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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可用二氧化碳產甲烷氣體 助解決全球暖化

改固氮菌基因減污
中大生iGEM奪金

科大研高效捉光子 成果登國際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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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變鑽石遺愛
知專李惠利奪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社會設計工作室，憑其創新意念
「設計《死》粒石」項目，早前勇奪「亞洲社企創新獎
2014」的香港區「最具潛力社會創新者」及「多媒體大
獎」。該項目結合環境保護及生命教育元素，善用「骨灰
轉為鑽石」的科技，鼓勵市民透過參與設計獨一無二的鑽
石，提早與家人商討身後事，藉此學習面對生死命題。

創意遊戲啟發思考死亡
上述社會設計工作室的7人團隊，構思「設計《死》粒

石」項目，計劃由3部分組成，包括「生命鑽」、「永恆
鑽」及「《死》鑽」。「生命鑽」透過創意遊戲，啟發參
加者思考對死亡的看法，參加者可把親手設計的鑽石加入
成為遺囑一部分。團隊於今年7月「退休人士及長者博覽
2014」邀請50多位長者，思考如何透過顏色及形狀，表達
自己對生命及人生的看法。
「永恆鑽」打破禁忌，團隊邀請長者與家人坦誠討論，

反思各人關係，並將意念融入設計中，延續他們摯愛的遺
願。第三部分是「《死》鑽」系列，公眾將從一系列特定
設計的鑽石中，挑選適合自己的「死」鑽，永留紀念。
「亞洲社企創新獎2014」由香港社會創投基金主辦，鼓

勵參賽者提出創新社會企業意念，回應社會問題。

本港的酒店及旅遊業對人
才需求不斷增加，加上新的
酒店不斷落成，行業專才晉
升速度亦較以往快，故越來
越多同學對相關課程感到興
趣。同學除了可以在傳統的

學術型大學報讀酒店管理學位，其實亦可考慮
國際知名酒店管理學院，當中以澳洲與瑞士的
酒店管理學院最受港生歡迎。
酒店管理學院課程內容涵蓋一般大學學術科

目，同時加入操作及實習培訓，畢業生在行內
會有較高競爭力。如果選擇高質素的酒店管理
學院課程，同學需要有心理準備，課程會較緊
湊，例如大學每周上課時數一般在16小時至18
小時左右，酒店管理學院每周上課時數大多超
過30小時。由於經歷過長期實習培訓，酒店管
理學院畢業生一般會顯得較成熟，對實際職場
要求有較佳的掌握能力。

瑞士官方語言不包括英語
瑞士或澳洲均有出色的酒店管理學院，同學

總愛問：「到瑞士還是到澳洲唸這科好？」答
案見仁見智。酒店管理學院教授方式源自瑞
士，這是由於瑞士旅遊區多在山上，酒店規模
一般較小，從業員需要身兼多職，較着重全面
操作技能的培訓。此外，瑞士4種官方語言中
不包括英語，故語言能力較佳或希望多學外語
的同學，適合到瑞士修讀相關課程。

澳洲對行業發展方向敏銳
至於澳洲的酒店管理學院則吸收了瑞士培訓

強項，同時該國旅遊業及大型跨國酒店持續擴張，與本港
行業發展趨勢相近，故澳洲引入美國大型企業管理教學內
容。再者，澳洲相關學院對經濟中心東移及行業發展方向
敏銳，例如澳洲的藍山酒店管理學院，10多年前已把課程
引進中國，在蘇州開設中國分校；亦從中國行業發展經驗
中不斷培訓迎合未來行業需求的人才，故該校酒店管理課
程在業界認受性很高，深受港生歡迎。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協助學生海外升學經驗19年，定期探訪各國中
學、大專及大學，樂意分享心得

「民以食為天」反映了「吃」的重
要性。作為一名離家求學的學生，
「吃」當然是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由於宿舍沒有廚房，學校
也嚴禁宿生使用任何煮食用具，於是
學生只能經常到食堂用膳。

最少10多款菜式 胃部錢包難應付
記得初到北大時，每到吃飯時間，看着校園地圖上眾多

的食堂（約15個），就會犯起「選擇困難症」。作為一個
平常非常果斷的人，看着如此多的食堂，實在無從選擇。
通常，我好不容易決定了去哪個食堂後，真正問題才會浮
現。每個食堂至少有10幾種菜式，規模較大的食堂起碼有
幾十種。因為胃部空間和錢包內涵實在有限，每頓飯都是
「艱難的抉擇」。
過去3年，我幾乎去過所有食堂。北大每個食堂的菜式和

