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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停課裝修 「機械人」駐校
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

佛教榮茵校半年完成十工程 科技抗疫建智慧教室迎復課
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
本周三（23 日）將迎來
首階段面授復課，校園





人流大增下，教界都準
備就緒，尤其在防疫健
康安全方面更是不敢怠

慢。有小學利用近月學生不回校空檔「停課不停發展」，半年

■學生使用智能體溫探測器。

學校供圖

間完成了十項工程，包括全新的人工智能空氣監測系統，連同
臭氧消毒及空氣淨化裝置，將科技抗疫概念融入校園；另學校
亦加強教育科技，建構 5G 校園及智慧教室，同時改進網上學
習平台，於復課的同時更提升教學成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繆健詩
於元朗的佛教榮茵學校近年積
極發展創科校園，在今次疫情
中該校更「停課不停發展」，利用
今次停課約半年空檔，完成了至少
十項工程，當中多項與防疫有關，
比如全新的「AIot空氣監測系統」。

位

調節空氣質素 保障師生健康
校長杜家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介紹指，「AIot空氣監測系統」是學
校期待已久的工程，該系統能透過實
時監控系統，監測課室內的空氣質
素，如溫度、濕度、二氧化碳、甲
醛、有機揮發物、PM2.5、PM10 等
的含量。如發覺課室的空氣質素不理
想，便可即時控制全校課室的空氣淨
化器，自動調節課室內的空氣質素，
保障全校師生的健康。
同時為進一步完善防疫，該校同時
增設了霧化臭氧消毒系統，而全校27
個課室內亦有安裝智能探溫器，教職
員更參與設計，將探溫器包裝成「機
械人」形象，期望能吸引學生主動量
度體溫，關心自己的健康狀況。
杜家慶指，過往校園工程都必須在
假期進行，但適逢疫情的停課安排，
令學校有更多時間及空間完成，「短
短半年已經做完三年的事」，雖然動
用不少資源，但校方認為只要能讓家
長安心，學生安全復課，所有都是值

得的。除上述新項目外，該校其他工
程尚包括優化禮堂燈光與廣播、校園
電視台數碼化，引入 4K 電子互動白
板、更新圖書館並設借書機、校園
STREAM 巴 士 ， 以 及 操 場 加 裝 冷
氣、重鋪籃球場等。
他表示，停課期間全校教師一直
都作好各項準備，希望確保甚至提
升復課後教學成效，「自己與學校
老師自暑假開始曾多次開會，商討
如何完善網上教學安排及優化時間
表，甚至已有後備方案，應對不同
的復課安排。」

兩地互通網台助跨境生學習
他特別提到，為顧及校內的跨境
生，學校早前已改用兩地互通的網
上平台，同時亦可方便學生交功
課，讓他們在不能返校期間仍能正
常學習；而學校亦在構思引入「一
鍵通」方式，即利用人面及指紋識
別，協助低年級生更易登入及使用
網上學習平台，省去小朋友需要輸
入眾多繁瑣密碼的不便。
此外，因應疫情網上教學已成為
新常態，該校亦於疫情期間申請加
入 5G STEM 先導學校計劃，積極創
建 5G 校園及建構智慧教室，令學生
有更多機會接觸創新科技及應用，
迎接新時代發展。

■校園各處都設有空氣探測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佛教榮茵學校利用近月學生不回校空檔，半年間完成了十項工程。
◀學校推行智
慧教室，配備
4K電子白板。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家長專用探
溫區。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全港學校將於
本月 23 日起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多位中小學
校長及學界代表昨日出席電台節目表示，教界均
嚴陣以待迎接面授復課。除採取一般防疫措施
外，學校亦須注意學生乘坐交通工具、小息操場
聚集等衞生安全風險，建議可鼓勵學生步行回
校，並錯開各級學生的小息時間，盡量減少人群
聚集。
教界將於本周三起分兩階段恢復半日面授課
堂，為保障學生健康，教界在防疫工作採取了
不同措施。津貼中學議會當然執委林日豐昨出
席電台節目時提到，各所學校的衞生情況理
想，惟學生乘坐交通工具回校時或有安全風

