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辦工作坊講座協助申請 料競爭激烈盼經費「加碼」

爭研資局1.5億經費
珠海逾半教員「出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是極具現代化氣息的國
際城市，同時亦滿載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特色。科技大學18名
以修讀環球中國研究課程為主的學生，早前前往代表香港客
家農村生活面貌的西貢鹽田梓村，進行多天的詳細的文物處
理編目工作，包括文物分類、命名、尺寸量度、狀況檢視、
拍攝二維及三維紀錄檔案等工序，為整理香港本土獨有的歷
史文化出一分力。

客家村落 具文化價值
位於西貢鹽田梓島的鹽田梓村（又稱鹽田仔村）是充滿天

主教特色的客家村落，當中包括農具、漁具等文物，連接
數百年前村民先祖從內地遷徙到來定居、過去幾十年來村民
流散到香港市區和海外發展，以及國際宗教和文化機構在中
國和香港傳播的歷史，極具文化價值；村中的天主教「聖約
瑟小堂」，亦在重修完成後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授了歷
史文物復修優秀獎。而天主教耶穌會早前提出，有意在島上
設立一所以博雅教育為主的大專學院，該計劃有望大力提升
鹽田梓村的歷史文化與文物保育工作。
是次科大學生聚集於兩棟由舊村校校舍改闢而成的文物館

及活動室內，為年前同由該校學生義工成功拯救保存的數以
百計舊文物進行編目，以作展覽讓外界參觀。

浸大夥澳台校研銠助治膚癌

很多家長都會向筆者
表示，就讀幼稚園的孩
子總是耐性不好，又愛
發脾氣。筆者通常會反
問︰「孩子發脾氣又或
是大吵大鬧的時候，你

們會立即滿足他的要求嗎？」這時候，家長大
都會露出尷尬表情，點頭跟我說，工作回來已
經累透了，因為「怕麻煩」，故會盡量滿足孩
子的要求。
家長都會將子女的情緒問題看成是孩子的個

人問題，卻不明白為何孩子在學校是一個表現
得體的好學生，回到家中竟變成了一隻亂發脾
氣「小魔怪」。家長首先要明白，孩子的需要
及調整自己對他們的期望。

給孩子一個喘息空間
你的子女每星期要上多少個興趣班呢？不要

以為幼稚園的課堂沒有甚麼壓力，興趣班也是
去玩耍而已。幼稚園小孩的專注力其實只能維
持10分鐘至15分鐘，經過一整天的課堂及興趣
班，他們的腦力和體力也花了不少，正如成年
人工作過後，回到家中也想坐在沙發上隨意看
看電視休息，孩子也需要這樣的喘息空間。有
些家長甚至連小孩子玩玩具時的表現，也會干
預，認為他們東玩玩、西玩玩，不能專注於一
件玩具，但其實小孩玩玩具的狀態就好比成人
隨意轉換電視頻道，這是一個完全屬於他們的
自主世界，放鬆過後，他們才有能量繼續面對
日常的學習。

學會向孩子說「不」
不要對孩子有求必應，遇上小孩子鬧情緒，要東要西的時

候，家長可先讀出孩子的心意，然後表達你不批准的理由。
例如「媽媽也知道你現在很想吃糖果，看見又不能吃，真是
讓人『囉囉攣』，可是生病是不能吃糖的，不然就會咳得更
厲害。」最後家長也要為孩子提供選擇，「如果你現在真的
很想吃點小食，那你可以選擇吃餅乾或蘋果。」
沒有小孩是天生的小魔怪，只要家長能調節自己的期

望，再加以適當的管教，所有家長認為的問題都會迎刃而
解。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撰文：
香港家庭福利會註冊社工張雅琳

查詢電話: 2771 1891
網址：http://www.hkfw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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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佑伯接受本報專訪時指，以往校方都有提供經
費予教職員進行研究，但不是很充足，「老師

出去開學術會議的贊助我們都盡量支持，但每人可能
只有幾萬元的經費；有些老師會找外面一些與教學相
關的研究經費，但也比較難。」
也因為如此，江佑伯對這項新措施讚不絕口，
認為政府有聽取院校意見，「2009年時，時任行
政長官來我們學校參觀，當時我們就提出了這項
建議。」他表示，措施認同了自資院校的貢獻，
也開始讓自資院校有了和資助院校同類的對待，
「這是相當不錯的支援，而且研究對推動教學也
很有幫助。再者，如果自資院校成功申請到經
費，當中一部分可用於減輕研究學者的教學負
擔，可見計劃在提升自資校的研究實力同時，亦
有兼顧教學方面的提升。」