風味各不相同，意味着全校食堂共提供數百種菜式。有些食
堂只提供特定種類的菜式，如中餐廳、西餐廳、餃子、麵食
部等。其他食堂劃分成不同窗口，各窗口售賣不同菜式，如
各地風味菜（當然，正不正宗很難說）、湯、麻辣香鍋等。
所以，就算不踏出校門，學生也能嚐遍全中國的美食。
整體而言，北大食堂提供的食品味道都不錯。然而，食

堂飯菜偏油膩、重口味。記得剛入學時，聽師姐提過食堂
吃多了會變胖，當時還不以為然，結果大一結束後，自己
真的重了幾公斤。

小西門外食街 偶爾轉口味
雖然食堂會隨着季節的轉變推出時令菜式，但選擇大體

上是不變的。所以，對於高年級學生來說，新鮮感褪去
後，每頓飯吃甚麼同樣是「艱難的抉擇」。幸好，學校裡
除了食堂以外，還有幾家餐廳，小西門外也有一條食街，
我們可以偶爾去轉換一下口味。另外，自從外賣網站開始
興起後，學生瞬間又多了不少選擇。

■余思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專業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全國美食聚食堂
易有「選擇困難症」

中大隊伍今年參賽項目主題為「固
氮菌集束轉型蛋白缺氧表達系統

（AzotoBacter vinelandii Cluster-trans-
formable & Deoxygenated protein Ex-
pression system，簡稱ABCDE）」。棕
色固氮菌是一種大量存在於自然界的細
菌，但它只有在無氧的情況下才能生
長。於是，中大基因工程隊伍改變棕色
固氮菌基因，在細胞內構建缺氧情況
下，表達蛋白質生產的系統。經基因改
變後的細菌，如加入改造過的固氮酶及

氫酶，細菌會把二氧化碳轉換成甲烷及
其他碳化合物，在土壤、污水等有氧環
境中分解有害物質，過程中產生的甲烷
氣體更是一種可再生的生物燃料。

可製生物電池納米磁鐵
長遠而言，上述生物合成系統可減少

二氧化碳，有助改善環境。此外，在基
因改造的細菌中加入不同的酶，更會產
生不同反應，潛在應用包括製造生物電
池、納米磁鐵等。
對於今次能在研究中有突破，隊伍成

員之一、中大生命科學學院二年級生石
致宇表示，這是因為大家都努力不懈地
嘗試近半年，於最後一個月才見到成
果，「棕色固氮菌很少人用，因為大家
認為它和大腸桿菌性質相似，而後者已
經有很多研究。不過，我們認為，棕色
固氮菌不同的是，其細胞內可構建出無
氧環境，而且它能於常溫生長，比起大
腸桿菌要37℃才可以生長，還是有其獨
特之處。」

重新量數據「捱通宵」做記錄
不過，為了於比賽中使用棕色固氮

菌，研究隊伍要重新量度一些相關的實
驗數據，包括細菌生長速度等，這都花
了不少時間，還需要有人「捱通宵」做
記錄。
雖然如此，石致宇坦言，大家都對自

己能以本科生身份，由原本一無所知，
到後來能完成研究感到很高興，亦感謝
老師指導。
隊伍指導老師之一、中大生命科學學

院副教授陳竟明大讚學生勇於創新，並
指有關研究可為生物工程帶來新發展機
會，「這個新的表達系統具有極高應用

價值，若可用於吸收二氧化碳生產甲烷
氣體，將對解決全球暖化帶來新希
望。」
iGEM比賽為國際合成生物學界每年

一度的盛事，由麻省理工學院於2004
年創立。比賽隊伍須採用基本且可交
替的生物部件，設計及建立有效的生
物系統，以推動解決醫學、食品營
養、能源及環境等方面的難題。是次
iGEM比賽吸引了全球共243隊大學隊
伍、近3,000人參加，有79隊奪得金
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

