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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克服溝障 聽障青誓取25分
獲「十大傑少」尤德獎學金嘉許 盼「入U」報答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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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18歲的小伙子，說話字正腔圓，對
答如流，但細心一看，天諾左耳及右

耳分別裝上助聽器及人工耳蝸。他解釋說，
1歲就植入的人工耳蝸能讓他聽見聲音，
「但助聽器得個『震』字，透過震動告訴我
有人在旁邊說話。」

母辭工全職照顧 教師掛FM機授課
面對先天聽障，天諾家人花盡心機讓他
融入健聽社會，媽媽更辭去工作全職助他學
習發音（見另稿）。幼年天諾於特殊幼兒中
心上了一段時間的課後，父母亦決定讓他去
到主流學校上課。天諾坦言，聽障或多或少
成為他學習的障礙，「特別是說話方面，字
詞的高低音、鼻音重音等，均沒有一個標
準，所以我要多聽、多嘗試。」
為了能夠讓天諾聽清上課的內容，學校
教師一般要輪流在脖子掛上FM機（無線調
頻系統），但有時天諾的老師未必有豐富照
顧聽障學生的經驗，「有時候他們會忘記脫
下，再交給下節課的老師用，所以試過跑到
不同的教室，要回FM機。」而上課時老師
有時會背着學生，邊寫黑板邊講解，這時天
諾無法靠讀唇幫助解讀教師說的話，也只能
無奈錯過一些內容。
於主流校上課，天諾難免會遇到不被理
解、委屈的時刻。由於好奇、不理解，天諾
小學時遭到不少同學捉弄，曾有老師將FM
機放在桌上沒收好，同學就突然對着FM機
大喊大叫，「我當時在上廁所，嚇得我跳起

來。」當天諾指責同學時，他們卻悻悻然拋
下一句：「做咩啫，又唔會整壞嘅。」然而
經過父母、教師開解，天諾漸漸明白同學只
是好奇，不知道怎樣與聽障人士相處，才會
出現許多小衝突和惡作劇。
升中後天諾轉到現時就讀的樂道中學，

學校對照顧聽障生較具經驗。縱使如此，面
對文憑試，天諾同樣需要非常努力。「課本
的理論我至少要抄一遍；歷屆試題做了一
次，再做一次。」

冀讀中大工商管理學院
在文憑試中天諾已獲豁免中英文聆聽等

部分分卷，但他仍向考評局申請使用FM機
及特別室，「因為監考員脖子上掛上FM
機，才能確保我的接收器能聽見『停筆』等
試場指令。」
放榜在即，天諾較有信心的科目是中

文、英文及經濟科，期望自己5科總分能夠
達到25分，進入心儀的中文大學工商管理
學院。
天諾積極克服障礙，讓他於數年前獲香
港遊樂場協會選為「十大傑出少年」，今年
3月再獲頒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既
然改變不了我是聽障的事實，那為什麼我不
能接受，開開心心地過日子呢？」天諾相信
「命由心轉」，重要的是自己如何看待自
己，而不囿於身體方面的限制，唸書、做
人，凡事盡力就好，「不過當然，面對放榜
我還是非常緊張的！」

「是他帶着我走這
條路的。」別看朱天諾
媽媽把聽障兒子照顧得
那麼好，原來她也曾經
手足無措，但心中想及

要理解兒子的世界，讓她能積極堅持
下去。累積了照顧天諾的經驗後，朱
太在2010年於聾人福利促進會屬下
成立聽障學生權益會，舉辦活動，又
與其他同路人互相分享「湊仔經」，
期望互相扶持，協助聽障人士走得更
遠。
為了照顧出生不久即被發現有聽障

的天諾，朱媽媽與丈夫商量後，毅然
辭去小學教師的工作，全職「湊
B」，「6歲以前是成長的黃金時
期，我希望能在有效期內，做最多的
事情。」她形容自己的家有如幼兒園
般，貼上了大大小小的標籤，為的就
是讓朱天諾知道如何發音。
「我不知道天諾能聽見多少，也不

知道他聽見的和我聽見的有什麼不一
樣。」朱太無奈地表示，健聽人士想
要理解聽障人士的世界，其實並不簡
單。

先唸雪糕味道再品嚐
為了訓練孩子說話，朱太善用每一

個機會。「天諾小時候，我會讓他在
洗澡前將洗澡的規矩唸一遍。當然他
唸完就會忘掉，他想趕快玩水而
已！」朱太也會威逼利誘，先問天諾
「雪糕」怎麼唸、是什麼味道，最後
才讓他一嚐雪糕的滋味。

