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師「洗躁去鬱」證「廢青」實不廢
善用共融活動助港生入港隊 5師膺優秀教師關愛組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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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如家人 生活更充實

■作者的「家人」篤篤。 作者供圖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
會陳震夏中學獲高錕夫人
高黃美芸應允，以「光纖
之父」、已故前中大校長
高錕命名該校「未來教

室」，以推動學校的STEM（科學、科
技、工程、數學）教育，同時鼓勵學生延
續高錕的科研和創新精神，應用所學回饋
社會。
「高錕未來教室」於上周五開幕，邀請
高黃美芸到臨主持亮燈儀式，並與該校於
STEM比賽獲獎的學生代表見面，及於學
生導賞下參觀「高錕未來教室」。陳震夏
中學校長周厚峰表示，學校鼓勵同學敢於
創新，勇於克服困難，承擔責任，而透過
建立「未來教室」，將進一步鞏固STEM
教育，希望發揮學生科研才華，培育配合

未來社會的人才，學校亦會逐步投放更多
源資在 STEM教育及科學研究之中向
「研究型中學」發展。
陳震夏中學「高錕未來教室」面積約相

等於4個課室，設有「中大STEM名人
堂」、「多元學習空間」、「創客空間」
等區域，鼓勵同學透過微講堂、自主互助
分組、交流討論、實作學習等活動形式學
習。而該校的STEM教育重培養學生科
學創新，涵蓋研究型學習思維、運算思
維、設計思維、科技道德等4大重點。

高黃美芸勉生 多「做夢」可成真
高黃美芸在參觀時，亦向陳震夏中學師

生介紹送贈予該校的紀念品，包括高錕生
前用以放大文字輔助閱讀的放大鏡，以及
高錕的印章等。

她讚揚香港中學生好奇心強、想像力
高、執行力堅實，又以高錕的光纖研究，
當初提出用玻璃纖維傳送訊號、被評為
「做夢」的不平凡想法為例，寄語同學
「趁年輕，要多『做夢』」，並以堅定信
念，努力不懈，讓夢想可以成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陳震夏校「未來教室」傳承高錕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浸會大學研
發用以培養神經幹細胞的突破性納米結構
器材，於上星期在美國舉行的「2019
TechConnect 世界創新會議暨博覽會」
上，獲頒「全球創新獎」。

可減致癌風險 助治神經退化
得獎項目名為「幹細胞納米培養器

材」，由浸大生物系教授翁建霖和物理系
副教授黃陟峰率領科研團隊研發。該發明
包含特定的納米科技層，用以在體外培養
及分化神經幹細胞；與傳統方法相比，新
技術發明的創新基質，可以降低幹細胞療
法中致癌或炎症的風險，預計有助治療目
前沒法根治的神經退化疾病、慢性疾病和
退化性關節炎。
研究團隊已為發明申請美國專利，並授

權予浸大初創企業邁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進行技術及應用轉移。

是次博覽會共有來自70多間機構的450
多個項目參展，致力推動創新科技商業
化，以便業界應用，並向有機會可為特定
行業帶來正面的影響的項目頒予「全球創
新獎」。浸大副校長（研究及拓展）黃偉
國表示，是次獲獎印證了浸大的創新科技
獲得國際肯定，能造福社會。

納米器材養幹細胞 浸大奪全球創新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尖端的機
器人科技為生物醫學及相關治療帶來新動
力。城市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兼系主任、機器人與自動化研究中心主任
孫東，研究利用微型機器人及機器人輔助
微型操作進行細胞治療，為精準醫療開拓
重要的新領域。他近日獲選為工程界其中
一項最高殊榮的加拿大工程院院士，表彰
他於機器人學及生物醫學
工程的卓越成就。
孫東於生物醫學機器

人範疇有出色成就，早年
他主要進行運動控制及先
進機器人研究，並為工程
學科研創造應用價值。其
中他創辦的城動科技（香
港）公司於科學園將研究
成果知識轉移，當中的專
利發明P-beam傳感器已
應用在香港的過境設施

「e-道」（自動通道）上，藉感應人體以
控制閘門開關，讓他於2003年及2012年
分別獲頒香港工商業獎。
而過去20年孫東則專注於機器人與生物

醫學工程研究，包括應用機器人學發明自
動化程式，進行細胞操作、診斷和在單細
胞層面的微手術。其團隊早前成功開發出
全球首創以磁力控制的3D列印微型機器

人，可運送幹細胞到受損組
織或腫瘤，進行修補治療，
在入侵性手術以外提供更多
治療選項，亦有助解決藥物
引起的副作用及抗藥性問
題，可望為再生醫學和精準
疾病治療帶來劃時代改變。
對於是次獲選院士，孫

