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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詹漢基）互聯網發
展迅速，資訊變得唾
手可得，故未來教育
的目標，是要培養學
生活用知識的能力。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

公園播動物片 關注棄養寵物
理大社創院獲 2419 萬捐助 發展中學生創意思維

社會創新設計院獲捐
助 2,419 萬元，進行為
期 3 年的社會創新方
案，包括將「社會創
新」及「設計思維」
引入中學課程，幫助
他們發展潛能。有參
加先導計劃的學生以
「寵物電影公園」為
題，設計了一個專門
收留流浪動物的公
園，希望喚醒巿民對
棄養動物的關注；亦
有學生仿照倉鼠跑步
圈概念，設計模型推
動都市人做運動。

大去年起推行社會創新方案「騷．
理In．廬（SoInno）」，內容包括社

創研討會、社創行動項目、社創知識傳
播，及針對中學生的「啟迪創新習作」
項目等。理大社會創新設計院助理項目
經理陳潔苓表示，「啟迪創新習作」項
目將於今年 9 月正式推出，為期兩年，預
計有 24 所中學、約 360 名至 720 名高中生
參加，項目會按中學需要，舉辦 3 小時至
30小時的工作坊。
社會創新設計院項目協理曾兆賢補充
指，工作坊融入「社會創新」和「設計
思維」元素，前者鼓勵學生觀察身邊事
物，找出並解決社會問題，締造社會效
益；後者讓學生以設計師的思維模式，
用以人為本、具創意的方式，實踐想
法。

「倉鼠跑步圈」推都市人做運動
中聖書院參與了項目的先導計劃，該
校中四生唐歡兒以「倉鼠跑步圈」為

題，仿照倉鼠籠子裡運動的跑步圈，製
造了供人類運動的模型。她指小組靈感
來自長沙灣的一條後巷，該處空間只用
於放置雜物，相當浪費，於是與成員設
計了「倉鼠跑步圈」，讓生活節奏急速
的都市人可以運動一下。唐歡兒表示，
工作坊能讓學生動手做，發揮創意，展
示自己學術以外的能力。
該校另一參加先導計劃的小組則以
「寵物電影公園」為題，設計了一個專
門收留流浪動物的公園。成員之一的中
四生羅冠聰指，去年颱風「山竹」過
後，學校附近有不少被棄養貓狗，於是
萌生電影公園的主意，希望透過園內播
放有關動物的電影、以及供人領養動物
的小角落，喚醒巿民對棄養動物的關
注。他認為工作坊鼓勵學生天馬行空，
很有意思。
該校通識科教師歐陽海珊表示，高中
課程以考試主導，故工作坊讓學生邊做
邊想，刺激他們的思考。

「香島盃」
跳繩賽 參加人數創新高
天水圍香島中學早前舉辦了第十
屆「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共

有來自元朗、屯門及北區的 28 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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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超過 500 名學生參賽，超過 200 名
家長出席。參賽人數是歷年之冠。
比賽讓各校學生交流跳繩技術，提升團體精神。
「香島盃」小學跳繩賽歷屆累積參賽學生超過
3,100 人次，為新界規模最大的小學生跳繩公開賽。
今年的活動邀請得元朗文藝協進會主席曾憲強、佛教
陳榮根紀念學校校長陳滿林，以及本身為天水圍香島
校友的上海世界跳繩錦標賽香港隊副總教練胡浩軒主
禮。跳繩比賽涉及多樣化項目，除了有單車步、交叉
跳、連續二重跳、花式跳、橫排跳等，還有親子 1 分 ■今屆「香島盃—小學跳繩大賽」吸引 28 間學校 500 名學生
鐘朋友跳，戰況激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參加，創歷年之冠。
學校供圖

▲中四生唐歡兒製作「倉鼠跑步圈」模
型，推動都市人做運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中四生羅冠聰介紹其小組的「寵物
電影公園」概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女生疑遭性騷擾
港大：
「零容忍」
即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
香港大學牙醫學院出現懷疑性騷
擾個案，學院一名前女研究生懷
疑被兼職男講師多次觸摸手臂、
肩膀，並「掃背」，該講師更多
次表明喜歡該女生穿裙，並屢次
反問「為何不穿裙子」。港大校
長張翔強調，校方對性騷擾「零
容忍（zero-tolerance）」，大學
管理團隊並已決定即時就事件展
開調查。
有去年離校的港大牙醫學院女
研究生上星期在社交網站撰文，
指在2015年至2017年在學期間，
曾遭一名兼職講師性騷擾，包括
言語騷擾及多番觸碰手臂、肩
膊、背部等，亦曾於農曆新年派

利是期間，以利是封邊緣「篤」
她胸膛。當時她曾向課程主任反
映，惟對方只暗笑並稱情況不算
性騷擾，令其感難受。最後學院
安排該男講師離開教學該女生的
崗位，所以她最終沒有報警，惟
校方亦未有再向其跟進或慰問。
該女研究生強調，在社交網站
公開事件並非要報復，惟港大在
自己離校後重新聘用涉事講師，
是將其他女同學的安全陷於險
境，亦說明校方輕視問題。