然而，粵語中有許多變調的情況，例如句
末助詞「啦」字的聲調高低，就會產生不同
的意義。面對無形的聲調變化，雙方難免都
有焦躁的時刻。
天諾將之形容為收音機「校台」的過程，

而朱太則依然堅持天諾口中的「地獄式訓
練」，要求天諾認真對待每個字、每個聲
調，讓他今天得以與大家談天說地而毫無阻
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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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站在飛機引擎底下，我也只能聽

見蚊子般的微小聲音」，天生的深度聽

障，讓18歲的應屆文憑試考生朱天諾，

自小在溝通及學習方面面對巨大障礙。不

過家人、師長的關愛協助，激勵他加倍努力，透過助聽器材學好日常對

話，讓他能克服困難與別人對答如流，更先後獲得「十大傑出少年」及尤

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等嘉許。面對公開試，天諾同樣積極投入，將歷屆

試題做了一次再做一次，目標是取得25分的成績順利「入U」，報答含

辛茹苦地照顧自己的家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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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
香港的科研水平位處世界前列位
置，除了靠一眾殿堂級學者奠
基，更有賴年輕人才不斷創新，
青出於藍。香港青年科學院院
長、科技大學物理學系副教授羅
錦團為本港土生土長的年輕科學
家，為了將科學精神傳承下去，
他希望透過青科院，在中學階段
推動科學教育，希望發掘更多科
學界的「未來之星」。
青年科學院為港科院屬下機
構，共有31名來自各個範疇的年
輕科學院擔任創院院士。擔任院
長的羅錦團，本科亦於科大畢
業，並先後於美國布朗大學、麻
省理工學家完成博士及博士後研
究，再回流香港加入科大。他曾
於2015年憑着對拓撲超導體的研
究，獲得「裘槎前瞻科研大獎」
殊榮，科研能力、水平備受肯

定。

中學小實驗 開拓科研路
羅錦團近日與媒體分享指，自

己於中學時已對科學深感興趣，
想和同學製作溫差發電機參加聯
校科學展。當時帶隊的中學教師
亦為科大物理系畢業生，故向他
們介紹科大「元老級」教授吳大
琪，從而認識溫差發電機的核心
零件半導體，「不過原來那是有
毒的，沒辦法自己造。」幸好當
時老師為他們從美國訂購半導體
材料及高性能的溫度計，讓他們
得以成功製作。
他憶述當年和同學利用熱水及

冰水以溫差發電，讓路軌模型上
的車子動起來，效果「非常Pow-
erful」，亦成功製造了一個小冰
箱，讓裡面的東西在一分鐘內，
由室溫下降至零下20度。他笑

言，「別人的攤位像擺年宵，而
我們的攤位就像實驗室。」
當時羅錦團並沒意識到，原來

當時運用的熱電原理，就與他科
研道路有莫大關係，多年來他一
直進行拓撲超導體的研究，直到
10年前才發現，熱電材料的分子
結構，原來就是拓撲材料。
考入科大物理系後，羅錦團常

常到吳大琪辦公室「打躉」，又
不斷從中「偷師」，後來吳大琪
亦有推薦他跟隨麻省理工學院教
授李雅達繼續深造研究，而李雅
達亦是吳大琪自己的科研「師
父」。

帶學生接觸頂尖科學家
在李雅達、吳大琪及中學老師

的身上，羅錦團意識到傳承的重
要，「我不是特別聰明，或特別
有才能的人。我一路走來，幸好

有不同人的幫助」，他謙虛地
說。所以現時他每到外地出席學
術會議，都會帶上科大的學生，
讓他們接觸世界各地的頂尖科學
家，又多次推薦有潛質的學生到
海外名校深造，「既然要做研
究，就該跟隨世界最高水平的科
學家。」
羅錦團認為，香港頂尖學生水
平高，在科研世界已具競爭力，
而培養一般學生的科學興趣也同
樣重要，故他投入青科院的工
作，包括7月起為中學師生舉行6
個科技專題講座，內容包括介紹
基因編輯等最前沿的科學技術，
其後也會舉辦聯校科展及相關科
學比賽等。他表示，青科院集合
了前線活躍的年輕學者，能幫助
學校師生認識最前沿科學發展，
啟發新一代「讓他們也感到自己
可以為科學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教
育局旗下「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
組」今日將就整體檢討中小學課
程發表諮詢文件。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昨日表示，小組會從整個教
育的角度出發，包括如何為學生

