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大院校的知識轉移工作範疇涵蓋甚廣，包括大
型合作研究、註冊及授權專利、統籌顧問項目

及成立附屬公司等，而教育學院的知識轉移工作還
包括舉行會議、工作坊及持續專業培訓等；另提供
人文、商業及社會學科的嶺南大學，則主要以師生
參與社會服務研習作為「知識轉移」模式，該校報
告未有相關收入資料。

研究顧問收入 理大2.85億居首

比較各院校上年度的知識轉移情況，以理大表現
最為突出。該校雖在知識產權錄得約50萬元虧蝕，
但於研究及顧問項目方面分別獲得逾2億元及7,500萬
元收入，整體收入約2.85億元，屬各院校第一。

理大企業發展院院長黃亮回應指，理大屬應用型
大學，除教學與科研外，亦強調服務社會，尤其為
工業界提供高層次顧問及專利許可使用服務，而該
校的科技轉移工作在酒店、旅遊、設計、地政、工
程、紡織等領域為業界貢獻良多。他表示，理大的

知識轉移策略發展方向，主要分為傳統常態科研和
公共推廣兩部分。該校的科研項目涵蓋多個領域，
包括大型結構性安全監控工作如高鐵和地鐵項目、
航天計劃、火星與探月計劃、藥物研發及基因工程
等。

中大進賬2.3億城大虧損逾500萬

此外，於知識產權、合約研究及顧問項目等方面
錄得逾2.3億元的中大，其年報指過去3年該校共66個
知識轉移項目接受教資會撥款資助，主題涵蓋醫
療、教育、城市規劃、環境保護、企業發展等範
疇，成功令超過200萬人次受惠。

針對大學附屬公司情況，據已知數據所示，理大
的附屬公司為其大賺近700萬元，浸大也小賺40萬

元，城大則虧損逾500萬元。城大發言人回應指，其
分拆公司於去年度部分錄得盈利，部分錄得虧損，
而分拆公司一向自負盈虧、獨立運作，旨在支持大
學向業界推廣、發展及轉移科研成果，並與工商界
建立緊密聯繫。

教資會續每年資助5,000萬

教資會表示，樂見各院校在知識轉移取得良好進
展，並日趨專業化，在多個學科如社會科學、商業
及經濟、城市規劃及環境、建築、工程等扎根。雖
然2009至12年首個3年期的「知識轉移」資助已完
結，教資會未來3個學年將繼續每年給予院校約5,000
萬元經常性撥款，每所院校分得120萬至1,200萬元撥
款不等，而撥款機制及安排與之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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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與國際學府合作育領導人才

助科研成果商品化 預算案向學界送禮

7院校年進10.5億
知識轉移收益

全港小學數賽
喇小奪總冠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
系與全港18區中學合辦的「2012全港18區小學數學比賽」
已經圓滿結束，頒獎典禮昨於理大校園賽馬會綜藝館舉
行。

為頒獎典禮擔任主禮嘉賓包括理大學務長陳振 、理
大應用數學系系主任祁力群、理大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
副院長陳昌麒、港大教育學院教學顧問李文生、教育局
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學校質素保證總主任李 良、
及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數學）梁廣成。

全港18區小學數學比賽是本港規模最大的數學比賽，
今年賽事吸引來自330間學校逾3,000名學生參加。昨日
的頒獎禮有超過200名學生領獎，總冠軍由喇沙小學奪
得，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及保良局黃永樹小學分別獲得
亞軍及季軍。各區冠軍隊伍及得分最高的9支隊伍，即
合共27支隊伍的學生，將可免費參加高材生學會所提供
的數學資優課程，課程於復活節假期及暑假展開。

浸大基金籌款破億達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會大學基金昨舉
行感恩茶 ，慶祝基金成立4周年，同時向各支持者致
謝，近80位基金會員、捐款人、校友和大學友好出席茶

。基金董事局主席王英偉表示，基金早前定下每年籌
募最少1億港元的目標，而於過去一年已成功突破這個
目標；另基金的會員人數亦持續增長，短短4年間會員
增長達1倍半，截至今年2月底，會員人數已遞增至339
人。

王英偉又表示，基金轄下的「校友委員會」於去年推
出「浸大學生宿舍捐助命名計劃」，校友可透過捐助，
為母校的長遠發展出一分力；而基金的「企業家委員會」
將進一步加強大學與工商界的聯繫。

