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輪主題研究計劃撥款結果
項目名稱 涉及院校 總資助金額

肝癌基因組研究計劃：轉化基因發現為 中大、科大、港大 4,500萬元

臨床應用

大規模平行測序在癌症分子診斷的應用 中大、港大 3,199萬元

心血管疾病個人化醫療：從人類基因及 中大、科大、港大 4,000萬元

生物指標到幹細胞平台

用萬能幹細胞複製「人類心臟」 城大、中大、科大、 6,000萬元

港大

有機光伏打電池及發光二極管面臨的挑 城大、浸大、理大、 5,740萬元

戰—跨學科及多學院的協同努力 科大、港大

振興香港海洋貨櫃運輸物流網 中大、科大、港大 1,329萬元

資料來源：研資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排球王子」掌協恩 推直資理念吸學生

研資局2.48億助研究 港大「大贏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63歲的翁以登
加入科大前，駐上海工作了4年半，為利豐集團中
國辦公室董事總經理。曾表示工作「十年一變」的
他，最終在科大董事局及校長陳繁昌招攬下，轉投
高等教育界。在上海住慣別致房子的他，笑言更愛
住科大的大學宿舍。
翁以登曾於美國空軍學院當副教授，任教數學達

6年。他表示，自己出身於學術家庭，雖然投身商
界多年，「但能夠在這樣的年紀返回學術界，是很
吸引」。他認為科大與他熟悉的教育制度相近，坦
言若非科大，未必會因其他大學而回港。
在上海有間裝修別致的房子，搬到科大宿舍會否

不習慣？翁以登指很喜歡科大的宿舍，「以前打開
窗會見到人晾衫，現時打開窗見到清水灣，而且空
氣也好得多」。

駐滬商海4年半
轉投教界更吸引

聯繫校友招攬學者 冀助籌款促進發展

提升科大知名度
翁以登周遊列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平機會日前

發表《少數族裔教育工作小組報告》向教育局提
出9項建議加強對少數族裔學生的支援，平機會
主席林煥光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教育局的
回應缺乏具體配套，對此感到失望，會嚴肅考慮
是否循法律途徑，調查現行的政策有否造成歧
視。

林煥光批配套不足
林煥光表示，少數族裔學童人數不斷增加，但

中文程度跟不上主流學校課程，被迫倒流到「指
定學校」，這類學校錄取大量少數族裔學生，學
生較難學好中文。他批評教育局的配套不足，令
融和教育失敗，少數族裔學生缺乏向上流動的機
會，或成為社會另一股怨氣。
他又指出，少數族裔修讀相當於小三程度的

GCSE中文科，難以升讀大學，造成「高不成，
低不就」的問題。他促請政府設立一套中文測試
系統，以不同級別反映學生的中文水平，作為大
學收生的一個參考。
就教育局推出部分措施，包括增加相關的經常

性開支以支援少數族裔學生，林煥光指，有關政
策不夠針對性和系統性，至於學校運用資助的情
況亦缺乏監管，成效參差。他表示，平機會會繼
續處理投訴個案，並嚴肅考慮是否使用法定權
力，調查政策是否造成歧視。

涉歧視少數族裔
平機會或告教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教育局建議於
2012及13學年，將「德育及國民教育」列為獨立
科目，相關教育活動及內地交流的需求亦引起為
社會關注。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表示，2011/12年
度用於推動中小學的國民教育的預算為9,570萬
元，是07/08年3,530萬元近3倍。當中以舉辦跨境
師生交流及研習活動的預算開支最高，佔整體預
算6成，其餘則包括教師舉辦專業發展課程及編
訂學與教資源，局方期望活動可加強學生的國民
身份認同。
國民教育繼續引起社會關注，有立法會議員引

述「國民教育中心」進行的國民身份調查結果
指，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近年雖有提升，但
最近兩年的增長緩慢，質疑當局對國民教育的資
助是否足夠。孫明揚書面回覆指，教育局資助各
項內地交流活動中，總額已由2008/09年度的
1,200萬元增至2011/12年度預算的5,800萬元，同
期的受惠學生名額預計由10,340個增至約有
42,700個。
另外，根據民政事務局的資料顯示，透過不同