創造更多空間，以做到多元學
習，局方會待小組今年年底完成
公眾諮詢後，再作詳細考慮。
「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自

2017年成立以來經過一年半的討
論，今日將提出各項初步建議供

公眾諮詢，楊潤雄昨日出席活動
後表示，是次檢討是從整個教育
角度出發，包括檢討課程會否太
臃腫，高中4個核心科目是否需
要作檢討，如何製造更多空間，
讓學生可選修其他科目，或進行

「其他學習經歷」。
對於有指小組將容許部分學生

選擇免修通識科的IES（獨立專題
探究），擔憂此舉影響培育學生
自主學習能力，楊潤雄指，各相
關建議都是由小組的專家提出討
論，宜由小組詳細解釋，而局方
則會待小組完成公眾諮詢後，提
交最後建議，才作出決定。

8大本科生對教學評分
大學 從教學體驗所獲 整體學習

質素及價值滿意度 環境滿意度
中大 3.74分 4分

嶺大 3.83分 3.95分

港大 3.7分 3.81分

理大 3.62分 3.77分

教大 3.65分 3.74分

科大 3.63分 3.72分

浸大 3.69分 3.64分

城大 3.66分 3.64分

*滿意度以1分至5分計，5為非常滿意，1為非常不滿

■資料來源：教資會8大表現衡量標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8所資助大學每年花費逾百億
元公帑，於社會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其管治更需要向大眾問
責。教資會昨日公佈最新與8大簽訂的2019年至2022年三年資
助期的「問責協議」，確保各所大學履行相關的職責和責任。
協議列明包括教與學、研究、知識轉移、國際化等5個表現指標
範疇，其中在教與學方面，需要衡量學生的滿意度，其中以中
大學生對教學環境評分最高，1分至5分計獲4分的水平。
教資會自2016年起與8大進行多輪磋商，最終各自制定其
「問責協議」，近日由教資會主席唐家成及秘書長鄧特抗，分
別與8大校長及校董會/校務委員會主席簽署。
8份大學「問責協議」除載列各大學與公帑有關的職責和責

任外，亦載有5個範疇的表現指標，包括教與學、研究及研究
生體驗、知識轉移及公眾參與、國際化，讓有財務及可持續發
展等。有關指標分為兩類，包括8大共通標準，以及由各大學
自行「度身訂造」的指標。

教學體驗嶺大最佳
8大共通標準方面，教資會公佈了2017/18年度8大學生對
教與學評分，學習環境滿意度方面以中大獲4分最高，浸大及
城大則各為3.64分屬較低；而教學體驗滿意度則以嶺大的3.83
分最高（見表）。
自訂指標方面，4所大學都有將學生就業相關表現列入教與學

標準，其中港大及理大主要統計畢業生就業及收入數據，中大則
衡量就業力，科大則強調全球就業力的生涯發展。另外，嶺大及
理大列明以服務學習作為教與學指標，浸大強調電子學習，科大
則會透過校內語文測試，檢視學生入學後英文能力有否進步。
唐家成強調，香港的資助大學具優良國際聲譽，有效的管治

和對公眾問責的安排，可進一步鞏固公眾信心，有助界別可持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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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檢討建議諮詢至年底

■教師將FM機掛於脖子上，聲音會
透過接收器傳送到聽障人士耳朵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朱天諾年初獲得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以讚揚其品學兼優的表現。 受訪者供圖

■■朱天諾朱天諾（（左左））感謝感謝
母親母親（（右右））的用心栽的用心栽
培培。。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詹漢基記者詹漢基 攝攝

■朱天諾出生被診斷為深度聽障，需
接受人工耳蝸植入手術。受訪者供圖

■羅錦團自
中學起便與
圖中這種半
導體熱電材
料結下不解
之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詹漢基 攝

■ 羅 錦 團
（ 前 排 正
中）非常照
顧後輩，動
用人脈將學
生送到國外
進行博士及
博 士 後 研
究。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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