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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費達5000萬美元 保留摩星嶺前扣押中心原貌

皮草設計賽 知專生五連冠

芝大來港建「樹屋」
「絲帶」校舍繞「白屋」

中大開二手書店 愛書學生盼「播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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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浸會
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梁士賢成功研發「檢
測樟芝於生物體內濃度變化之方法」，可
準確地檢測並追蹤生物體內極微量的藥物
濃度，比較傳統檢測方法靈敏度增加超過
一倍，此項檢測技術最近獲得台灣授予專
利權。
梁士賢領導的科研小組，聯同內地瀋陽

藥科大學邸欣教授的團隊及台灣金穎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研人員進行研究，將
中藥樟芝萃取物等從生物體血漿中萃取出
來，再使用經改良的液相層析串聯質譜系
統技術，精確分析並檢測動物體內極微量
的樟芝濃度。新技術有望促進中藥科研，
特別是藥物動力學（體內藥物的吸收、分
布與代謝），為研發新藥物提供了重要方
法。

比傳統方法靈敏度倍增
梁士賢表示，傳統檢測和追蹤生物體內

極微量的藥物分子方法像「海底撈針」，
往往受儀器靈敏度影響結果，是次研發的
新技術，透過超靈敏的質譜系統，偵測指
定藥物分子的質量（mass），並追蹤藥物
分子在身體內的路徑，可檢測藥物何時沉
澱、代謝或排出體外，比較傳統檢測方法
靈敏度增加超過一倍。梁士賢說：「新技
術率先應用於一種源自中藥植物的單體化
學分子」，期望此項專利技術可應用到開
發天然成分，特別是草本藥的藥物。
梁補充指，該專利技術有助顯著減低生

物科技公司或藥物公司研發藥物的成本，
消費者或可受惠，而梁的團隊會同時就衍
生的分析技術向內地及美國申請專利權。

■梁士賢及其團隊研發的新技術，準確檢
測生物體內極微量藥物的濃度。 校方供圖

「白屋」作為三級歷史建築，要活化
運用有一定難度，就有關項目，

芝大委聘國際知名的譚秉榮建築事務所
負責。芝大工程項目管理總監Gavin Tun
表示，該公司有深厚的國際建築經驗，
對歷史文物建築用地的保育具相當敏感
度，加上他們熟悉香港環境，故決定委
任該公司跟進。

老樹為中心 斜坡建大樓
譚秉榮建築事務所常務總監甄孟仁坦
言，「白屋」所處地勢陡峭且多岩石，
要在上面建築不容易。該公司最終決定
以 「 知 識 的 樹 屋 （Treehouse of
knowledge）」為理念，在保留原有歷史
建築的同時，以一棵老樹為中心，於斜
坡上以樑柱架起絲帶狀的新大樓。
新大樓以玻璃為主，以盡量採光，並

設有綠化天台，以配合芝大的綠色建築
理念。大樓面積為3萬平方呎，內有兩個
大講廳和多個學習空間，樓高最高為3
層，緊貼着保留下來的歷史建築，甄孟
仁解釋︰「因為舊建築無法做到無障礙

環境，所以要靠新校舍跟它連接。」

師生穿梭新舊校 二合為一
就有關建築會否蓋過「白屋」風采，

甄孟仁表示，校舍設計上有盡量運用到
原本的歷史建築面貌，包括入口處保留
了傳統庭院，其中一棟建築更會成為飯
堂，細緻如鐵窗亦有被保留下來，「師
生均會於新舊建築中穿梭，所以應該說
將兩者融為一體，並把舊建築放進日常
使用之中。」
除了該校師生外，Gavin Tun亦表示，

歡迎公眾於日常辦公時間到校內參觀，
並推介市民到觀景台欣賞海景及校舍外
觀，「如果日落時分來會更好」。該觀
景台24小時開放。
該校表示，按目前計劃的時間表，預

料工程將於2016年第二季施工。如審批
及建築進度暢順，新校舍預計於2018年
年底落成啟用。新校舍啟用前，布思商
學院暫於數碼港臨時校舍教授行政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Executive MBA）課
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棄新加坡來港發展的芝加哥

大學布思商學院，早前獲教育局批出俗稱「白屋」的三級歷史建

築──摩星嶺前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作為校舍，不少人都關注該校

如何保育並活化有關校址。據了解，校方已於本月向城規會遞交

規劃許可申請，上周三獲城規會認收。校舍保留扣押中心原貌，

其中一座建築將會成為飯堂，並計劃於原有建築上興建絲帶狀的

新校舍，融合新舊建築，整個工程預計開支達5,000萬美元。

▲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
已於本月向城規會遞交規劃
許可申請，上周三獲城規會
認收。左起：布思商學院副
院長Bill Kooser、譚秉榮建
築事務所常務總監甄孟仁、
芝大工程項目管理總監
Gavin Tun。

◀東面鳥瞰芝加哥大學香
港中心效果圖。 校方供圖

逾百校參加英教展 小學至碩士「通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英國文化協會將於本月24日（星
期六）至25日（星期日）下午1時至晚上7時，假座灣仔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英國教育展，超過100所英國中小學、延續教育學
院及大學的代表，將為學生及家長講解英國教育課程，涉及小學
至碩士程度，以及可供在港修讀的英國課程最新資料；同場設有
一系列升學資訊講座，指導學生如何做好升學計劃。活動費用全
免，歡迎巿民參加。
展覽提供的升學資訊講座，將涵蓋赴英升學各項程序，主題包括

