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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全國科創賽奪逾60獎
簡易遊戲識別讀寫困難症「預言手套」身體不適響警號

新聞界國慶酒會9月27日舉行
特首將出席致辭 新增盧新寧為榮譽主任委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為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香港新聞界慶
祝國慶籌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確定在9
月27日於金鐘萬豪酒店舉辦國慶酒會，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將出席致辭。
會議同時通過今年酒會的各項具體安
排，包括邀請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出任籌

委會榮譽主任委員。
籌委會主席、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在會上表
示，今年的社會環境存在較多變數，籌委
會將會因應各種變化，作出即時調整及完
善籌備方案，同時希望今年能夠邀請更多
社會各界人士參與，借此擴大酒會參與者
的人數及光譜，將酒會的層次進一步提
升。

盼籌委會加強社會影響力
他又希望籌委會能舉辦更多活動，加強在

社會的影響力，未來亦計劃為各成員多創造
交流學習機會，冀業界能多提意見，集思廣
益。
會議由籌委會秘書長、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大宏主持。
會上通過今年國慶籌委會名單的新增成

員，包括新增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為榮譽主
任委員，香港報業公會會長李祖澤為榮譽主
任委員兼主任委員，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李
海堂為副主任委員。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賽港隊主要獎項
學校

學生獎項

宣道會陳朱素華
紀念中學

大埔舊墟公立
學校（寶湖道）

聖保祿學校

教學人員獎項

宣道會陳朱素華
紀念中學

聖公會基孝中學

中華基金中學

聖保祿學校

香港四邑商工
總會黃棣珊
紀念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
第一中學

資料來源：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得獎者

黃諾謙、
張才進、
方家豪

陳劭旻

鄧樂婷

曾祥俊

劉子健、
任尚華、
王耀德
何迪信、
梁瑜珊、
鍾桌鴻

黃珮渝

黃德忠

彭漢輝

獎項

青少年創新成果
競賽一等獎，另
獲兩個專項獎

青少年創新成果
競賽一等獎

少年兒童科學幻
想畫一等獎

青少年科技實踐
活動一等獎、十
佳優秀科技實踐

活動

青少年科技實踐
活動一等獎

青少年科技實踐
活動一等獎

青少年科技實踐
活動一等獎

科技輔導員創新
項目（科教製作
類）一等獎

科技輔導員創新
項目（科教方案
類）一等獎，另
獲兩個專項獎

作品名稱

基於AR擴增實
境互動配套識
別學前讀寫困
難症學童

熒光陷阱

奧妙的將來
Fantastical

future

STEAM社會公
益推廣計劃 -
3D打印假肢手
應用與實踐
那些年我們一
起沖的港式
STEM奶

自然而來

增潤資料科技
項目大使

霧化焰色反應
示範裝置

Micro:bit x
iFitness
Training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
婧）2019年QS「全球最佳
留學城市排名」昨日出
爐，香港排名全球第十
四，比去年降兩級，而以
亞洲計則列第三，落後日
本東京及韓國首爾，但比
區內主要競爭對手高。香
港在排名榜各分項指標
中，「大學排名」排全球
第八表現最強勁，「就業
市場活躍度」則列第十，
「生活成本」、「城市嚮
往度」分別上升 5級，惟
「學生反饋」則下降6位至
第三十三，較為失色。
今年QS對全球120個留
學城市進行排名，其中首三
位與去年一樣依次為倫敦、
東京及墨爾本。
依亞洲計首爾繼續排第

一，香港則跌兩級排第十
四，隨後則為台北（17
位）、京阪神（18位）及新
加坡（20位）。
另美國沒有城市入十大，

主要與其過高的生活成本有
關。
從6項指標排名發現，今
年香港於「生活成本」和
「城市嚮往度」均有進步，
均上升5位，前者列第四十九
位。「大學排名」維持世界

第八、「就業市場活躍度」
列世界第十，反映企業僱主
對香港畢業生的青睞。
不過，學生群體對香港

學習體驗的滿意度有所降
低，有關分項從第二十七
下降至第三十三；而與
2015 年排第五相比，4年
間香港總排名亦下跌 9
位。
QS研究總監Ben Sowter

分析指，香港擁有眾多排名
較高的世界一流大學，而英
語作為官方政府語言的優
勢，對於國際學生來說也較
首爾和東京更佳。
他續指，對於希望留在

亞洲的人才來說，香港的
生活成本也較首爾和東京
低，且香港經濟實力強
勁，對畢業生來說有良好
的就業前景。
QS又認為，在學生體驗

反饋領域的不足，應會促使
香港改進，以加強吸引海外
頂尖人才。
至於香港在4年間總排名

下跌，QS指主要由於排名
計算方法調整，例如近年
新增學生反饋指標，若剔
除此項，香港跌幅並不顯
著，與往年表現應相若甚
或做得更好。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在教育局支持下，在本月20
日至26日組織香港師生代表隊往澳門參與今屆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與全國700多名精英
一決高下。港隊於比賽中共奪得9項一等獎、14項二
等獎、28項三等獎、及9項專項獎，更有學校及教師
取得「十佳優秀科技實踐活動」獎項，多名得獎代表
昨日獲協會安排分享體會及創作心得。

「AR迷宮」鑒定讀寫障礙
其中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學生黃諾謙、張才
進及方家豪，憑「基於AR 擴增實境互動配套識別
學前讀寫困難症學童」，勇奪「青少年創新成果競
賽項目」一等獎。他們分享時表示，讀寫困難在香
港頗常見，身邊也有同學患上此症，故萌生為此類

