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聞 透 視 眼A21

20232023年年11月月171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3年1月17日（星期二）

2023年1月17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文 澄

小分子注射入眼 助小鼠重見光明
城大展示M1治療法 有望令青光眼患者恢復視力

中樞神經系統受損是全球引致殘疾的主要原因，目前仍未有治療方法，不過，香港

城市大學的研究人員首次發現並展示一種具治療功能的小分子M1，能恢復哺乳類動

物中樞神經系統的視覺功能，為因青光眼等疾病引致視神經受損而喪失視力的病人帶來希

望。其機理是M1能促進為細胞產生能量的線粒體的融合及軸突運輸，並通過促進受損神經

元的內在再生能力，令神經軸突再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休版啟事
因應學校農曆新年假期，香港《文匯報》教育版各

版面將由明天（1月18日）起休版，至1月30日（星
期一）復刊，敬希垂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平日莊嚴的學校禮堂也能成為
熙來攘往的展覽會場，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早前舉行「我的
招牌餅乾」展覽會，透過一個又一個經悉心布置的攤位、色彩
繽紛的橫額，展示學生跨學科的專題研習成果。當日活動並邀
得東華三院方潤華長者鄰舍中心的「老友記」、東華三院社企
iBakery代表，及友校師生家長參與，學生們向來賓講述餅店
的經營理念和餅乾製作特色，輔以主題網頁和宣傳短片作解
說，從中培育多元溝通能力。

STEAM元素豐富經歷
馮黃鳳亭中學校長譚耀華表示，「我的招牌餅乾」活動起初
只由家政科教授學生製作餅乾，但隨着教育新趨勢發展，校方
希望以科技教育學習領域作主軸，將活動發展成跨學科的專題
研習課程，同時配合STEAM教育元素，務求豐富學生學習經
歷，更希望能培養學生創業家精神，將生涯規劃元素融入課程
中，啟發學生及早為將來作好準備。
負責統籌課程的副校長陳嘉慧介紹說，活動結合各科老師協
作，如家政科教授學生運用不同食材炮製色香味全的餅乾，化

學科與學生探究發粉及梳打粉對餅乾製作的影響，生物科指導學生製作
營養標籤等，而學生亦會於設計與科技及電腦課堂學習拍攝宣傳短片和
製作網頁，並在視覺藝術科老師指導下，設計餅乾包裝和布置攤位，另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亦安排了工作坊讓學生掌握營商知識。
她又提到，校方同時期望活動能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本學年優化研
習主題，讓學生針對個別長者群體構思餅店理念和產品特色，為此校方
在學期初已安排學生參觀護老者資源中心親身感受服務對象的狀況，並
在展覽會當日邀請長者到校為學生的餅店理念、攤位布置、宣傳內容和
餅乾味道等各方面評分，讓同學有更深切的體會，培養同理心和關愛精
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年伊始，萬象更
新，農曆新年將至，麗澤中學近日特別在校園舉辦
「齊賀新歲寫揮春」活動，由校長李潔明帶領全校
師生寫揮春，在墨香揮毫當中喜迎新歲，傳承中華
傳統節日文化。
麗澤中學一直堅持母語教學，並以弘揚中國哲學
思想及中華文化為辦學宗旨，毛筆書法為該校傳統
的日常課業，初中級每星期有一節中文堂練習書
法，藉此讓學生勤學多練，持之以恒，培養學生的
耐心、專注力和提升審美，讓同學心神沉着冷靜，
提高品德情意。該校本年度的「齊賀新歲寫揮春」
活動以班為單位，利用中文科課堂讓全校學生分批
於校內宗教館參與，伴隨着賀年音樂，各同學獲發
練字的舊報紙及預備揮毫創作的紅紙，按老師指示

寫上吉祥祝福的字句，完成後可貼在課室裝飾，或
贈予家人好友。
貼揮春是中華傳統文化習俗，麗澤中學指，宋代

的春天常有瘟疫，為防瘟疫，春聯橫批會寫上「順
天行化」，隱含《周易》天人合一的觀念，敬畏、
順服於天，行事符合教化，在全球疫情恒常化的當
下，書寫揮春祝願疫情早日結束，人人身體健康，
國泰民安，更是別具意義。
校方期望同學能把農曆新年的祝福繼續傳承下