東深感榮幸，並期望藉自
己的經歷，勉勵城大年輕學
者繼續竭力在科研上尋求突
破。

城大學者孫東膺加國工程院院士

■孫東獲加拿大工程院頒發
院士榮銜。 城大供圖

當你聽到「家人」一詞
時，會想到誰呢？除了親
人，在我腦海中浮現的就是
我家的毛小孩──一歲多的
小貓篤篤。下班回家，看

她天真無邪（innocent）的眼睛，彷彿一整
天的疲累都消失了。有時候提不起勁陪她玩
耍，但這個小傢伙極機靈，竟然自己叼玩
具跑進我的房間，用可憐兮兮的眼神（pup-
py eyes）看我，婉轉動人地「喵」了一
聲，身為貓奴（cat lover）的我當然敗下陣
來，宣告投降。

相信有養寵物的人都會告訴你，養了寵物
後的生活更充實，心情更愉快，人也較易感
到滿足（content）。根據美國研究顯示，養
寵物更會令患者的抑鬱症症狀明顯改善，當
然主人是否願意花時間和寵物相處和溝通也
是關鍵。
不過縱然養寵物好處多，讀者必須謹記飼

養小動物是終生責任（lifelong responsibili-
ty）。貓和狗的生命約有十多年，長則可達
20年。養寵物前必須要「停一停，諗一
諗」，因為對你而言，寵物是你人生的一部
分，而你卻是牠的全部。筆者自小就憧憬

（long for）養寵物，希望身邊有一顆蹦蹦
跳跳的毛球，好不可愛。 近年，我以一年
的時間做好資料搜集，和家人商量好彼此的
分工，誰是飼料餵食員、廁所清潔員……
等。照顧一隻小動物絕不簡單，就我自身經
歷而言，每天要刷牙，梳毛（grooming），
也要定期清理耳朵，剪指甲等等，也請不要
忘記，貓主子又豈會乖乖就範呢！所以，家
中不時也會上演貓咪大戰人類的好戲，一人
一貓滿屋跑，倒也熱鬧。
最後，筆者需要強調的是，迎接篤篤進入

我的生命中，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你
考慮了上文的種種因素，也覺得自己已經準
備好的話，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你將會
得到的不只是一隻寵物，是家人── 而且

有可能是一位非常有趣好玩（amusing）的
夥伴。我家的小傢伙完全沒有貓高貴的樣
子，跟小猴子一樣充滿活力（energetic），
彈跳力驚人，關於她的生活點滴，下次再
談。
Glossary:
天真無邪 innocent
可憐兮兮的眼神 puppy eyes
貓奴 cat lover
滿足 content
終生的責任 lifelong responsibility
憧憬 long for
梳毛 grooming
有趣 amusing
充滿活力 energetic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孔穎茵

網址：www.hkct.edu.hk/
聯絡電郵：dlgs@hkct.edu.h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新來港學
生想要融入香港生活與學習，不僅要適應
全新的生活圈子，更要面對截然不同的教
育制度，挑戰不小。有學生因家庭困境及
語言問題而感自卑，也曾為香港與內地的
矛盾而感到痛心，但仍然堅持苦讀取得佳
績升讀大學藥劑學系，希望他日回饋社
會，並於昨日獲頒「新來港學生升讀大學
獎學金」。

20優生獲頒獎學金
為了鼓勵在學業方面取得優異成績的新
來港學生，香港新來港人士服務基金會昨
日舉行「新來港學生升讀大學獎學金計
劃」頒獎典禮，為20名成績優異的學生頒
發合共200萬元的獎學金。
其中一名獎學金得主、20歲的黃宇哲於
2012年隨家人來港，雖然感受到大都市的
繁榮，不過，因母親需要留家照顧年老的
父親，一家只能依靠綜援過活。在學校

裡，由於他一開始未懂說粵語，顯得與同
學格格不入，因而感到自卑；在通識科提
及香港與內地市民的矛盾時，聽見同學以
「蝗蟲」稱呼內地同胞，不禁感到揪心。
但黃宇哲並沒有因而自暴自棄，中二起
立志投身醫護行業，最終如願在中文大學
藥劑學系唸書，更立志將來會回饋社會，