學生服務的念頭。他們在設計前，參考了外國的文
獻，發現若在患者小二前進行讀寫障礙輔導，成效
高達82%；但反觀香港主流的識別方式以文字測試
為主，對低年級學生而言並不合適。
團隊於去年7月設計出相關系統，透過手機應用

程式及虛擬實境技術，掃描動物玩具底部後，手機
會出現相應3D圖案，同時系統會設計出「C字迷
宮」，讓學童需要找出正確路線協助動物走出迷
宮。系統會在過程鑒定他們是否患上讀寫障礙，讓
學校及家長適時提供輔導。

測心跳體溫 比賽更安全
另就讀港大同學會書院學生劉恩希則以「預言手

套AL -armband」榮獲青少年創新成果二等獎。該

手套除具備坊間運動手帶的一般功能，其中包括量
度心跳、體溫等；在大型比賽中大規模使用該技
術，若運動選手的身體狀態不佳，該手套更會發出
警告訊號，提高比賽的整體安全程度。
除了學生獎項外，亦有多間學校的教師團隊於科

技教育及實踐項目獲獎，例如陳朱素華中學的以
3D打印假肢手，應用於社會公益推廣之中，讓
STEM活動亦能造福社區，獲得一等獎及被選為今
屆大賽的「十佳優秀科技實踐活動」。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黃金耀表

示，港隊於是次全國最大規模的STEM賽事中再
創佳績，說明港生的創新科技教育水平已走在全國
前列，又指本屆比賽不少發明品兼具創意及實用
性，有望不久的未來可以用於日常生活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

基）香港近年積極推動STEM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教育，在不少大型賽事

上均能看見港生身影。在近

日於澳門舉行的第三十四屆

「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

賽」中，香港代表隊共獲得

逾60個獎項，其中3項學生

作品及6項教師科技活動共得

到9個一等獎，成績彪炳。有

得獎學生設計了簡易遊戲方

式，及早識別患有讀寫困難

症患者，以提供適切治療；

也有得獎者設計了功能媲美

坊間智能運動手帶的手套，

提高大型比賽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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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楊偉雄與深圳市副市長艾學峰昨日在香港科
學園共同主持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發展聯
合專責小組第五次會議。雙方討論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公司（港深創科園公司）工作進度、落
馬洲河套地區基建配套工程的工作進度、第一
期主體工程中有關深圳河底泥生物除污工程的
合作安排，以及就雙方科創園區發展交換意
見。深圳政府代表亦在會上介紹深方園區建設
發展的構思。雙方同意會繼續緊密溝通，協同
發展。
港深創科園公司去年展開總體規劃及商業模式
和商業計劃兩項顧問研究，預計即將完成。該公
司在今年年中亦展開了兩項新的顧問研究，分別

為第一批次發展的技術可行性研究及經濟影響分
析研究，預計於今年內完成。公司會因應研究結
果，制定園區的下一步項目拓展和營運計劃。
基建配套工程方面，前期工程正全速進行。第
一期主體工程詳細設計及工地勘測相關顧問合約
已於去年9月展開，目前進度理想，而河套地區
內的工地勘測工程亦於今年6月展開，預計於
2021年或以前為河套地區提供首批土地的目標
維持不變。
就第一期主體工程中有關深圳河底泥生物除

污工程的合作安排，香港特區土木工程拓展署
與深圳市治理深圳河辦公室會參考過往雙方合
作推展治理深圳河工程的經驗，商討和推展深
圳河底泥生物除污工程。

港深創科園小組 會議商工程進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醫管局昨日
在網上公佈最新季度的專科門診及預約手術輪
候時間，並且更新網頁中預約手術（白內障及
全關節置換）輪候時間的展示模式，提供已完
成手術病人的實際輪候時間，提高預約手術輪
候時間的透明度和參考價值，方便病人選擇適
當治療計劃。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指

出，原有的「預計平均輪候時間」展示模式，假
設了手術服務量維持不變，及在某一時刻的輪候

人數，「然而，相關整體外科手術服務量、預約
及緊急手術的數量及實際輪候人數，均持續變
化，因此『預計平均輪候時間』未必反映實際輪
候情況。」
新展示模式提供已完成手術病人的實際輪候時

間，能反映服務實況。劉家獻指出，有關模式亦與
醫管局專科門診新症及急症室等其他的服務統計數
據發表方式相若，表達實況而並非推算數字，病人
可更容易理解有關輪候時間，並作出選擇。
劉家獻強調，網頁提供的輪候時間僅供參

考，輪候手術的病人已在專科門診定期覆診，
主診醫生會根據病人的臨床情況及迫切性提供
適切治療，並根據其病情安排及調整手術日
期。
因應預約手術輪候人數不斷增加，令輪候時間

持續延長的情況，醫管局會繼續推出改善措施紓
緩情況。以全關節置換術為例，該局已重新整理
已預約的病人名單，將重複預約及已完成手術的
個案剔除，提供更多手術檔期。該局亦會透過非
手術性治療，紓緩病人輪候期間的病情。
醫管局昨日同時更新專科門診新症輪候時間的

數據，市民可到網頁或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醫管
局與你」瀏覽有關資訊。

預約手術網更新 輪候時間更清楚

■香港新聞界慶祝國慶籌委會開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香港代表隊於專項獎頒獎典禮上勇奪9個一等獎及一項「十佳優秀科技實踐活動」。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供圖

■楊偉雄（右）與艾學峰（左）在科學園共同主持河
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發展聯合專責小組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