險，故認為校方可以鼓勵步行路程在 45 分鐘內
的學生走路上學，非但可避免人群聚集，亦能
增強體魄。
有意見認為電子學習或構成學生之間較大的
學習差異，林日豐指出，學校可於校網上載預
製的課堂組件，讓學生可以依照個人學習進度
觀看不同年級的課堂；學校亦可集中資源建立
電子評估工具，供教師掌握學生學習進度。

教聯會建議小學錯開小息時間
津中議會主席潘淑嫻認為，教界應該以疫情
為契機，進一步推動電子教學。她透露指，已
經就下一份施政報告向政府提交建議，希望政

■「優秀青年科學
家基金項目」近日
公布結果，在港澳
地 區 25 個 名 額
中，港大有七個項
目獲選。
港大圖片

醫療相關研究佔四獎

120 萬元資助額，直接「過河」
香港作研究經費，資助期限三
年。
科大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共有五名青年科學家獲選，
相關項目為「暴脹宇宙學」、
「拓撲態的性質研究和材料預
測」等；城大發言人回覆有兩人
獲選，項目分別為「視頻編碼與
質量評價」及「表面等離激元納

米光子學」。
理大發言人確認有四個項目獲
選，研究主題包括「時序遙
感」、「無源物聯網」等。理大
對青年學者在科研項目上得到國
家支持感到鼓舞，除體現國家給
予香港科研發展的實在支持外，
亦有助鼓勵及培育本地優秀的青
年科學家，在世界前沿科技及基
礎研究方面努力爭取成果。

系統「寫字靠把口」城大學者奪谷歌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
風）打字傳送訊息已是現代人溝
通的重要一部分，有城大學者致
力設計未來的語音控制文字編寫

■劉燦獲 2019/20 年度谷歌教員
研究獎，是該年度唯一獲獎的香
港學者。
城大圖片

介面，目標是開發一個只需自然
地講話便可暢順編寫文字的系
統，過程毋須停止其他行動及注
視屏幕。其研究榮獲2019/20 年度
谷歌教員研究獎，是該年度唯一
獲獎的香港學者。
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
理教授劉燦獲谷歌研究頒發國際
獎項，以表彰她對語音互動文字
編寫系統的開創性研究。
其得獎研究計劃名為「使用最
少視像輔助的語音控制文字編寫
系統」，屬於人機交互研究組別
的項目，主要以觀察和實證去了
解人類的認知和行為，從而設計

未來的語音控制文字編寫介面。

語音打字免鍵盤修正
劉燦指出，雖然目前智能電話一
般設有語音打字功能，且辨認語音
的準確度頗高，但當用者須檢視或
修改錄製的文字時，用語音控制文
字編寫的整體體驗便會出現樽頸。
用者需重新轉用鍵盤編寫文字，令
語音交互體驗被破壞，甚至失去價
值。換言之，現行的文字編輯介面
設計並不適用於語音錄入及編輯。
有見及此，計劃希望開發新的
語音控制畫面支援系統，令用者
可在視覺和語音兩種輸入模式間

暢順切換。新系統有別於用者需
時刻注視畫面的傳統文字編輯介
面，因此較能吸引用者在流動裝
置上使用語音輸入文字。
「我的研究計劃將有助進一步開
發語音互動系統的範式，也可減低
用者注視畫面的要求，便利視障人
士。」劉燦希望了解用者在編寫及
修改文字時的說話行為及注視規律
後，再運用機器學習及自然語文處
理技術開發新的互動方案，目標是
開發一個只需自然地講話便可暢順
編寫文字的系統，用者在過程中可
更快捷地編寫文字，而毋須停止其
他行動及注視屏幕。

校長鼓勵教師參與國安教育培訓

區共有 25 個名額，香港文匯報昨
日向本港多所大學查詢，至截稿
前共確認18人獲選。

港大的七個得獎項目中，範疇
遍布醫學、環境科學、材料科學
等，與醫療相關的研究項目共有
四個。其中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病
理學系助理教授黄澤蕾憑「肝癌
代謝與腫瘤微環境」成為得獎者
之一，項目將研究免疫代謝物對
肝癌免疫微環境中的影響，及作
為嶄新診療和標靶策略的可行
性。
其餘得獎項目為「卵巢癌精準
治療策略」、「優化對精神疾病
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藥物的管
理」、「合成生物學與組合遺傳
學」等。每名得獎者可獲人民幣