二輪開放多競爭 盼調整空間
至於1.5億元供7所院校競爭，會否過於激烈？江

佑伯則認為，現階段尚算合理，「如果每年都有1.5
億元，雖然和資助院校難以比較，但還算不錯。未來
第二輪將開放予更多院校申請，競爭會較為激烈，但
相信之後也有空間再作調整。」
珠海學院這次做足預備爭取研究經費，江佑伯指，

學院特別舉辦不少講座和工作坊，讓資深教授講述自
己的申請經驗，以及講解申請研究項目時要注意的地
方，「我們全校全職人員少於100人，但這次有超過
50份計劃書上呈，可見參與比例很高。以往一直有
做研究的，今次都更加積極。」

文理工商皆有 研究題材不少

他亦充分肯定學院上下的實力，「我們有67年歷
史，一直有做研究，而且多數老師都有博士學位，有
研究經驗。我們學校文、理、工、商都有，可研究的
題材亦不少。」
對於今次可申請研究經費的3項子計劃，江佑伯指

該校於各方面都有不同策略，「在『教員發展計劃』
方面，我們本學術自由，讓教員自己去撰寫計劃
書，最多只是給予一些意見；在『院校發展計劃』方
面，我們會讓不同學系互動，例如有一個關於環保和
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希望結合土木工程、資訊科技、
建築等學科，以加強研究力量；在『跨院校發展計
劃』方面，我們則計劃與海外大學合作，多舉辦國際
性的研究會議和工作坊，一來我們在這方面有較多經
驗，二是這亦是近年趨勢，更希望可藉這些活動擴
闊學生的國際視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

陽文倩）研資局首次推出

1.5億元研究經費供可頒授

學士學位的自資院校競逐，

多所院校都鼓足幹勁。辦學67年、計劃年內爭

取正名大學的珠海學院，學院副校長（學術）江

佑伯表示，該校老師持博士學位比率高，課程涉

及文、理、工、商學科，可供研究題材不少，最

終全校有逾半教員都參加了是次的研究申請，校

方亦舉辦相關工作坊及講座盡量予以協助。他指

隨計劃未來開放給更多自資校參與，競爭會趨激

烈，期望以後會有調整空間，進一步增加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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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月底會議將討論在主流學
校推廣手語雙語，委員會主席張超雄、副主席葉建源等
多名議員昨早探訪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以加深了
解手語雙語共融上課的推行情況。該校近年取錄多名聽
障生，並透過參與「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安
排手語雙語教師等多重支援，促進聽障生與健聽生的共
融，並提高學習成果。在探訪中議員觀看了該校的手語
小息、以手語雙語進行的課堂和其他學校活動，又與家
長、老師和學生交流意見。 ■文：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香島中學2014年度畢業典禮於
剛過去的星期日在又一村該校眾
志堂隆重舉行，活動邀請了理工
大學常務及學務副校長陳正豪主
禮致辭及頒獎，140名香島中六

級畢業生、400名家長及嘉賓出席典禮，場面熱鬧
溫馨。

校長勉畢業生終身學習
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在致辭中勉勵畢業生要終
身學習，自強不息，日後學習和工作中不斷努
力，貢獻社會，實現自我，他鼓勵同學要因應自

己的興趣和能
力，在廣闊的
知識世界及多
元化升學途徑
中作出選擇，
為明天做好生
涯規劃。至於
學校發展，黃
頌良強調香島
會繼續秉承創校
先賢的辦學方
針，堅守教育崗
位，努力培養熱
愛祖國，關心社
會，德智體全面
發展的學生。
陳正豪則與

各香島畢業生分享了對「理想」的看法，他以來
自電影《狂舞派》的對白：「為了理想，你可以
去得幾盡？」語重心長地提醒同學到了中學畢業
的十字路口，要停一停深思自己的夢想與追求，
確立目標後便要腳踏實地地努力，成為「追求實
效的夢想家」。
當日畢業禮亦進行了「薪火相傳」儀式，由應

