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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訪又一村校 轉達彭麗媛教授新年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2月

18日，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赴又一村
學校看望3位給彭麗媛教授寫賀卡的學
生沈子悠、何思珩和許心宥，轉達彭
麗媛教授的新年祝福，並向全校師生
拜年。
2017年6月29日，彭麗媛教授探訪

又一村學校，看望師生並給學校及小
朋友贈送禮物。2018年6月25日，沈

子悠、何思珩和許心宥3位小朋友代表
學校給彭麗媛教授寄送心意卡，並於7
月15日收到彭教授的回信。
今年1月10日，沈子悠、何思珩和

許心宥3位小朋友再次給彭教授寫信，
表示「我們已經升上小學了，一定會
努力學習、孝順父母，共創美好明
天」。彭教授託人轉達來信已收到，
並向3位小朋友致以新年祝福。

國家力推AI 發展態勢急速
譚鐵牛：國際競賽已拉開序幕 須搶抓機遇力爭超越

譚鐵牛近日在《求是》雜誌撰文，引述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指出，加快發

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關國家能否抓住新一
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錯
失一個機遇，就有可能錯過整整一個時代。
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已曙光可見，在
這場關乎前途命運的大賽場上，國人必須搶
抓機遇、奮起直追、力爭超越。
譚鐵牛介紹指，人工智慧是研究「開發能
夠模擬、延伸和擴展人類智能的理論、方
法、技術及應用系統」的一門技術科學，目
的是促使智能機器如真人一般，會聽、會
看、會說、會思考、會學習及會行動。

致力解決隱私倫理問題
若要描述人工智能自1956年以來的發展

歷程，他表示在學術界可謂是「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故提出將該科學的發展歷程劃
分為起步、反思、應用、低迷、穩步及蓬勃
等6個發展階段。
譚鐵牛在文中解釋，人工智能大體分為

「專用人工智能」與「通用人工智能」，前
者如阿爾法狗（AlphaGo）、大規模圖像識
別等執行任務單一的系統；後者則有如人類
大腦般可以處理各類判斷、抽象、推理的系
統。但他指出，通用人工智能仍處於起步階
段，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可謂「有智能沒智
慧、有智商沒情商、會計算不會『算計』、
有專才而無通才」。
現時的人工智能創新創業如火如荼，譚鐵

牛指目前智能科技時代的信息產業格局還沒
形成壟斷，故全球科技產業巨頭正積極推動

研發，全力搶佔人工智能的「制高點」，然
而人工智能所衍生出的隱私保護、知識產
權，甚至是人機共生的科技倫理問題相繼出
現，需要抓緊提供解決方案。

料變成普惠型智能社會
對於未來人工智能的趨勢，譚鐵牛預測，

將來會從專用智能走向通用智能的研究、將
人的認知模型引入人工智能系統的人機混合
智能發展、減少人工干預的自主智能方法，
並加速滲透於各個學科領域。在各種因素影
響下，人工智能將推動人類進入「低成本、
高效益、廣範圍」的普惠型智能社會。
他提到，人工智能領域的國際競賽已經拉
開序幕，歐盟、法國、日本、美國、俄羅斯
等均致力將相關技術運用至物聯網建設、甚

至是軍事等不同領域。
對於國家的人工智能發展現狀，譚鐵牛表

示總體態勢良好，可以用「高度重視，態勢喜
人，差距不小，前景看好」進行概括。
他表示，雖然國家的人工智能前沿理論創新

方面尚處於「跟跑」地位，但在黨中央、國務
院的大力支持下，加上具有市場規模、應用場

景、數據資源、人力資源及資金投入等多方面
的綜合優勢，故對人工智慧發展前景看好。
他並認為，國家要以問題為導向，主攻關

鍵核心技術，加快建立新一代人工智慧關鍵
共性技術體系，全面增強人工智慧科技創新
能力，確保人工智慧關鍵核心技術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余韻） 中央政府大力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其中發展頂尖的人工智能技

術，絕對是本港科研界的焦點之一。就應如何推動相關工作，本身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近日亦以《人工智能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為題撰文，介紹人工智能的發展歷程，更分析相關技術在國內外所

面對的挑戰與機遇。他指，國家的人工智能情況總體態勢良好，而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大力支持下，加上具有