去，藉揮春活動練習書法之餘，更能在生活習俗層
面上學習傳統文化中的意蘊，從中感受新歲團年的
深層意義，感受中國人文精神中的關懷和愛，展現
出仁民愛物的情義，並透過歡慶佳節、互贈揮春，
讓同學們學會感恩，彼此關懷、祝福和互相愛護。

培育學生抱持正面的價值
觀，實踐良好的生活態度和行
為，一直是香港學校課程的重
要目標之一。德育及公民教育
是全人發展的重要元素，學校
需要通過各學科課程的講授及

多元化學習經歷，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
度。在傳統教學中，一般以說教式方法來為學生
作品德教育，但對於現今的新一代已是不合時
宜。正所謂知易行難，如果學生對價值的理解只
停留在「知」的階段，那也只是空談，所以卓越
的國情及品德教育， 應是能透過活潑、富創
意、重實踐的多元化活動，循着知、情、意、行
這四個層次， 逐步為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
處世態度。
國情教育着重運用「知情意行」有效實踐模

式，不但追求學生在「知」識層面上認識國情，
更着重通過「情」感態度體驗。建立關心港情、
報效國家「意」志， 並在日常「行」動中實踐
出來。德育與國民教育是一種價值教育，知、
情、意、行是構成思想品德的四個基本要素，這
四者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繫。我們希望透過「知
情意行」模式，有效實踐並推動培養學生的正面
價值和教育，並希望可以成為一個跨學科統整的
軸心，貫穿不同學科領域，結合生活實踐，促使
課程可以更貼近學生的生活，協助學生轉化抽象
的價值觀為具體的生活實踐。

知、情、意、行具體活動舉例
．知
活動︰早會短講、月會活動、成長課、分享生

活事件、壁報板宣傳、課室布置、校園
布置、教師會議分享、教師發展日等

效果︰1.讓老師認同教育主題目的；
2.師生共同深入探究、學習，製作教材
套；
3.學生對國家和民族產生認同和歸屬感

．情
活動︰正規課程：科組協作、跨學科專題、成長課、課

文教學單元；滲透式課程（班會/月會）：早
會、主題月會、主題月、主題周

效果︰讓學生在知識上加深認識，從而產生情感上的認
知

．意
活動︰着重持續性活動：專題研習、跨學科學習、定期

服務學習、定期廣播、定期感恩活動
效果︰讓學生持續性參與學習式活動，建立決心與恒心

．行
活動︰着重通過主題活動，讓學生實踐所想、並得到正

面的認同︰製作感恩禮物、節慶活動、參加服
務、分享所想

效果︰學生實踐所想、並持續實踐正向活動
◆丁繼聯香港德育及國民教育教師協會副主席

（香港德育及國民教育教師協會，理事由來自中、小學
及幼稚園具豐富推廣德育國民教育經驗的教師組成，顧問
團由專業人士及學者擔任。協會藉此專欄與市民分享經
驗，教學相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2023
年度小一入學統一派位階段即將開
始，教育局昨日提醒有關家長，須於
1月 30日至 2月 5日期間為子女選
校。因應教育局今年起分階段將小一
入學申請電子化，即將於9月升小的
學生，其家長除了可在指定時段到統
一派位中心以紙本形式遞交「選擇學
校表格」外，已登記成為「小一入學
電子平台」用戶並以「智方便+」綁
定賬戶者，亦可透過電子平台交表。
教育局表示，如升小學生已參加

2023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但早前未
獲自行分配學位，可透過統一派位階
段獲派官立或資助小一學位，局方將
於1月18日向各家長寄出選校通知
書，有需要的家長可於2月4日或5
日通知書上的指定時段，前往指定統
一派位中心遞交「選擇學校表格」。
有意使用「小一入學電子平台」的

家長，則可登記成為用戶及以「智方
便+」綁定賬戶，並於1月30日至2

月5日交表，教育局網頁（www.edb.
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
ondary/spa-systems/primary-1-admis-
sion/POA_ePlatform/index.html）載
有相關短片及家長指南，介紹相關流
程。
局方提醒家長，請勿同時於電子平

台及統一派位中心遞交重複申請，而
若家長於1月30日仍未接獲選校通知
書，須盡快致電教育局學位分配組
（熱線電話：2832 7700）查詢。
至於統一派位結果，則將會於6月

