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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國家重點夥伴實驗室 主攻破解脂聯素因子分泌
助覓糖尿病新藥
港大研「生物標誌」

住在「燕園」先學踩車名校面試 人生能有幾多回？

與
南
京
大
學
聯
盟
各
展
所
長

徐
愛
民
：
跨
學
科
研
究
大
勢
所
趨

編者的話：香港高等院校具備國際
級學術研究水平，要提升科研成果的
實際影響力，加強與內地協作更是當
中關鍵。在兩地科技部門的推動下，
香港與內地的國家級科研單位正展開
多層面的合作，全方位涵蓋學術科
研、技術轉移及產業化，將科技發展
的上、中、下游都包攬其中。本報將
逐一進行深入剖析，為讀者全面展現
兩地科研「官．產．學．研」互動流
程。

兩地兩地科研協作兩地兩地兩地科研協作

糖尿病與相關慢性病的研究平台及創新藥物
開發，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戰略重點

之一。港大李嘉誠醫學院今年7月獲國家科技部
批准成立了「生物醫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夥
伴實驗室」，正是聚焦因肥胖引起糖尿病及心血
管疾病的基礎及臨床研究。事實上，連同與港
大同期獲批的3所在內，現時香港各大學已建設
了16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於兩地不
同領域科研的深入協作，起 舉足輕重作用。

找高風險群組 預防疾病

港大醫學院近十年積極從事肥胖、脂肪細胞
等的研究，並與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的診治狀
況結合，港大內科學系教授兼夥伴實驗室主任
徐愛民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實驗室優勢在於
發現「生物標誌物」，從而預測有關疾病，「例
如脂聯素就屬於好的脂肪因子；我們通過脂聯
素的測量，就能預測患病的高危人群」。

因此，實驗室致力發現更多與早期糖尿病相
關的生物標誌物，以更快找出高風險群組，從
而指導他們改善生活習慣，達到疾病預防的效
果。徐愛民說：「我們已發現一些從前大家以
為不會分泌出來的因子，原來是會在脂肪細胞
分泌出來、並能於血液中量度，這樣便有助預
測肥胖因素、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風險。」

研脂聯素升降 設計治療

徐愛民解釋，實驗室一直都有以脂聯素相關
因子作治療糖尿病的研究方向，因為脂聯素有
提升胰島素敏感度的作用；當胰島素敏感度提

高後，會刺激人體內的肌肉細胞，並在細胞表
面擺放名為「GLUT4」的受體；該受體會協助
把血液中的糖分帶回細胞內，達到吸收血糖之
用。

港大實驗室其中一個主攻方向，就是透過解
開影響脂聯素升降之謎，找出更多刺激脂聯素
分泌的因子，從而設計治療方案。徐愛民稱，
直接使用脂聯素作治療涉及實際應用困難，

「由於糖尿病不能根治，患者需終身服藥，而蛋
白治療有成本高昂等問題，不能長期依賴，因
此實驗室以發掘其他相關因子作治療用途為一
大目標」。

揭FGF21功效 治療糖尿

在研究脂聯素運作的過程中，港大又成功發
現FGF21荷爾蒙於人體內的功效。FGF21由肝臟
分泌，港大內科學系講座教授（臨床）兼實驗
室臨床研究主任林小玲介紹指，雖然FGF21並
非由港大發現，但過往研究集中於老鼠身上，
是港大率先將研究焦點帶回人體，更觀察到於
肥胖人士血液中，FGF21水平與健康人士有
別。

徐愛民則表示，FGF21及脂聯素均是實驗室
研究中重要的藥物靶點，而港大近期更進一步
發現，FGF21能刺激脂聯素分泌，增加胰島素
的敏感性，「這為新藥研發提供了很強的理論
基礎，藥廠設計藥物之時，可按照理論再進行
體內觀察」。他補充，FGF21來自人體，用作治
療有低副作用優點，而有關的研究結果已於6月
發表，並初步得到美國藥廠證實其臨床效用。

報讀英國著名大學如牛津、劍
橋，面試是必須的，但很多人都
以為，面試時必須滔滔不絕，還
要充滿自信地誇耀自己。其實，
只要在面試中表現出個人對報考
科目的認知和熱誠，便已足夠，
而筆者更視名校面試是難得的學
習機會。試想想，你的面試官就

是世界知名的權威學者，你可與對方交流，人生中可以
有多少次這樣的機會？

報讀牛津和劍橋的任何科目都必須面試，儘管兩校的
錄取率相若（約20%），但劍橋比牛津較願意提供面試機
會予考生，前者有80%至90%的面試率，後者則僅50%至
60%。

切身問題 有助熱身

許多學生都關心面試形式。由於兩校均實行書院制
度，故面試從場地到考官的安排都由書院負責。以劍橋
為例，考生通常設有一般面試及學術面試。在一般面試
中，考官大多會問一些較切身或可預計的問題，例如有
關A-level的選科。以筆者為例，當時被問到在個人陳述上
提到的一本書。這個面試是幫考生熱身，讓他在隨後的