以報答曾經幫助自己的人。
同樣就讀中大藥劑學系的尹穎怡是另一

名獎學金得主，她分享說，初來港時難以
適應以全英授課的課堂，猶幸老師建議她
每日閱讀英文報章，並多看外國網紅影
片，以提升運用英語的能力，最終獲佳績
成功升讀大學。

新來港生窮不餒 獲獎學金升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工作是社

會成功的基石，而以多元創新的方

法關愛及引領學生，更是讓他們發

揮潛能的關鍵。有群育學校的老師

團隊，針對學生情緒及行為需要，

透過體適能、飛鏢、電競及山地單

車等共融活動，幫助他們提升自尊

感及學習動機，並成功讓從前被標

籤為「街童」、「廢青」的學生藉

此找到個人長處，現時更成為香港

山地單車代表隊成員。其傑出教學

表現讓他們成為教聯會2019「優秀

教師選舉」關愛組得主之一。

由教聯會主辦的「優秀教師選舉暨教壇
新秀2019」昨日舉行頒獎禮，邀得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及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蔣建
湘主禮。是次優秀教師選舉分為教學組、關
愛組、教育管理組、教學研究組及國情教育
組，從283名老師選出58名優秀教師，同時
亦表揚了6名表現出色的教壇新秀。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的5人教師團

隊，以「執迷不悟，永遠受苦。迷途知返，
一片光明──四個觸動心靈的學生故事」為
主題，成為關愛組獲獎得主。該校屬群育學

校，學生都有較特殊的情緒及行為需要，老
師們透過推動共融體育運動，助他們尋找人
生目標。
該校體育科主任邱少苗表示，學校教師有

責任透過不同活動協助學生發掘潛能，讓他們
明白自己並非一無是處。而帶領該校單車、鐵
人隊的中文科教師賴佩怡則提到，體育運動曾
讓一名「街童」學生搖身一變成為山地單車港
隊成員，對學生找到人生目標感到欣慰。

「廢青」練山地單車變乖仔

賴佩怡說，該名學生患有躁鬱症，小學時
期就曾離家出走、終日流連網吧，更被標籤
為「廢青」，初時他會因為小事情就大發脾
氣，認為家人誤解他、老師針對他，「甚至
覺得全世界都欠了他。」
然而，賴佩怡及其他教師並未因此就放棄

他，反而讓他在校內山地單車興趣班中，發
現了自己的長處與興趣所在。
而加入山地單車隊後，該名學生變得極其
自律，嚴格控制飲食、作息習慣，最終更如
願成為山地單車的香港代表一員。賴佩怡表

示，「現在他外出都騎單車，家人覺得他
是在做正經事」，與家人的關係也漸漸變
好。如今他剛中六畢業，不僅會回校與師弟
們分享經歷，並授予他們騎車技巧。

流行曲融《背影》趣味學中文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3人教師團隊，則以

成功革新中文科課堂而獲得教育管理組獎
項。該校中文科教師吳善揮表示，一般學生
認為中文科較為沉悶，故將中文科變得有趣
是其關鍵所在。所以他會於中文課堂融入年

輕人喜愛的話題，例如加入華語流行曲、微
電影等元素，以引起學生的興趣。
「在《背影》這篇課文中，學生其實難以
感受文中的父子情，不明白父親為何要越過
火車路軌為兒子買橘子。」吳善揮舉例說，
課堂教學時他將樂隊「蘇打綠」的流行曲
《小時候》融入，在樂趣中學生亦頓時明白
親情是怎樣一回事。
他續指，要讓學生由「被動學習」化為

「主動學習」，實在有賴校方的協助與同事
間的合作。

◀「優秀教師選舉暨教壇新秀2019」昨日舉行頒
獎禮，表揚教師的傑出教學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獲得關愛組獎項。左
起：邱少苗、賴佩怡及另一名負責教師陳煥基。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大會為20名成功升讀大學的新來港學生，頒發合共200萬元的獎學金。 大會供圖

■浸大以納米科技培養神經幹細胞的技術
於「TechConnect 世界創新會議暨博覽
會」獲頒「全球創新獎」。 浸大供圖

■高黃美芸(左三)及一眾嘉賓等主持陳震
夏中學「高錕未來教室」開幕亮燈儀式。

學校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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