市場規模、應用場景等多方面綜合優勢，看好國家的人工智慧發展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教育對社會有移
風易俗的影響力，本港非牟利機構「良師香
港」近年發動非主修教育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基
層學校，承擔相對輕鬆的教學任務，以便集中精
力關心學生。這班老師中，有的原本是地質學
家、工程界精英，竟決定放棄高薪厚職，每月僅
領取一萬元津貼，為的是要為孩子的成長出一分
力。
「良師香港」已踏入第四年，已招募到34位項
目老師，與19間基層學校配對，組織目前正展開
新一屆項目老師的招募工作，對象是優秀、具多
元才能的大學畢業生，大會會安排他們到基層學
校任教，希望能培育一群具同理心又有熱誠的未
來領袖。

「學生給我回應，是最好回報」
90後的張梓翹是其中一名加入計劃的項目老
師，她從港大畢業後一直從事地質學的工作，是
一名地質學家，工餘時間會做義工，接觸過天使
綜合症的病人，激起她對特殊教育的熱情。慢慢
她對教師的工作愈來愈有興趣，毅然辭去了原先
的工作，參加良師香港的計劃，在基層中小學任
教一年，每月津貼僅一萬元。
收入大縮水，張梓翹要削減家用，「從前與親
友聚會，會食好嘢，現在變成食平嘢」，每天由
東涌的家出發去鑽石山的學校，「為了慳錢，媽
媽晨早五時起床幫我準備飯盒。」，至今做了半

年老師，張梓翹還是覺得「很值得」。
以前的工作，她對着冰冷的石頭，「現在學生
會給我回應，這是最好的回報。」為了令任教的
小二班學生更投入課堂，張梓翹把教學課件設計
成破關的「拯救公主」遊戲，學生要做對算術題
以完成遊戲任務。而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資料，
她還會把適合學生的日文、韓文網絡視頻做翻譯
並配音，以提高學生學習內容的多樣性和積極
性。

關注SEN學生 推STEM活動
除了常規教學外，她特別關注班中有特殊學習

需要（SEN）的學生。記者採訪期間，留意到班
上有一名特別活躍和難管理的孩子，但他卻願意
聽從張梓翹的安排。原來張梓翹知道這孩子最喜
歡畫畫，就和對方約法三章，只要他上課時守秩
序，每個小息都會陪他畫畫。
當然，達成共識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學生

曾因為要做跟進評估而無法畫畫而大發脾氣，
「就算小息只剩一分鐘，我也會陪伴他畫畫兌現
承諾。」有次孩子拿着畫好的蜘蛛俠，跟她說：
「老師，送給你。」這是孩子送給她珍貴的禮
物，讓她感動又驚喜。早前她報讀學位教師教育
文憑課程，希望未來從事教育工作，看着學生健
康成長。
另一名良師李卓霖，小時候讀書成績不佳，很

多人睇死李卓霖根本考不上大學。在家人支持

下，他中二時去加拿大留學，中四回港入讀國際
學校，終於考入美國的大學。幾經努力，他成為
一名工程師，並在工程界做得風生水起。
現在轉型成為老師後，李卓霖組織學生參與

STEM活動，讓學生自行管理時間表，協調學習
與活動時間，鼓勵同學間的協作，結果他們利用
3D繪圖軟件完成、結合中史和科技的作品，在香
港工程師學會舉辦的創科比賽中獲得銀獎和最具
創新獎。
此外，李卓霖還利用午餐和休息時間和學生們
聊天。有即將參與文憑試的學生壓力沉重，於是
李卓霖帶學生到校外一處空曠的高處，引導學生
思考未來的規劃，令學生平靜下來。
稍後即將完成項目老師任務的他，未來希望成

立教育與工程相關教育平台Start-up、虛擬大
學，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參與教育工作。