渠道資助各種以國民教育為題的活動，在過去5
年，撥款由2007至08年的50萬元，增至11/12年
預算的497萬元。至於關愛基金已預留1億6,440萬
元，用作資助低收入家庭的中、小學生參加由學
校舉辦的境外學習活動。

推中小學國民教育
預算增近3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商界猛人翁以登投身學界，擔任科技大學副校長負責大

學拓展至今已有8個月。他在政商界人脈廣博，因而被視為科大的籌款大臣。對此，他指現

時大學籌款比以往困難，他除了構思籌款策略，也致力提升科大在國際、內地及本地的知名

度；同時又積極與校友聯繫，包辦科大的對外事務。曾成功打造及拓展不少商業品牌的他，

深深明白：大學知名度高，籌款自然事半功倍，這對大學的發展而言也就更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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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思）中國
探月工程發展一日千里，曾任嫦娥一
號衛星總指揮兼總設計師的中國探月
工程專家葉培建院士昨日於香港理工
大學以「中國空間實驗與嫦娥工程」
為題發表演講。另一探月專家、嫦娥
三期的總指揮楊孟飛更與負責下一次
探月任務，研發「相機指向機構系統」
的理大專家容啟亮教授會面，討論探
月工程上的新合作。
葉培建對於中國第一代傳輸型對地

觀測衛星（中國資源二號）及中國第
一個月球探測器（嫦娥一號）的成功
研製，作出了巨大貢獻。作為現任科
學技術委員會常委，空間科學與深空
探測領域首席專家，嫦娥二號、三號
總設計師顧問，他積極推動、普及和
提高資訊化技術在衛星、飛船研製應
用。
理大於去年底與中國空間技術研究

院達成合作協議共建聯合實驗室，院
方送贈高達500萬元人民幣的先進儀器
予新成立的實驗室。雙方將於5年內合
共為聯合實驗室投入研究經費1,000萬
元人民幣，在專家委員會指導下開展
科研活動。

楊孟飛晤理大專家容啟亮
楊孟飛是次到訪理大，亦把握機會

與理大專家容啟亮會面，跟進中國空
間技術研究院與理大成立一所「空間
精密機械技術聯合實驗室」的合作研
發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研究資
助局昨公布了首輪主題研究計劃的撥款
結果。該局批出約2.48億元資助6個跨院
校合作的研究項目，其中由城大、中
大、科大及港大合作的「用萬能幹細胞
複製『人類心臟』獲得6千萬元資助，是
獲得最高撥款額的項目；而6個獲批項目
均有港大研究人員參與其中，該校可算
是院校中的「大贏家」。
主題研究計劃的目標是讓各院校進行

在策略上有利於香港長期發展的主題研
究。現有特選主題分別為：「促進健

康」、「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及
「加強香港作為地區及國際商業中心的
策略地位」。
研資局主席錢大康表示，在3個特選

主題下，共有11個具挑戰性的題目，研
資局遂邀請本地學者就各具挑戰性的題
目提出研究計劃書。
於首輪計劃推出後，研資局共收到89

份初步研究計劃書，經篩選後有22位申
請人獲邀遞交具體建議書，當中15個申
請團隊獲邀面見，最後6個項目(見表)獲
批撥款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子瑩）近
日公布獲超過8成家長校友支持轉為直資
學校的協恩中學，校長劉李國建即將卸
任，將於今年9月上任為協恩第一位男校
長的李鎮洪，接棒處理轉制事宜。他表
示，最擔心學校轉直資後學生不敢來報
讀，未來會將學校辦直資的理念推廣，
除小學校長，亦會向班主任、家長甚至
學生多作介紹。

李鎮洪首任男校長
協恩中學候任校長李鎮洪現為副校

長，對於升任為協恩第一位男校長，他
表示感到十分榮幸。李鎮洪31年前加入
協恩，因耐心教學深受學生歡迎，統領
學校排球隊的他，更被稱為「排球王
子」。他表示，女兒在協恩就讀並已畢
業，現時在中大唸醫科，笑言「協恩養
大我們兩代」。

就「協恩中學直資模式辦學研究小組」
早前就該校轉直資的課程細節及相關安
排，訪問了逾3,700名的家長、校友、學
生和教師等持份者。結果逾8成受訪者支
持協恩轉為直資，但有近5%受訪者反
對，主因是不滿學費的定價。協恩暫定
轉制後，將中一至中三級全年學費為3.5
萬元，中四至中六級則為3.8萬元。研究
小組日前向校董會提出建議微調方案，
包括若學生將法語或西班牙語轉為選修
科，學費扣減5,000元。李鎮洪解釋指，
法文或西班牙文科要外聘香港大學導師
任教，若轉成選修科，學費有下調空
間。

