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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殘障生研軟件助同道 料10個月後創社企推出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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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靠把口 無「鼠」用電腦

■張世豪（左）開發全港首套協助肢體殘障人士的聲控軟件，讓他們可以自主地使用電腦，
右為其指導老師蔡冠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一般人輕鬆「一 Click 一按」滑鼠和
鍵盤，就能完成大部分電腦操作，但對肢體殘障人士而言，這「舉手
之勞」絕不輕易，甚至是難以跨越的數碼鴻溝。患有大腦麻痹症、只
有右手一隻手指可以打字的浸大碩士生張世豪，早在一年半前已決心
運用科技克服障礙，研發出全港首套協助肢體殘障人士的聲控軟件，
提升用家打字與操控滑鼠的能力。項目已獲社創基金資助 10 萬元，預
計在 10 個月後創立社企公司，把產品推出市場。

現就讀浸大高級信息系統理學碩士的
張世豪，自小患有大腦麻痹症，體

能為健全人士五分之一，只有右手一隻
手指可以打字，因此在學習上需要較其
他人付出更多努力。
張爸爸分享指，大腦麻痹症患者的肌肉
會產生不自主動作，很難將手放到如字母
鍵盤上的特定一點，而且病者每天的狀況
都不一樣，使用坊間其他的電腦協助軟件

都不太理想，「世豪平均一分鐘才能打一
兩個中文字，而且他那些是無情力，常會
將鍵盤上的字母按鈕弄至飛脫。」

加快操作速度準確性
世豪若要寫一封 50 字詞的英文電郵，需
時達 45 分鐘，而這是在配備完善下的理想
情況，若用街上的普通電腦，根本難以做
到。為克服上述難關，張世豪在一年半前

■世豪示範以操控桿及聲音控制電腦。

開始研發輔助軟件「CP2JOY」，協助殘
障人士以一般電腦用操控桿（joystick）和
簡單語音指令來操作電腦，以取代傳統鍵
盤和滑鼠。
世豪分享的新軟件以聲控為主，減少使
用者的肌肉活動，以加快他們使用電腦的
速度和按鍵準確性，軟件只需使用電腦內
置的麥克風，一個市面上流通的操控桿，
或以新型號電動輪椅上的操控桿取代已可
使用，不需購買額外裝置。
世豪的指導老師、浸大計算機科學系
副教授蔡冠球進一步解釋指，系統所需
的操控桿代替滑鼠移動鼠標，而「左
click」等功能鍵就由聲控操作，「軟件其
中一項功能，可讓用家自選最佳單字聲控
電腦，例如可預設英文單字『A』作為滑
鼠單擊」。
以世豪的情況為例，他能夠準確發出
「O」、「E」、「A」三個英文單音，於
是 可 將 它 們 預 設 為 「 快 選 」 、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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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space」、「滑鼠左鍵」等功能的聲控指
令，用家只需一喊已可完成相應動作。

有USB可「即插即用」
同時，系統並設「滾動式選擇字母」輸
入方法，讓使用者看見所需字母轉動到一
個特定位置時，配合上述自定義的聲控選
定單音，便可選擇該字母。系統亦為用家
預設一些鼠標常用位置，協助控制操控桿
感困難用家。
世豪表示，有關軟件不需安裝額外驅動
程式，一隻 USB 便可「即插即用」，用後
打字速度有明顯改善，同樣 50 字詞的英文
電郵，只消約10分鐘便可完成。
蔡冠球指，系統的打字功能現時支援英
文及數字，但原理上亦通用於中文打字，
會是世豪將來的研發方向。
至於商品化後的收費方式，蔡表示目前
仍待研究，而目前坊間同類軟件收費約為
每月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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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
基）2019 年香港文憑試將於明
年 3 月開考，考評局昨日出版
2019 年文憑試《考生手冊》。
新一年《手冊》規則變動不大，
但在「重要事項」新增第五點，
特意提醒考生「正確使用答題
簿/試題答題簿/補充答題紙」，
以免答案可能不獲評閱；同時局
方於今年度增加各項考試服務附
加費，增幅由7元至40元。
2019 年文憑試學校考生雖由
政府代繳考試費用，惟考評局於
今年度增加各項考試服務附加
費，增幅由7元至40元。經重閱
答卷後，若考生的科目成績獲得
提升，考評局會退還考生為該科
所繳付的重閱答卷費用。
以甲類科目的積分覆核為例，
語文科所需費用由 207 元調高至
215 元；非語文科則由 173 元調
高至180元。
在重閱答卷方面，不包括口
試，語文科由 826 元增加至 859
元；非語文科則由 688 元加至
716 元；而語文科目口試部分，
則增加 26 元，由 661 元增加至
687元。