屆畢業生把象徵香島精神的「緊握手中筆」標誌
傳給學弟學妹，寄望學弟學妹們繼承母校優良傳
統，熱愛國家民族，熱愛香港，積極參與社會事
務，努力學習先進科技和文化，成為具現代化知
識、目光遠大、有責任感及使命感的愛國愛港
青年。

香島中學畢業禮 陳正豪頒獎
「要飯」在廣東話中，意思為
「需要飯」。假如你在接待一個
北方人用餐，當你看到他的米飯
吃得差不多了，就熱情地招呼他
「您還要飯嗎？」客人就會隱隱
地掠過一絲不快。

「要飯」於普 等同「乞討」
為甚麼客人會不高興呢？是因為「要飯」在普通話裡

是「乞討」的意思，也就是低三下四地拿飯碗，沿街
向人乞討食物和零錢。我們經常在書上看到這樣的句子
「母親帶我們逃荒要飯。」「他們家一貧如洗，還要
過飯呢。」這樣看來，難怪客人會不高興。

區分「飯」「麵」均用簡稱
北方人大多認為「飯」指的是早中晚定時吃的「食

物」，也就是香港說的一日三餐。大部分不種植水稻的
地區，通常不會把「飯」特指米飯，只有當你問道吃
「飯」，還是吃「麵」的時候，他才能體會到，你說的
「飯」是指米飯。
有些北方方言中，為了區分「米飯」和「麵食」，把

米飯簡稱為「飯」，把「麵食」簡稱為「麵」。
所以我們說普通話的時候，只要把「要飯」這個詞的

中間多加一個「米」字，變成「要米飯」，說成「您還
要米飯嗎？」就不會發生誤會了。

■資料提供：一環教育
http://www.globalfirst.
edu.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

所加）

招待用餐 勿用「要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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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近年皮膚癌的全球
發病率急速上升，情況備受關注。浸會大學化學系助
理教授馬迪龍聯同澳門大學及台灣高雄醫科大學的專
家學者，首次成功研發出一種新的金屬銠（III）複合
物（Rhodium(III) Complex），經過動物測試，發現
能夠作為抑制劑，在動物身上發揮對抗黑色素瘤的功
效，有望用作治療皮膚癌，同時為日後研發抗癌藥物
開創新方向。
「訊號傳導和轉錄激活因子3」（STAT3）訊號蛋白
經過二聚化過程（dimerisation）後可以導致人體內各種
癌症，包括皮膚癌。為了抑制STAT3二聚化的活動，
馬迪龍與澳大中華醫藥研究院副教授梁重恆和台灣高雄
醫科大學的專家，從一系列的金屬複合物中篩選出銠
（III）作為抑制劑，並在老鼠體內進行測試。

揭銠複合物抑黑色素瘤
實驗結果發現，有關銠（III）複合物能夠有效抑制
患有黑色素瘤皮膚癌的老鼠體內的惡性腫瘤的生長。
另當老鼠接受銠（III）複合物治療後，體內的惡性腫
瘤的大小和重量亦因而明顯減少，並成功抑制腫瘤附
近血管增生的情況。

成果多關注 刊國際期刊

黑色素瘤皮膚癌是最嚴重及死亡率最高的人類皮膚
癌，馬迪龍指出，有關的實驗反映銠（III）複合物可
有效用於動物身上，以對抗黑色素瘤，有望治療皮膚
癌，同時為日後研發人類抗癌藥物奠下重要的基礎。

他與研究團隊的論文「直接抑制STAT3二聚化的複
合物銠」已刊登於今年的國際期刊《Angewandte
Chemie》，並獲編輯評選為「非常重要論文」，研
究成果備受國際關注。

■科大學生義工在鹽田梓村進行文物編目工作。 科大供圖

■香島中學畢業禮，學生代表向嘉賓獻花。 學校提供圖片

■■江佑伯表示江佑伯表示，，珠海學院課程涉及文理工商各學科珠海學院課程涉及文理工商各學科，，
老師持博士學位比率亦高老師持博士學位比率亦高，，對研究反應熱烈對研究反應熱烈，，是次有是次有
逾半數人提出申請逾半數人提出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攝

議員訪手語雙語小學

◀馬迪龍表示，新研發的複合物有望進一步研製
成為有效的抗腫瘤藥物。 校方供圖

▲馬迪龍與團隊的研究證實銠（III）複合物有抑
制腫瘤生長的效果。 校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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