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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玉如：：港創科發展方向正確 建國際中心指日可待

推跨領域研究
善用科研優勢
培育
人才

跨學科發展 亦應打好數理底子
黃乃正 1973 於中文大學取得一級榮譽理學士學位，
後赴英美進修開展研究，至 1983 年輾轉返回中大任
教，曾兩次擔任中大新亞書院院長共 16 年至去年
卸任，現為中大榮休化學講座教授。他的黃金歲
月幾乎都在中大度過，其間見盡歷年學生的變
化，深深體會到會考、高考的舊學制與文憑
試新學制的區別。
黃乃正是天然及非天然分子合成方面的
專家，作為科學家，他認為：「要唸理學

2021年10月11日（星期一）
2021年
2021
年 10
10月
月 11
11日
日（星期一）

# 

2021年10月11日（星期一）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積極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故香港如何把握發展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於香港自身、大
灣區，乃至國家的未來發展均非常重要。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發起人之一、香
港科技大學副校長（研究及發展）葉玉如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
「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有不少內容，如發展創新科技、培育科研人才、推動
成果轉化等，均給香港帶來啟示，香港必須善用基礎科研實力雄厚等優
勢，積極推動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葉玉如表示，
體會到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對科創的重視，而香港的科創發展正走在正
● 葉玉如接
受採訪時指，香
港的科創發展正走
在正確的方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確的方向，深信香港要建成國際創科中心指日可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玉如表示，近年來，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多項有利創科
葉的政策逐步落實，例如
2018 年的國家科研資金「過河」

來港、建設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科學園擴建工程、向
香港 6 所大學開放「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申請等，對香港科學
家而言均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香港擁有多所世界百強大
學，在特定領域的基礎研究具有獨特優勢，希望香港的大學可
以把握機遇，主動參與，甚至是帶領大灣區的科研技術發
展。」

●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 廣州
廣州）
）將
打破傳統分科模式。
打破傳統分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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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市場大 科學家機遇多
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到要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
命健康、腦科學等前沿領域，實施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
大科技項目。本身是國際頂級神經生物學家的葉玉如舉例指，
科大的腦神經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要進一步發展技術，跨領
域、跨學科的合作是推動創科的關鍵，「我們團隊也有和工學
院合作，當中涉及的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系統等新技術，讓
我們得以開發出拍攝大腦細胞活動的新技術，可見科研不再是
一個團隊所能獨立完成的事情。」
雖然香港擁有堅實的基礎研究實力，惟香港人口市場細小、
欠缺完整產業鏈等劣勢，難免會窒礙香港在各領域的科研發
展。葉玉如認為，內地市場龐大，對於科學家而言是個巨大機
遇：「又以阿茲海默症為例，年齡越大發病率就越高，國際上
有關阿茲海默症的研究大多以外國人的數據為主，有關中國人
患病的數據有限；但整個大灣區逾 8,000 萬人口，這便有利於
我們收集更多的數據進行研究。」

讚政府科創投入日益增多

打破傳統分科
培養跨界思維

新校
新策

位於廣州南沙、即將在明年 9 月開學
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將會以「樞
紐」學術架構取代傳統分科模式，在
「功能」、「信息」、「社會」、「系
統」四個類別下，設立「先進材料」、
「智能交通」、「人工智能」等 16 個前
沿跨學科研究領域。科技大學副校長
（研究及發展）葉玉如表示，「我們期
望以此模式打破傳統、單一的學科模
式，培養年輕人有跨領域的思維。」
葉玉如表示，以跨學科思維解決科學
難題已是大勢所趨，為了培養有關人
才，科大廣州校園以跨學科模型為主，
香港校園採取傳統分科模式，「我們希
望做到兩個校園互通，廣州學生可以在
清水灣校園上課；香港學生也可以在
廣州上學，當然現在網絡方便，
上網課也可以。」葉玉如形

葉玉如今年聯同多名香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發起
成立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旨在凝聚大灣區內兩院院士力
量，為建設國際創科中心貢獻力量與智慧。她表示，創新及科
技局局長薛永恒較早前已經與聯盟會面，聆聽創科界的意見，
「我們亦建議政府多與科學家交流，了解我們遇到哪些困
難。」她亦讚揚特區政府，在科創方面的投入日益增多，體現
政府對於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決心與重視。
至於香港距離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尚有多遠的路，葉玉如明確
表 示 ， 「 我 很 相 信 ， 香 港 是 on the right track （ 方 向 正 確
的）」，惟政策落地仍需多加調整。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為例，葉玉如認為這對香港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機遇，期望政
府能夠放寬過境規定，讓科學家可以免簽證往返兩地，促進
兩地科學家的合作交流；此外，人類遺傳資源樣本過
境的申請程序繁複，「甚至花時間申請也不一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做到」，難免窒礙了生物科技研究的發
詹漢基）因應香港建設國
展，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協助。
際創新科技中心的目標，香港數碼
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家禮日前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香港不單要鞏
固現有優勢，亦要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策略，
加強與深圳緊密合作，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勢頭
下，創造出屬於兩地的「雙城經濟故事」。他提到，社
會應該給予年輕創業家機會及信心，數碼港會不斷推
出新措施，增加港青與內地合作、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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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新學制「唔夠數」
冀定長策育專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詹漢基）若要
將香港打造成為
國際創科中
心，培養本
地科研人才
是關鍵。
粵港澳大
灣區院士
聯盟另一發
起人、香港科
學院院士及董事
● 黃乃正
黃乃正早前接受香
強調培養本地
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
科研人才是關鍵。
表示，教育是不可或缺
香港文匯報
的一環，但文憑試學制
記者 攝
範圍太廣、不夠專精的弊病日漸浮現，
難以有效培育本地科創人才。他強調「今
年搞教改，往往要十年後才能看到成果」，
呼籲政府要以長遠目光制定政策，以迎合世界潮流發展。