陽文倩）減少污染、轉廢為

寶是不少科學研究的目標，

由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及工

程學院10位本科生組成的基

因工程隊伍，成功改變棕色

固氮菌的基因，在細胞內構

建缺氧情況下，表達蛋白質

生產的系統，令改造過的固

氮酶及氫酶能加入其中，最

終把二氧化碳轉換成甲烷及

其他碳化合物，有望減低污

染並產生出可再生的生物燃

料。有關研究更令中大隊伍

日前在美國波士頓舉行的國

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

（iGEM）中榮獲金獎。隊伍

指導老師之一、中大生命科

學學院副教授陳竟明大讚：

「這個新的表達系統具有極

高應用價值，若可用於吸收

二氧化碳生產甲烷氣體，將

對解決全球暖化帶來新希

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量子電腦通信被視為
下一世代的尖端通信科技，其信息處理量及處理速度
較現有技術有幾何級數的提升，但要作實際有效發
展，仍有大量障礙需要克服。科技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杜勝望及其研究團隊關於光子波形調控的最新研究，
成功令「光腔裝載效率」（photon loading efficiency
in a cavity）由以往不足20%大增至87%，創下歷來最
高紀錄。有關突破更可推動實現基於「腔量子電動力
學」的高效量子信息網路，為將來的量子通信發展奠
定基礎，成果近日並獲物理學國際權威刊物《物理評
論快報》刊登。
「 腔 量 子 電 動 力 學 」 （cavity quantum
electrodynamics，CQED）是一門與建構量子電腦緊
密相關的新興研究，201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之一塞
爾日．阿羅什，便因相關工作獲獎。在有關的量子信
息網絡中，光子來回於光腔間飛行，載有量子信息的
光子被光腔「捕獲」後，便可進行量子計算和信息傳
遞。不過，根據科學家實驗，因為光子進入光腔的過
程中，可能會被反射或直接穿過光腔，要成功捕捉光
子並把光子裝載在光腔中並不容易，過往研究中有關
「光腔裝載效率」未超過20%。

改變光子波形 增裝載效率

光子（photon）具有既是粒子（particle）亦是波
（wave）的雙重特性，透過用兩面反射鏡組成的光腔
去接受光子，杜勝望的研究團隊發現，相對於一個特
定的光學腔，光子有一個優化的波形，處於該優化波
形的光子，可被光腔百分百接納，而不會從入口處反
射回去或逃離。團隊希望通過改變光子波形，提升光
腔裝載效率。

為量子電腦發展奠基

杜勝望解釋，他們採用一個「傳告」方案，透過鐳
射激發一團銣（Rubidium）的冷原子產生糾纏的光子
對，通過對其中一個光子的測量，剩下的光子就處於
一個被「傳告」的條件單光子態，這光子的波形既可
通過控制激發鐳射的參數來調控，也可被「傳告」後
用外加的調製器改變。透過該技術，團隊首次實現破
紀錄的87%光腔裝載效率，為將來的量子信息以及量
子電腦發展奠基。

◀科大物理學系副教授杜勝望(左)、講座教授雷
明德(中)等研究團隊，大幅提高「光腔裝載效
率」。 科大供圖

▲科大物理學家成功調控光子形狀，創下87%
「光腔裝載效率」最高紀錄。 科大供圖

教院研討全球變化教育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教育學院昨日
舉辦亞太教育研究會國際研討會暨香港教育研究學會
年會2014，活動以「應對全球變化和教育的改革：亞

太地區的回應」為主題，吸引逾500名來自41個國家及地區的
專家學者出席，到場分享及探討各地教育改革最新發展。
研究會由亞太教育研究會、香港教育研究學會、教院可持續
發展教育中心、教院大中華研究中心，以及世界教育研究學會
轄下「為電子課室設計的教學法理論與實踐」國際研究網絡聯
合主辦。教院校長張仁良昨日主持開幕儀式，教育局副局長楊
潤雄與研究資助局主席華雲生擔任主禮嘉賓。

張仁良：研究對教育改革重要
張仁良表示，全球化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教育，故研
究對教育改革的角色更顯重要。

楊潤雄：實證為本研究作支援
楊潤雄表示，在全球化挑戰下，亞太地區需要進行教育改革，
並以實證為本的研究作支援，令教育質素得以提升並持續發展。
一連3天的研討會涵蓋4場主題演講，包括「工作還是技能？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量度教育效能的概念化及兩難」、
「平等、效能及卓越」及「科技推動學習空間」等。

■逾500名來自41個國家或地區的專家學者昨日匯聚教院，出席亞太教育研究會國際研討會暨香港
教育研究學會年會2014。 校方供圖

■中大基因工程隊伍於美國波士頓2014年度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中贏得金
獎。 校方供圖

■是次獲獎的基因工程隊伍由中大理學院及工程學院本科生組成。 校方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