學術面試中能發揮得更好。
學術面試的考官通常是書院的Director of Studies（書院

裡主管學術範疇的教授）。這時考官考核的難題，並非要
令考生啞口無言，而是希望通過一些提示，協助同學憑
現有的知識基礎去激發思考，從而測試其潛質。

文科：深入討論 理科：事實為本

文科面試的形式通常是與教授深入討論問題，理科則
以事實為本、尋求答案為目標。以歷史科為例，以往問
題包括歷史應否以取悅公眾為目標。自然科學的考生則
曾被問到，試以科學和實際角度闡釋為何風力發電機有3
塊風葉。因此，同學應養成邊閱讀、邊思考的習慣，以
訓練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而閱讀要質量並重，若能對
某一兩個課題展現深層次理解，會為面試加分。

最後，考官通常會在面試結束前給予考生發問的機
會，同學宜把握機會，提問一些有深度的問題，千萬別
問一些在學院網頁上已提供的資訊。
■高文懿（Jennifer）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系二年級生

作者簡介：香港中學會考後赴英就讀兩年寄宿學校，

2013年暑假開始協助運作由劍橋學長組成的Bridge

Educat ion，致力幫助港生報讀英國大學。電郵：

jennifer@bridge-education.com.hk。

記得去北京大學讀書後第一
次回港時，和我見面的親戚朋
友都非常關心筆者在學校的日
常生活。提起內地，很多人的
第一反應就是生活條件不如香
港，多半會「吃苦」。其實在
出發前，筆者亦曾有這種擔

憂，但在北大生活了一段時候後知道，原來是多慮
了。

北大的宿舍有3種訂價：人民幣750元、1020元和
1200元一年，你沒看錯，這真的是一年的住宿費。
新生入學時由學校隨機分配房間。筆者運氣很好，
被分到了1020元的宿舍。宿舍樓高6層，每層約50個
房間，幾乎都是四人間，室友是隨機分配的。房間
不算小，兩張碌架床，每人有兩格壁櫃、一個書桌
和衣櫃，每個房間都有陽台。宿舍樓每層有兩個洗
漱間，樓內亦有洗澡的地方。

穿 羽絨去澡堂

而750元宿舍的條件要差很多。除了房間較小，四
人間裡只有一個網線插口外，宿舍樓內還洗不了
澡，只能去學校的公共澡堂。試想像，冬天漫天飛

雪，你要穿 羽絨服步行5分鐘才到達澡堂。而且雖
然北京的夏天比香港乾爽舒服，溫度卻絲毫不低。
去年還沒有空調時，我最後幾周每天早上都是被熱
醒的。今年春天，北大終於為宿舍樓新裝了空調，
這對學生來說簡直是天大的喜訊。

斷電熄燈有對策

北大宿舍跟香港最大的區別在於每晚11點都會斷電
熄燈。其實，內地大部分高校都有斷電熄燈的政策。
雖然學校的初衷是讓學生有健康的作息，但「上有政
策，下有對策」，每人都有一盞「應急燈」。每晚斷電
後，大家都淡定地打開自己的燈，繼續做自己的事。
我們管熬夜叫「刷夜」。校外有很多營業至很晚甚至
通宵營業的餐廳和咖啡館，是學生的「刷夜聖地」。
尤其到了期中和期末時，經常人滿為患。

北大校園又稱為「燕園」，生活區位於西面和南
面，教學區集中在東面，步行需時10分鐘至20分
鐘。校內主要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車。如果你要來北
大讀書，並且想有比較方便的生活，記得要先學好
如何騎自行車。

下期，筆者再介紹北大的教學區和學習經歷。
■余思慧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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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星期四見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糖尿病是一種不能治癒的慢性疾病，更與多種心血

管病以至惡性腫瘤關係密切，現時全中國有多達9,300萬名患者，患病前期的高危

群組更達1.4億人，有關診治屬社會沉重的醫療及經濟負擔。香港大學最新設立的

「生物醫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因應由肥胖引起的糖尿病及心血管

病，成功發現多種相關的「生物標誌物（Biomarker）」，於疾病的早期預測帶來重

大突破。實驗室人員針對當中的脂聯素（Adiponectin）及蛋白荷爾蒙FGF21，破解

其因子分泌及運作機理，可望藉有關發現開創新的藥物靶點，為更具效用的糖尿病

新藥研發及治療方案提供強大理論基礎，造福全球千億計的大眾。

■連同港大新近獲批的「生物醫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在內，現時香港各大學已建

設了16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左為實驗室主任徐愛民、右為臨床研究主任林小玲。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大學新
設的「生物醫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
實驗室」，已與南京大學的醫藥生物技術國
家重點實驗室建立戰略聯盟；而其實早於7
年前，兩所大學已就相關領域開展深入合
作。港大實驗室主任徐愛民介紹指，南京
大學於動物模型設計方面的技術走得很
前，「所以自2006年起，我們就開始利用
他們提供的動物模型，如轉基因小鼠作研
究生理功能之用」。他又表示，兩校的實驗
室各有優勢，如港大長處在於代謝學研
究；南京大學則於轉基因及遺傳學研究成
果優秀，兩方能分工各自處理自己擅長的
部分，「兩地實驗室可用各自經費做研
究，但同時可聯合發表文章；實驗室的資
源能更好地運用，進行優勢互補」。