學費減免門檻寬鬆
至於清貧學生的資助安排，校方會撥

學費收入3成作獎助學金，學費減免門檻
亦甚寬鬆，以3人家庭為例，全年總收入

若低於26.6萬元，可獲學費全免，總收
入高於50萬元的家庭才不獲資助。
協恩一直強調不是要辦「貴族直資」，

將卸任的校長劉李國建表示，曾與鮮魚
行學校校長梁紀昌了解家長對直資學校

最關注的問題，發現家長會擔心「高攀
不起」學校，她對家長矮化自己感到不
開心，希望入讀協恩的學生不分社經背
景，「學生只要有鬥心、有能力都會被
取錄」。

翁以登上任科大副校長後不停四出宣傳，可謂「凳
都未坐暖」。早前他便與校長陳繁昌到美國東岸，包括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紐約大學等多所著名院校交流及
探討合作的空間。本港的大學明年9月起將實施4年
制，科大未來3、4年要招聘80至100名新教授，故翁以
登與陳繁昌亦把握機會，與美國當地的博士研究生會
面，從中招攬人才，翁笑言收穫甚豐，「反應很踴
躍，回港後已收到約40份履歷表」。

富豪較大興趣捐助獎學金
今年5月公布的QS亞洲大學排名榜中，成立僅20年

科大，一躍登上「亞洲第一」的寶座，力壓百年老校
香港大學。翁以登遂計劃秋天再去美國西岸、歐洲，
稍後再到亞洲及中東等地探訪、宣傳，推廣科大。
大學知名度高，對籌款大有好處，但籌款都要找對方

法。興建大樓、科研項目、設立講座教授或獎學金等都
是募捐的途徑，翁以登透露，向富豪勸捐，若建議用捐
贈者的名字為建築物命名，他們一般興趣不大，反而對
捐助獎學金有較大興趣，「捐贈者現時會很關注錢的用
途，要你告訴他錢是如何運用、做些什麼」。有些捐助
獎學金的善長，偶然會與受惠的學生會面，了解他們的
發展，以確定自己的錢「用得其所」。

設校友評議會建捐款文化
翁以登表示，在美國，校友的捐款佔大學經費很大

部分，但在科大只佔很小的一部分，「科大本科畢業
生的年齡都不到40歲，據統計，校友捐款的高峰期是
在50歲以後」。他認為，建立捐款文化較金額更為重
要，「每月100元或1,000元都好歡迎」。科大目前雖然
只有4萬名校友，但將來可成為大學強大的支柱，翁以
登近月便積極向校友「埋手」，除了聯絡工作，亦成立
了校友評議會，「校友代表可以參與校董會，協助大
學管治，校友的聲音會大得多。」

借鑒總商會藉會員拓網絡
擔任了香港總商會行政總裁9年的翁以登，卸任後曾

為星巴克及玩具反斗城等大企業出謀獻策，令品牌更
上一層樓。問他如何以商界經驗協助科大再尋突破，
他以總商會成功開拓內地網絡為例，「97年前，總商
會與內地的連繫不太好，但旗下數千個會員與中國政
府或企業卻有很多聯絡，於是我借助會員的網絡，令
組織在內地更知名」。對於科大，他期望透過科大的教
授、學生、基礎研究等，提升大學知名度，打通世界
的脈絡。

■協恩中學
副校長李鎮
洪（左）將
接替現任校
長 劉 李 國
建，成為協
恩首名男校
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子瑩 攝

■曾任香港總商會行政總裁9年的翁以登，經常向
政府獻策，推動經貿協議出台，當中包括CEPA。

科大提供圖片

■理大副校長（科研發展）衛炳江教授（右）
致送紀念品予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教授葉培建
院士(左)。 受訪者提供圖片

■翁以登（前右二）與校長陳繁昌訪美時，與當
地校友午膳聚會，保持聯繫。 科大提供圖片

■新上任的
科大副校長
(大學拓展)
翁以登已積
極開展其鴻
圖大計，致
力提升科大
在國際、內
地及本地間
的知名度。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政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