
在網上述說對方不是或報復。

青協：戀愛觀易受網絡影響
青協學校社會工作組指，在過
往到校戀愛教育服務計劃中發
現，很多學生戀愛觀受網絡及社
交媒體影響，部分人自言「這些
機會不是屬於我」，或將自我價
值建基於有其他人愛，分手時認
定「覺得自己是零」，到出現感
情問題時也欠缺正面處理技巧。
工作組舉例，有初中男生個案

曾拍拖十數次經驗，最短的關係
只維持一天，該男生面對情況衝
突時總嫌對方不了解自己，與自
己性格不合，最終每次分手都是
不歡而散；有大專女生即使面對
戀愛衝突或暴力都會強忍，自以
為可讓男友體會自己對感情的付
出，卻遭男友無視，甚至每次衝
突時都以暴力宣洩，致令身體受
到不同程度的傷害。
此外，有中學生的情侶，因女

方沉迷社交平台「愛情語錄」，
不斷藉此向男友表達自己的愛情
期望，惟男方認為這些句子沒有
根據並不滿女友思想和價值觀受
其影響，兩人經常為此爭執。
青協學校社會工作組督導主任

魏美華建議中小學應推行以價值
教育為本的「關係教育課程」，
讓學生學習人際相處之道、同理
心及有效溝通方法，於面對衝突
或危機時，懂得理性評估和回
應。
魏美華補充，家庭亦是青年學

習發展健康人際關係的重要基
石，建議家長可以開明、接納的
態度，理解子女在處理朋友、戀
人等人際關係上的看法，若能夠
先聆聽，再理解，後分享，將有
助子女建立正面的人際關係。

■青協調查顯示，逾半數學生情
侶與戀人每月最少衝突一次。

青協供圖

逾半學生情侶 個個月有衝突

大 家 觀
看科幻電
影時，一
方面會被
那些超級

科技如AI人工智能、無所不能的機
械人所吸引，另一邊廂會否心裡暗
忖：人類終有一日是否會被科技及
機械所取代呢？
面對世界的資訊科技一日千里快

速變遷，科幻電影中的橋段似乎陸
續實現：自動化、電腦化、人工智
能產品陸續面世，越來越多人討論
有關未來被科技／機械取代而消失
的「人類」職業：職業司機、銀行
櫃員、記者、零售工作、食品員工
及廚師……年輕人投身職場時，除
考慮自己的興趣及現有能力、了解
各行各業的發展外，恐怕亦需好好
思考未來要求的工作能力，及早準
備。
筆者參閱相關資料及不同業界對

人力資源發展的看法，嘗試分享以
下數項能力：
1.創新及創造力：機器及人工智

能確能幫助我們更快更準確地完成
某些工序或任務，但他們現階段不
可能像人類一樣有創造力及靈活
性，換言之，創造力將是未來工作
的關鍵技能，年輕人必須好好嘗試
新事物並冒險，別怕失敗並從中激
發新點子。
2.社交能力：社交不止限於溝通

力、理解力及情緒智商，「協作
力」、「建立信任力」、「同理
心」等社交能力相信暫時亦無法被
機械所取代，年輕人宜多參與群體

活動，結識不同界別的人士，學習並磨練多
方面之社交能力。
3.跨文化及領域學習：全球化年代資訊爆
炸，工作不再局限於某一區域，我們必須了
解及包容不同文化，才能成為一個「國際
人」；與此同時，年輕人必須有更多跨領域
的嘗試，在選擇進修方向時，除個人興趣或
專長外，更應嘗試接觸其他陌生領域，數
學、科學以外，不妨涉獵經濟、公共政策、
人文科學等層面，擴闊知識及思維。
4.終身學習及思考能力：世界持續快速變

化，要能適應新轉變，必須具備一定的「彈
性」，來自於求知與不斷學習，才能持續吸
收而不怕被淘汰。當例行工序都交予電腦處
理時，我們其實更需具有思考分析能力，學
習如何理解及解決複雜問題，這些能力永不
過時。
有說未來的工種，如今有逾六成未曾面

世，年輕一代不妨學習更多樣化的能力，今
天看似無用的能力，誰知道在十數年後，會
否成為核心的「黃金技能」呢？
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及對自我有多些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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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將上載
於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hky-
wcaclap），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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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DSE）即
將開考，考評局昨日起已透過學校或郵遞向各應屆
考生派發2019年DSE准考證，考生需要核對相關資
料，並在應考各科考試時帶備准考證及身份證正
本，於指定日期與試場應考。
考評局提醒，考生應該注意核對准考證上的個人資

料，包括報考科目、卷別、單元、應考語文，及試場
名稱與地址等；同時不要塗污准考證或寫上任何資
料，否則會被扣分，甚至被取消全部考試成績。
此外，由於監考員於點名時會掃描准考證上的電腦
條碼，考生切勿把准考證「過膠」以免影響掃描。
又以郵寄收取准考證的自修生，如在2月25日仍未

收到准考證，應立即聯絡公開考評局考試資訊中心
（電話：3628 8860）。

DSE派准考證
記得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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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夢萬花筒
ＬＯＧＯ）

■中大團隊希望研發一套臨床應用的自動化微型機械人診斷平台，減省化驗時間和所需人力，提高準確度。沈祖堯教授
(左)及張立(右)是研究團隊主要成員。 中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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