科技互補 提升創新力

實驗室臨床研究主任林小玲進一步分析，
港大醫學院具源遠流長的歷史、臨床基礎
厚實，「醫學研究需要基礎及臨床研究的
密切合作；香港研究設備先進，病人網絡
及病歷數據庫已累積多年，資料齊全，對
進行追訪式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支援」。是次
與內地建立戰略聯盟，雙方除可於科研層
面互補外，於病人紀錄電腦化方面也可作
深入交流。

為加強對本地大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持續
發展，香港政府由本年度起，將每所實驗
室財政資助由每年200萬元的上限提升至
500萬元，但徐愛民認為，科研發展得以推
前，資金投放固然需要，並不是最關鍵的
因素。「硬件的提升當然有正面作用，但
研究團隊的創新能力才是至關重要」。他表
示，實驗室現時面對的最大難題是：「本
地針對研究及開發（R&D）的企業不足，
因此他們致力爭取平台、加強與國內外實
驗室及藥廠聯繫，因為人類健康是全球都
關注的議題。」

聯合申請經費 建交流平台

他又指，隨 確立為夥伴實驗室，兩地大
學除了可聯合申請內地科研經費外，更重
要是為兩地人員建立一個正式的互訪及交
流渠道。「我們計劃每年最少會舉行一次
正式的交流會議；來年3月，我們亦會於香
港舉辦人員交流。」他期望夥伴實驗室未
能能發揮培育年輕人才、支援香港及內地
醫藥業發展及臨床實踐的作用。

■現時，世界上肥胖和糖尿病的現象越來越嚴重。資料圖片

■在寧夏銀川街頭，寧夏中醫醫院的醫護人員在給市民做免費血

糖檢測。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是次港大獲批
建設「生物醫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
室」，其研究團隊龐大，在接近80名成員中，
除屬代謝調控及肥胖研究的國際權威的徐愛民
及林小玲外，更匯聚多名跨學科領域的人才，
包括港大藥理及藥劑學、心血管治療學、解剖
學及電機電子工程學的專家等，同時亦有中文
大學及科技大學的科研人員一同參與不同研究
項目。夥伴實驗室主任徐愛民直言，跨學科的
研究已屬大勢所趨，「透過跨學科的合作，把
不同領域的知識結合起來」。

無創診斷 聯生化專家

徐愛民舉例指，其擅長的代謝研究，其中一
個項目重點是發展無創診斷技術，特別是人體
應用方面，「當中涉及的成像（Imaging）技
術，就需要生物醫學工程方面的專家協助，利
用造影技術進行生物動態觀察」。另外，實驗
室於生物標誌物的開發表現突出，但要跟進一
步提升標誌物的檢測效能，就要用上納米技
術，「我們的研究團隊中，就有來自科大的化
學專家，為我們這方面提供建議；只有透過不
同領域知識的交流，才能為科研注入新思
想」。

糖尿殺人無聲
定型尤為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糖尿病可說是無聲殺手，患
者初期沒明顯病徵，至出現併發症時才可得悉病況；由於
不能根治，患者需終身透過飲食治療、降糖藥物或補充胰
島素等方法控制病情。

現時糖尿病主要包括一型及二型兩種；患者以後者居絕
大多數，以香港為例便有近95%病人屬二型患者；但前者
涉及遺傳及免疫系統因素，若未能及時注射胰島素，足以
奪命。針對一型糖尿病，香港大學近日便成功發現一種全
新的生物標誌物，將檢測準確度由現時約50%提升至接近
100%，預計明年初能完成專利註冊，屬於醫學界的一大突
破。

一型糖尿病屬免疫性疾病，病人免疫系統會自動攻擊體
內生產胰島素的細胞，導致體內無法生產胰島素，若處理
不善，有較大機會造成直接死亡；而二型糖尿病則多與不
良生活習慣、肥胖及缺乏運動因素有關，令身體器官如肝
臟對胰島素產生阻抗性，令胰島素減少分泌或無法有效地
使用，未能滿足身體需要。由於兩者影響有異，所以為糖
尿病患者定型尤其重要，港大新的檢測方法，未來可望為
患者帶來莫大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