提醒正確使用答題紙

在答題簿封面方面，考評局亦
作出改動，以簡化供考生填寫試
題編號的表格。各考生應考時必
須按指示，在答題簿封面及每一
頁的適當位置填寫作答試題的編
號，並須填妥考生編號及貼上電
腦條碼貼紙。
今年《考生手冊》第一章「重要事項」
新增第 5 點「正確使用答題簿/試題答題
簿/補充答題紙」，惟此並非新規定，旨在
提醒考生，未有遵從有關指示的考生，答
案有可能不獲評閱，例如考生須在答題簿
各頁或補充答題紙上正確的試題編號方格
內填畫「X」號、不可在答題簿或紙的同
一頁上作答超過一條題目等。
為響應環保，今年考評局只提供電子版
《學生手冊》，學生可以到考評局網站下
載，網址為：http://www.hkeaa.edu.hk/tc/
hkdse/admin/student_s_handbook/。 考 評
局提醒，學生在準備應考文憑試之餘，也要
熟讀手冊內容，了解考試相關規則與程序、
考試時間表、各科目應考須知等實用資料。

蔡元培改革北大 文獻首來港展出

■展覽開
幕典禮於
12 月 6 日
舉行，主
禮嘉賓進
行剪綵儀
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今年是中國著名思
想家及教育家蔡元培誕辰 150 周年，亦為北京大學
成立 120 周年。北京大學香港校友會聯合北京大學
蔡元培研究會和香港北大助學基金會本月舉辦「蔡
元培與北京大學」主題展覽，通過近百件彌足珍貴
的文獻資料，再現蔡元培當年對北大進行大刀闊斧
的改革。

主題展覽上周四（6 日）起至 30 日假香港饒宗
頤文化館舉行。
展品大多為最新挖掘的文獻資料，包括蔡元培
的手跡、北大師生及友人與蔡的通信、蔡元培 24
歲考中進士的殿試考卷、他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的委
任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宣導者陳獨秀的聘
書等，大部分展品將是首次在香港展出。

兩地文化共融 循序推普教中
「普教中」一直是香港學界
的熱門話題，前兩年教育局公
佈香港教育大學受語常會委託
的「普教中」研究報告，當中顯示「普教中」對研
究個案學生的中文科學習沒有負面影響，但報告批
評學校對「普教中」重視程度、師資與教學策略等
均有缺失，令「普教中」成效未能發揮。
「普教中」的前景在理論上十分理想，但在現實
中總遇到一些執行的困難。如何看待「普教中」的
未來，它的出路在何方？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大
方面理解。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創造
良好的社會氛圍，讓兩地更加融洽。港人要放開胸
懷，接納和包容自己的祖國，內地人也要尊重和適
應香港獨特的文化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夠帶動香
港年輕一代願意從心出發，邁開一步，腳步走到了
內地，心緊密貼近祖國，還怕普通話學不好嗎？
第二，中小學前線教師對「普教中」這個概念的
理解，會直接影響他們的教學理念。筆者認為，
「普教中」不是一刀切，強制要求所有的中文課程
都要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師生不能說粵語，而
是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五四運動明年將迎來百周年紀念，中國語言文字
政策的思想淵源，大部分都來自於五四時期。1917
年 1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2 卷 5 號發表了胡適的
《文學改良芻議》，首次提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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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學寫作的工具，強調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
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今日作文
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
胡適後來有更明確的說明：「這一次中國文學的
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
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
不拘格律的。」
與文體變革相對應的，是清末開始的「國語運
動」，即直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推行的
把北京話作為漢民族共同語的運動。它提出「言文
一致」和「國語統一」兩大口號，其中「國語統
一」是現代白話主要以北京話為全國通用的國語。
至 1955 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將國語改稱為普通
話，自此成為中國的主流語言。以上兩點，可為教
師講授現代白話文時使用普通話找到了依據。
而粵語歷史悠久，保留了大量的古語詞和古音，
是非常珍貴的語言，值得好好學習和用心保留。
因此筆者認為，教師講授文言文的時候，應該使
用粵語進行教學，這樣能更好地讓學生品味古文的
魅力。
綜合上述情況，筆者認為「普教中」的未來，要
依靠社會氛圍和教育界的共同努力，但「普教中」
是值得推廣的。
■金夢瑤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言學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