出席茶 的包括基金董事局副主席暨企業家委員會聯
席主席王國強、董事局司庫暨校友委員會主席梁永祥、
董事局成員趙曾學韞、董事局成員暨企業家委員會委員
孔慶全及各董事局成員、浸大校長陳新滋及浸大各副校
長和協理副校長等。

微調「一條龍」辦學 諮詢兩個月

中華書局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包括

金庸、小思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化

界重量級人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

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邊城》─「豐情」萬象
這本書說的

是一個發生在
「茶峒」小城
的故事。故事

主人公是一個叫翠翠的女孩。她與外公
和一條黃狗相依為命，看管一條渡船，
是渡船人。這個故事就是翠翠和城中大
順、二順兩兄弟的愛情故事。二順和翠
翠兩情相悅，然而大順卻又喜歡翠翠，
並且深得外公歡心。兩兄弟在公平又不
傷和氣的處境下，為翠翠而競爭。最
後，大哥意外離世，外公也隨後離開了
翠翠，這段情也不了了之，詳情沒有明
確描述，想是要反映現實中愛情受到不
同因素影響而不得善終的那種無奈吧。
除這條感情主線外，當中也夾雜許多不

同的情感，如外公和翠翠母親的關係，
外公的性格迫得母親離開；大順和二順
的兄弟之情，雖愛上同一個人仍不傷和
氣；外公和翠翠深厚的祖孫之情⋯⋯寫
得淒美動人。

這故事之所以寫得這麼動人，我認為
與作者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很大關係。作
者在這方面十分成功。女主角翠翠、男
主角大順二順、還有外公，他們的角色
均十分鮮明。外公是老實人，早為孫女
的歸宿打算，而倔強的性子卻迫走女
兒；大順二順個性直率，不會掩飾自己
的感情，對己對他都十分坦白；村民既
勇敢又樂觀助人。而作者對翠翠的描寫
更呼之欲出，應是角色塑造上最成功的
一位。如有一次外公試探她時，她「吃

了一驚，低下頭來」，然後「微笑 輕
輕的帶點懇求的神氣」，求外公別再說
下去，卻又不敢生外公的氣，走到門邊
帶開話題─她一顰一笑，那微微嗔怒
卻又含羞答答的神態，均準確地被捕捉
了，活脫脫是一個懷春少女，豈不惹人
憐愛？她對兩兄弟那欲愛不愛、半推半
就的感情，更是作者的神來之筆。

除刻劃人外，作者也寫了小城的風土
人情。從沈從文的字裡行間，我們處處
看出小城的民風純樸：渡船老人死也不
肯受「回報」，甚至偷偷往人家懷裡塞
煙葉；勇敢村民在漲
水 時 冒 險 救 人 救
物，愛利也仗義；
老船夫死了，全城人

也捐出錢來⋯⋯以上種種均抒發作者對
這小城的喜愛，又或這是作者把對自己
家鄉的感情投放了進去？

這本書讓我們從
不同的情節、角
度，看到人之間
的 情 ， 很 值 得 一
讀 。 我 推 介 這 本
書，希望大家都能
從中感受到那份純
厚的民風，以及人物
的種種微妙關係。

說
不
完

好
徵稿啟事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

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

書券乙張，以及《香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

本，價值88元。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透過欣賞小說
描寫人物、刻劃場景等手法，縷析情節與人
物的關係，就能掌握作品的主旨，以及學習
高度的藝術技巧，進一步提升中文水平。本
報告寫得不錯，繼續努力！

學生：梁懿晴
學校：拔萃女書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擬就「一條龍」
辦學模式及直屬/聯繫學校制度作出微調，並向業界及
各持份者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諮詢，4月20日截止。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新的「一條龍」辦學模式已推行
10年，當局於2010年年底委託外間機構進行顧問研究，
蒐集現時學校推行「一條龍」的意見和經驗，以確定如
何能夠促進「一條龍」學校發展以落實教育統籌委員會
改革建議的目標，以及探討可行辦法解決現有直屬、聯
繫學校轉為採用「一條龍」辦學模式遇到的困難。當局
亦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成員包括業界及獨立專業人
士，以監督研究的進行。