張翔勉受害者勇敢走出來
就是次性騷擾指控，張翔前日
向全體師生校友發電郵，強調已
即時展開調查。他又指港大致力

為員工及學生營造安全的環境，
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與騷擾。大
學會認真實踐該承諾，並制定相
關案件的處理程序。
他又表示，相關事件正被社會
熱烈討論，強調大學會按程序，
不對投訴個案進行評論，以確保
能在公平並尊重私隱的情況下處
理案件。
張翔續指，大學有提供預防性
騷擾的教育及訓練，最重要的是
擔任監督職務的工作人員，必須
採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歧視與
騷擾的發生，否則相關人員需要
承擔相關責任。
他期望，大學師生可以鼓勵並
支持受害者，勇敢走出來。

理大 VR 眼鏡助實習醫生練抽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
管局九龍中醫院聯網與理工大學
合作，研發出一套虛擬實境技術
（VR），讓實習醫生戴上專用
VR眼鏡練習抽血、驗血型，及血
型配對等程序。此項技術自去年
10月起採用至今，已有72名實習
醫生接受該培訓。負責統籌培訓
課程的顧問醫生指出，以 VR 技
術取代傳統訓練，可節省培訓人
手，並減輕兼顧培訓的專科醫生
壓力，又可增加實習醫生的練習
次數，了解他們有何常犯錯誤，
進一步確保病人安全；若有關培
訓成熟，可推展至其他聯網。
九龍中醫院聯網耗資10萬元購
置 4 套專用的 VR 眼鏡，於去年
10 月起供實習醫生進行練習配血
程序。負責培訓的專科醫生會先
講解程序，實習醫生會戴上專用
的 VR 眼鏡，並配合程式模擬臨

床場景互動，為病人核對資料及
抽血，抽血後便會進行驗血型，
整個過程涉及約20個步驟。

步驟遺漏出錯 系統會「自停」
實習醫生如果出錯或步驟上有
遺漏，系統將無法繼續，以及顯
示出錯。
聯合醫院外科實習醫生關凱琳
表示，此項技術有助她更熟習流
程，「譬如抽血時，我忘記了洗
手及戴手套，系統就會禁止繼續
下去，去到第四五次時，已經能
記住之前做錯的地方。」
她又稱，試過用 VR 技術練習
抽血時，忘記除掉病人手帶，後
果非常驚嚇，「抽血後如果我們
忘記除掉手帶，病人的手有可能
壞死，系統的反應是有血噴出
來，對我的印象深刻很多。」
負責統籌培訓課程的伊利沙伯

聲調要分清「接機」勿說「劫機」

今天我想分享
一下學員在學習
普通話的過程
+
中，因聲調讀音
不準確而引發的笑話或問題。
在學習普通話的過程中，老師
告訴我們，普通話只有四個聲
調，再加一個特殊聲調—輕聲，
但學員還是常常讀錯，又或者分
不清哪個字是哪個聲調。廣東話
有九個聲調，這樣從表面上看，
廣東話是不是比普通話要難掌握
許多呢？事實也是如此，但是學
員卻掌握得非常準確。這是由於
語言習慣和先入為主的原因。
香港人在學習普通話的時候，
聲調是一個難點，並非如想像中
那麼簡單。舉例來說，我們經常
讀不好第一聲和第四聲，更分不
清楚第二聲和第三聲，這樣的
話，就會在語言表達上出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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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致讓對方聽不懂我們在說
什麼。
例如常用的詞語：接機（兩個
字都是一聲），就通常被讀做劫
機（二聲和一聲），鼓勵（三聲
和四聲）也常被讀做孤立（一聲
和四聲），水餃（兩個字都是三
聲）被讀做睡覺（四聲和四
聲）……諸如此類。
在課堂上，這樣的錯誤會引得
同學們哈哈大笑，在現實生活
中，這樣的錯誤發音就會讓人啼
笑皆非了。試想一下，你告訴朋
友，今天不能參加聚餐了，因為
要去「劫機」，這不是膽大包天
了嗎！其實你想說的只是「接
機」而已。

食
「水餃」
不是
「睡覺」
再舉個例子，你不停地對
餐廳服務員說要「睡覺」、

醫院深切治療部副顧問醫生冼佳
卓表示，如果程序出錯，最嚴重
可導致配錯血，令到病人有生命
危險。
他指，傳統訓練受場地和儀器
限制，實習醫生只能在導師監督
下用仿真手練習一次，但採用
VR 技術後，可讓實習醫生有更
多練習機會，「傳統的模擬培訓
對導師有很多要求，很多時他們
要放下臨床工作去教導，有 VR
輔助就能減省導師。醫科學額愈
來愈多，近年有 400 名畢業生，
希望用新科技及器材，在不減低
訓練質素情況下，可以做到同一
效果。」
冼佳卓又說，如果 VR 技術成
熟，會推廣至其他聯網醫院使
用，而目前正試驗以 VR 訓練取
代抽血做細菌培植的傳統訓練，
預計7月可應用。

「睡覺」，對方怎樣也想像不
到，你是要吃「水餃」啊，這也
太南轅北轍了吧！
所以在學習普通話的過程中，
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掌握正
確的聲調是非常重要的。只要多
加練習，掌握發音的技巧，平時
多聽多練普通話，就能應付自如
了。能掌握廣東話九個聲調的我
們，四個聲調的普通話簡直就是
小菜一碟。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擺脫一開口就被人聽出是說廣東
話的人所說的普通話，操一口流
利的普通話，來走遍天下都不怕
了。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齊培紅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
1976 年，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
推廣普通話的民間團體，並致力
提供各類型的普通話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