■張梓翹（中）、李卓霖（左）進入基層學校任
教。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攝

良師棄高薪 為育基層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科技大學將於未
來3年撥款5,000萬元推行「可持續發展智慧校
園」計劃，資助教職員、學生、校友開發並於科
大校園內推行智能環保項目。校方昨日於傳媒春
茗公佈首輪勝出的9個項目，包括在圖書館閘門
設置人臉識別裝置提升用戶體驗，及以實時人流
監測的大數據平台分析巴士站、餐廳人流，幫助
師生合理安排時間，實現智慧校園。
有關計劃將支援包含可持續發展、智慧及跨學
科元素的項目。人臉識別系統是首輪入選的專案
之一，獲撥款15萬至16萬港元，用戶僅需要在
圖書館登記並拍攝面部正面和側面，之後就可不
靠證件、「刷臉」入館。
領導該項目的科大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助理
教授陳啟峰強調，該系統由科大自主研發且未與
第三方機構合作，並會於用戶註冊時講明用途，

因此不用擔心私人資訊遭洩漏等問
題，而用戶亦可隨時取消登記。該
系統目前已安裝於科大圖書館內，
處於測試階段。

大數據監測餐廳巴士站人流
另一個項目則利用實時人流監測

的大數據技術，對校內圖書館、餐
廳、校外巴士站等易人流密集的地
點進行監測，並通過預測人流變
化、數據挖掘等，最終以數據可視
化方式實時報告各處人流情況。領導該項目的科
大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教授屈華民指，項目利
用科大校園目前的2,000多個科大師生連接的無
線網絡熱點收集數據，進行實時人流監測，未來
將會開發一款App，幫助科大師生更方便安排時

間。該項目共獲得逾200萬港元資助。
科大極智慧城市中心主任羅康錦透露，計劃成

立以來，有不少產業夥伴和政府機構尋求與科大
合作，第二輪計劃現正接受申請，3月22日截
止，期望整個計劃能支援三四十個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居港的少數族裔人
士數量持續增加，但有意
見批評教育局的支援不
足，未能照顧非華語學生
的需要。申訴專員公署早
前就問題進行主動調查，
發現教育局對取錄非華語
生學校的額外撥款非常參
差，中小學的非華語生人
數可以相差僅一人，但撥
款額的差距卻多達16倍，
建議局方於撥款機制、學
生的中文學習、收生入學
資訊等5方面進行檢討。

申訴署：師資培訓支援不足
申訴專員公署的主動調

查指，教育局現時對取錄
非華語生中小學的額外撥
款，如果學校只有9名或
以下非華語生，只可申請
每年5萬元資助，但10或
人以上卻可獲 80 萬元至
150萬元撥款，僅差一人金
額卻可相差高達16倍，認
為需要注意及改善。
而在非華語生中文學習

方面，局方於2014/15學
年已推行「中國語文課程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共
有79間中小學獲支援，但

修畢相關課程的教師卻只
得24人，公署認為有關學
校行政及師資培訓支援都
需要加強。
就非華語生升學選校的

情況，公署批評現時有關
幼稚園入學支援不足，雖
然教育局有透過發出通告
及指引等途徑，提醒各幼
稚園需提供中英文入學申
請表等資料，但部分幼稚
園的網頁仍然是以中文為
主，家長較難在網頁找到
入學申請表。
至於小一入學資訊，公

署批評教育局未有按時更
新「傳統上錄取較多非華
語學生的小學」的附錄，
一些現時錄取非華語學生
人數較多的學校沒有包括
其中，影響家長助子女選
校。
申訴專員公署就此向教

育局提出5項建議，包括檢
討額外撥款機制、檢視
「學習架構」成效並加強
相關行政及師資培訓、檢
討「名單小學」機制，另
外亦要加強推廣非華語入
讀幼稚園的入學資訊，及
主動查核幼稚園有否落實
局方所提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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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資助建「智校」「刷臉」可入圖書館

■在2018年2月平昌冬奧會閉幕式「北京8分鐘」表演中，由瀋陽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
有限公司研發的智能移動機器人與輪滑演員一起表演。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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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會大學昨日舉行「海上學府探索之旅──董浩雲獎學金
得主重聚分享會」，邀請2014年以來的各屆得獎者，與在場
學生分享旅途見聞及感受。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也有出席
分享會，並勉勵學生要發揮創意、善用科技，共同建設中國
與香港的未來。 ■浸大供圖

■科大昨日舉行傳媒春茗，公佈「可持續發展智慧校園」計
劃首輪勝出的9個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譚鐵牛與
又一村學校
師生代表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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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與
沈子悠、何
思珩和許心
宥3位同學
交流。
中聯辦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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