●版面設計：日 明

創科需有金融作基石

「香港的創科勢頭很好，可見香港已全力以
赴轉型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林家禮表示，
即使疫情阻礙了人才流動，但海外專才對
香港仍抱有信心，「香港有來自世界各地
院、工學院，要有足夠的數學底子，但現在普
的頂尖人才，包括以色列的網絡安全專
遍是『唔夠數』。」他解釋指，舊學制理科生的
家、紐約區塊鏈人才、倫敦金融科技
數理底子較好，他們除了必修數學、物理、化學、
專才、巴黎人工智能專家，相信疫
生物等科目外，高考課程難度亦遠高於文憑試課程。
情後會有更多人才來港發展。」
至於文憑試學生，他們在高中選科自由度大，文科
香港作為獨特的國際大都
「混搭」理科的情況常見，以致學生不再是以文、理、
會，不僅文明、包容、開放，
商科生作簡單分類，黃乃正認為這樣難以培育數理專才，
另外還有健全法制保障知識
「有些學生讀了物理，卻沒有修化學；修了化學，卻沒有選
產權，「但要發展創科，
生物；但全世界的科學都是朝 Interdisciplinary（跨學科）發
需要有金融作為發展基
展，每個學科知識都要有所認知。」
石。」林家禮指，

新冠為例證跨學科重要
他以新冠肺炎為例，當中涉及生物、化學等範疇的概念，足
以證明跨學科的重要性，「現在哪怕是唸生物學，基本上都
要認識微積分，好比合成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結
構生物學（Structural biology）；唸物理學，裏面也有生
物知識，例如是生物物理學（Biophysics），可見所有
的學科都交叉得很厲害！」
至於該如何打好學生理科根基，黃乃正認同教育
改革釋放核心科目課時的安排，讓學生投放更多時
間在選修科上。在考試制度方面，他建議政府可
考慮將數學延伸單元一（M1）及二（M2）提
升為正式科目，並豁免相關學生應考數學必
修部分，因為水平太淺易，要修讀較深延
伸單元的學生去考，「是否有點浪費時
● 林家禮
間？」
指港創科要配
他認為，「內地學生的數學根底很
合大灣區發展策
扎實，數學能力基本上好過港生；
略。 香港文匯報
新加坡、台灣的數學也不弱，香
記者 攝
港應該思考教育制度出現了什麼
問題？」

容，科大盼望能做到「科大一體，兩校
園互補」的效果，從而藉着科大推動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她透露，廣州校園短期目標招聘150名
教學人員，現階段已經招聘約 75 名教
師，有信心開學時所有教師能夠履新；長
遠而言，廣州校園目標為聘請 400 名教
師，她希望透過該校園，可將香港的優
質教育資源注入大灣區內地城
市，從而培養更多元人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詹漢基

灣區黃金契機
合作無限機遇
「香港背靠全世界最吸引的市場，也就是內地市場；加
上粵港澳大灣區將會是世界上的另一個『硅谷』，無論
是創科配套、市場規模、人均生產總值增長的質與量都
是領先全球的。」
他強調，「香港的創科生態不錯，未來更要義無反顧
地往前走。」他認為，香港除了要鞏固現有優勢，未來
要加強香港作為創投中心的地位，「大灣區人才濟濟、
項目多多，但資金永遠不嫌多，香港要成為理想的超級
投資者，不要浪費了大灣區這個黃金契機。」

應主動宣傳香港品牌
林家禮認為，「雖然說有麝自然香，但既然香港擁有
不少領先全球的獨特優勢，我們更應該向世界、內地進
行更主動、更有系統的宣傳，提升香港品牌在支持者心
中的印象。」而且香港具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
勢，可以藉助內地城市的龐大市場與商機發展；若結合
臨近深圳的發展，更可達到「1+1大於11」的優勢，「深
圳的高端製造業領先，人才、基建一流，加上全國物流
網絡的聯通，如配合香港的設計、管理、推廣等優勢，
相信能譜寫出屬於深港兩地的『雙城經濟故事』！」
他還表示，中小企佔了全球經濟體系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社會應該給予年輕創業者多點信心及機會」，而
「數碼港投資者網絡」可協助初創融資，成立三年已累
積超過 100 家投資者，總投資額達 6.29 億港元，累計促成
了 37 個項目對接；數碼港亦設有「數碼港科技網絡」，
讓阿里雲、騰訊雲、微軟等科技巨頭成為技術夥伴，為
園區初創進行培訓，提供專屬服務。
為了培育更多科創人才，數碼港成立了數碼港
學院，整合現有人才培訓及發展計劃，亦推出
「數碼港大灣區青年創業計劃」、「數碼科技
實習計劃」等，以深化兩地青年的協作交
流，幫助港青及早接觸內地市場。
● 數碼港會不斷推出
新措施，
新措施
，增加港青與
內地合作。
內地合作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