7日透過電子平台、電話短訊及郵遞
方式（7日至8日）通知家長。
教育局發言人提醒，如家長最近曾

遷居或快將搬遷，須盡快通知學位分
配組，以便按新住址填選所屬小一學
校網內的學校。而家長必須填報子女
的真確住址，倘若提供虛假住址以獲
取學位，其子女的小一入學申請將會
作廢，獲派學位亦會被取消，教育局
亦會對虛報住址的個案採取行動。

這項突破性研究由城大神經科學系副系主任、副教
授兼實驗動物研究中心總監馬智謙領導，團隊以

一種新方式醫治神經，能在中樞神經系統受損後的黃
金治療期內加快神經功能復原。馬智謙介紹指，眼睛
的感光細胞將影像資訊傳送至視網膜的神經元，若要
促進創傷後視覺功能復原，神經元的軸突必須通過視
神經再生，並將神經脈衝透過視神經傳至腦部的視覺
目標區，以處理及形成影像。
研究人員採用M1治療法，令神經軸突再生一段非

常長的距離，由視交叉（即眼睛至腦部目標區之間的
位置）至腦部皮質下的不同視覺目標區。這再生的神
經軸突可於視神經元受刺激後，在腦部目標區產生神
經活動，並恢復視覺功能。
馬智謙表示，「研究充分展示M1於修復中樞神經

系統的治療潛力，能成為現成可用及不含病毒載體的
一種療法。」
城大神經科學系副研究員區雁斌補充指，這次研究

人員透過玻璃體內注射法，把M1直接注射入小鼠的眼
內，以修復中樞神經系統，而玻璃體內注射法亦已廣
泛應用於治療黃斑病變。

小鼠數周內恢復視力
團隊發現接受M1治療的小鼠，在視神經受損後4星

期至6星期就能成功恢復視覺功能，例如瞳孔對光的
反射作用及對隱現視覺刺激的反應，牠們可依靠視覺
誘發的先天防禦反應，以避開捕食者。
上述研究為期7年，團隊在先前成功以基因療法促

進周圍神經再生的基礎上，研發出上述新療法，研究
獲得城大及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撥款資助。研
究人員現正開發一個動物模型，以研究利用M1治療因
青光眼引致的視力喪失，並探討M1是否可應用於治療
其他一般眼疾或視障問題，例如因糖尿病引致視網膜
病變、黃斑病變及創傷性視神經病變，並須進一步評
估M1於各種臨床應用的潛力。

師生揮毫賀歲 互贈揮春學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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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研究團隊發現小分子M1在恢復
視力方面極具治療潛力。左起馬智謙、
城大化學系副教授高志釗及區雁斌。

◀ 如圖片下半部顯示，M1療法可令視
神經內的神經軸突再生非常長的距離。

小一選校本月底開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
港中文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中心獲賽
馬會捐助開展的「賽馬會社區關懷與
創意教育實踐計劃」，透過三個階段
的課程及互動STEM學習平台，讓年
輕一代實現社區關懷的意念。六間參
與中學的學生在中大工程學院學生導
師、社會服務機構及企業協助下，成
功研發21件專為弱勢社群而設的科
技產品，希望幫助包括長者、視障人
士、聽障人士、輪椅使用者、社會房
屋及狹小空間住戶等提升生活質素。
上述計劃的成果及產品，早前於

「學與教博覽2022」展出，各產品涵
蓋衣、食、住、行、娛樂、個人護理

及溝通等範疇，希望讓弱勢社群受
惠。
其中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團隊研

發的Bus Reminder，能辨識進站巴
士的路線號碼及發出語音提示，便利
視障人士及長者乘車；五旬節聖潔會
永光書院團隊研發的便攜裝置「項
鍊」可探測前方障礙物和發出提示聲
響，為視障人士提供安全的出行環
境；迦密聖道中學團隊研發的「聽障
人士鐵路安全」系統，能發出閃燈提
示，協助聽障人士避免被車門夾傷的
意外；樂善堂余近卿中學團隊研發的
「升降輪椅」能協助輪椅使用者調校
輪椅座墊的高度，便利日常生活。

中學生研發21件科技產品助弱勢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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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澤中學全校師生齊寫揮春，在墨香揮毫中喜
迎新歲。

◆學生製作適合長者的曲奇。

本疊內容：教育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