■大屏幕顯示了各個課室的即時空氣數據，方
便監測及調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教界倡學生行路返學避人群

七項目入選「優青」港大又成大贏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
年輕科學家是推動創科發展的一
大動力。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
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近日公布
遴選結果，香港大學憑七個獲選
項目，連續第二年在所有院校中
有最多年輕學者獲獎，當中逾半
為醫療相關研究。港科大、理
大、城大則分別有五位、四位及
兩位學者獲獎。
「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旨
在支持在基礎研究方面取得優秀
成績的青年學者，在其自選的研
究方向上進一步開展創新研究，
以培養一批有望進入世界科技前
沿的優秀學術人才。
為支持香港創科發展，該項目
自 2019 年起開放予港澳大學，男
性未滿 38 周歲和女性未滿 40 周歲
的年輕科學家均可申請。港澳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府資助學生購買電子學習裝置，並為學校提升
硬件配套等作恒常撥款。中學校長會署理主席
連鎮邦提醒，部分家長因子女數目較多，故需
要多部電腦，縱使相關家庭未必有經濟困難，
但學校亦應就此提供協助。
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則表示，學校
需與家長保持溝通，例如學校於 12 月舉行小六
呈分試，校方可向家長保證，只考核面授課堂內
容，令學生及家長感到公平。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昨日亦在另一節目中提到，
中學生較能維持社交距離，但小學生則容易有較
多的肢體接觸，因而建議學校錯開不同學生的小
息時間，避免他們同時在操場聚集。他又提到，
學生在返校途中或外出用膳時會增加感染風險，
冬季流感或會令情況更嚴峻，認為教育局有必要
向學校發出不同情境下的處理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香港國安法有助本港繁榮穩定
發展，教導學生正確認識相關法律知識，知法守法，是本港教
界的應盡之責。有中小學校長表示，因應教育局正準備國安法
的相關教材，教界會密切留意消息，亦會鼓勵教師參與教育局
提供的相關培訓，以身作則培養學生守法觀念。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早前表示，香港師生對國家安全的概念較
陌生，故局方正準備相關教材及課程大綱。多位出席電台節目
的中小學校長及學界代表均表示，學校有必要參與其中，教導
學生守法的重要。
香港中學校長會署理主席連鎮邦表示，得知教育局正準備學
與教資源，學校會考慮如何運用，亦會鼓勵參與局方提供的相
關培訓，掌握國家的最新發展。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潘淑嫻表示，學校過往有教授唱國歌
的經驗，故學校並無因國安法而感到焦慮；她並強調，教育工
作者最重要的是做好榜樣，在社會不穩的情況下，以品德教育
培養學生的「優秀氣質」。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則表示，小學的氛圍相
對平靜及安穩，相信只要做好國民教育、提升學生的身份認同
感，學生自然學會守法觀念。

江蘇社總「開學愛心包」贈百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
韻）為協助基層學生於疫情
下適應電子學習，香港江蘇
社團總會近日舉辦「蘇
show 善行」活動，合共為
百個基層家庭送上「開學愛
心包」，內含數據卡、兒童
護耳耳筒等電子學習所需用
品。全國政協常委、西九文
化區管理局主席兼香港江蘇
■唐英年（右一）表示，基層學生在疫情
社團總會會長唐英年表示，
下開學，所面對的挑戰更大，因此希望透
希望透過實際行動，紓緩基
過一點綿力為其提供支援。 受訪者供圖
層家庭的開學壓力。
由香港江蘇社團總會舉辦的「蘇 show 善行」活動前日（19 日）於天
水圍天晴村滙豐天水圍兒童學習及發展支援中心舉行。該會合共為百個
基層家庭送上「開學愛心包」，內含 18GB 數據卡、兒童護耳耳機、書
券、超市券、文具、口罩和消毒液等抗疫用品，受惠者主要是小學生。
唐英年表示，基層學生在疫情下開學，所面對的挑戰更大，希望透過
一點綿力為其提供支援，同時紓緩家庭面對的各種壓力。他又勉勵學
生，知識改變命運，唯有增值自己，才可有美好將來，並祝願學生可盡
快復課，享受校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