教育局現正就微調「一條龍」辦學模式及直屬、聯繫
學校制度進行諮詢，《微調「一條龍」辦學模式及直屬
／聯繫學校制度諮詢文件》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各界
可 在 截 止 前 將 意 見 傳 真 至 2572 5402或 電 郵 至
schadm1@edb.gov.hk。

院校知識轉移年度收益表
院校 總收入＊

理大 2.85億元

中大 2.37億元

港大 2.24億元

科大 1.39億元

城大 6,400萬元

浸大 5,300萬元

教院 4,800萬元

總數 10.5億元

＊包括：知識產權、合作研究、合
約研究、顧問項目及附屬公司收
入，教院另包括專業發展課程、
專業研討會、工作坊等相關收入

註：嶺大未有提供知識轉移年度收
益資料

資料來源：各院校2011/12年知識
轉移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龐嘉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剛公布的

財政預算案提出支持本港大學的技術轉移部

門將科研成果商品化，為學界帶來喜訊。據

了解，教資會現時每年向8大院校撥款5,000

萬元推動「知識轉移」工作，據各校

2011/12學年的「知識轉移」報告顯示，7所

有提供知識轉移收入統計的院校，年內共申

請了近500項專利，並成功批出超過200項專

利授權。整體而言，7校就知識轉移工作共

錄得近10.5億元收入，成果豐碩，其中以理

大收益逾2.8億元名列榜首，中大及港大也

各進賬超過2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近年各大院校積
極推動國際化及多元化，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
表示，科大正與多所國際學府合作，如與美國南加
州大學合辦商學院自資課程、與內地的西安交通大
學合作成立「可持續性發展研究院」等，又會繼續
推動與麻省理工學院的本科生研究計劃。另科大於1
月已和牛津大學簽訂協議，合辦領袖培訓課程，加
強公共決策的科研基礎，為本地甚至海內外培養優
秀領導人才。

新春茶 談發展大計

科大昨日舉行傳媒新春茶 ，陳繁昌指，科大一直
致力發展成為國際性研究型大學，期望在學術交流、
招生過程中增加國際元素，又會積極利用分布世界各
地的4萬餘位校友的網絡，增強科大的國際影響力。
他又指，短期內將到訪以色列及土耳其的院校，借鑑
當地的創業優勢和經驗，培養學生的創業精神。

首席副校長史維表示，目前科大正與內地西安交
通大學合作成立「可持續性發展研究院」，提供本
科、碩士及博士課程，預計將成立3個學系，研究範
疇包括可持續能源及材料，系統基礎等；期望透過
合辦課程以優化交通大學的課程改革，同時協助解
決內地能源及環境問題。據了解，修讀者將有1年時
間到科大上課，體驗本港教育環境，而研究院將於
明年就系主任進行招聘。

此外，科大於去年12月剛成立「能源研究所」並

委任所長，積極參與國家973等科研項目，為推動教
育界及工業界合作提供平台。副校長李行偉表示，
研究所有5個研究領域，包括再生能源、能源材料、
儲能技術、節能技術，及能源策略及政策。他指校
方已投入3,000萬元，並邀請逾40位教授參與其中，
同時又有國際合作基礎，包括與俄羅斯、意大利、
沙特阿拉伯等國院校展開能源議題研究。

與牛津合辦公僕培訓課程

另一副校長翁以登表示，科大剛於1月與牛津大學

簽訂合作協議，為本地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的管
理層提供短期領袖培訓課程，期望透過兩校科研、
工程及人文社會學的基礎，為決策者提供科學知
識，從而優化通訊、能源、城市規劃等領域的施
政，提高公共界別的管治水平，未來或會將課程推
廣至內地。

對於剛出籠的財政預算案，陳繁昌表示，歡迎政
府為6院校提供3年資助、最高1,200萬元撥款，以推
動技術轉移工作，但有關金額對一所大學而言，不
是太多。

■科大舉行傳

媒春茗，校長

陳繁昌表示大

學正積極推動

國際化發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龐嘉儀 攝

■7院校去年度知識轉移收益共錄得近10.5億港元，成果豐碩。

資料圖片

■全港18區小學數學比賽頒獎禮，嘉賓與得獎學生合照

留念。 理大提供圖片

■王英偉（前排左五）、陳新滋（前排右五）與各董事

局成員、基金會員及浸大管理層同慶祝基金成立4周

年。 浸大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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