選擇合適學校或科目秘訣、可供報讀的銜接課程及副學位課程、
UCAS申請程序及準備工夫等。學生及家長亦可了解到改制後的英
國普通課程及高級程度課程，對大學收生要求帶來甚麼影響。
至於對藝術設計或法律有興趣的學生，可選擇多個與這些科目

相關的講座。英國文化協會安排了曾於英國留學的舊生主持講
座，各人會分享在英國生活的貼士。場內特設「柏靈頓專區」，
展示英國熱門旅遊地點和活動，讓學生率先在離港前體驗當地有
趣和熱鬧的一面。

英文化協會25,000獎學金惠5港生
英國文化協會表示，轄下IELTS團隊將在展覽內提供有關考試報

名程序的專業意見，以及舉行兩個有關試前準備的講座。今年協會
繼續為希望於本地或海外升讀學士或碩士課程的學生設立IELTS獎
金，在東亞地區表現最優秀的5位學生，將可獲得12,000英鎊獎
金；本地表現最優秀的5位學生，亦會得到25,000港元學費資助。
有興趣的學生可於5月31日前報名。欲預先登記及瀏覽活動詳情，
請登入英國文化協會網頁：http://www.britishcouncil.hk/。

科大4教授主持「創想研究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獲邀出

席今日至本月24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與全球領
袖交流分享。4位科大教授亦將在「冬季達沃斯」主持「創想研究
室」。該校是今年亞洲唯一獲邀主持「創想研究室」的高等學
府，其餘有份舉辦的6所院校包括：牛津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
工學院、卡內基美隆大學等。

陳繁昌探討夥業界促進經濟
陳繁昌是世界經濟論壇其中一個小組會議「環球大學領袖論
壇」 （GULF）的成員。GULF由全球25所頂尖大學的校長組
成，包括耶魯大學、牛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校長。陳繁昌將
探討大學如何透過與業界合作，以創新科技提高經濟增長、創造
職位、培育創新及推動創業。
至於科大4名教授：李德富、楊強、馮雁及辛達德，將在「創想
研究室」上與國際知名的學者及專家，討論將前沿科技應用到社
會，結合虛擬與現實。

聯校升學講座介紹瑞士「酒管」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的旅遊酒店業發展旺盛，
對人才需求殷切，就業前景樂觀，是不少學生升學選擇之一。有見
及此，瑞士酒店管理旅遊大學聯盟直屬辦事處（AASS）將於本月
31日（下周六）舉行「聯校升學講座」，介紹瑞士各所酒店管理大
學的課程、升學資訊、申請程序等資訊。
瑞士酒店管理教育歷史悠久，當地酒店管理大學均由星級酒店改

建而成，提供三年制學士或一年制碩士課程，理論實踐並重。世界
各地不少星級酒店的高級管理層，均為瑞士酒店管理畢業生。
有關「聯校升學講座」將於下周六下午2時至4時，在尖沙咀新
港中心1期10樓1005室舉行，費用全免。有意者可致電：2545
0505查詢，或到：www.aass.com.hk/tc/seminar.shtml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由香港毛皮業協
會主辦的「香港皮草設計比賽2015」，旨在為本
地年輕設計師提供發揮設計才華的平台，日前圓滿
結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時裝設計高級
文憑學生及畢業生，連續5年於比賽中蟬聯全皮草
組冠軍，並奪得全皮草組亞軍和皮草混料組亞軍。
全皮草組冠軍由HKDI畢業生詹詠恩奪得，詹表
示，她所設計的中褸靈感來自細胞分裂多變的圖
案，衫身以白色水貂間光皮拼湊而成。她嘗試打破
傳統，整件皮草採用鏽橙紅色及白色，而非一般的
灰或黑色，配合台上閃亮的光皮，令作品充滿時尚
感覺。

冠軍赴丹麥深造一周拓眼界
詹詠恩指，比賽讓她學到很多業內的專業知識，

「廠商在顏色配搭方面給予寶貴意見，令作品更突
出。」詹詠恩將獲安排往丹麥哥本哈根的皮草設計
中心，修讀為期一星期的皮草設計課程，同時獲贊
助前往歐洲遊歷，開拓眼界，提升專業技能。

再奪雙亞軍 知專大贏家
至於HKDI學生郭裕怡則獲得全皮草組亞軍，作

品源自下雪的美景，設計出深與淺灰色的中褸，寬
鬆的狐毛袖靈感來自雪人，拼合以水貂和狐毛結合
的H形剪裁衫身。作品重點在於縫線細節，她希望
可以呈現動物毛皮本身的獨有色彩層次，所以整件
皮草未有染色，改以不同的設計方式突出銀狐狸和

貂不同層次的灰色色調。
另一名HKDI學生羅穎鏇奪得皮草混料組亞軍，

其以銀狐飾邊的連帽襯以白色羊毛長外套，衫身綴以
珠片、印花圖案及刺繡，配銀狐下擺款式，再加上由
下至上的漸層設計，整件皮草外套顯得雍容華貴。

■全皮草組亞軍郭裕怡的衣袖設計
以「Oversized」和誇張的「O」形
為線條重點。香港毛皮業協會供圖

■詹詠恩接受廠商在顏色配搭
上的建議，奪全皮草組冠軍。

香港毛皮業協會供圖

■羅穎鏇作品配合印花圖案、
珠片及刺繡，更顯高貴優雅。

香港毛皮業協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一群愛書的大學
生，憑着一個「創業夢」和一份周詳的計劃書，最
近於中文大學善衡書院首屆「青年才俊計劃」脫穎
而出，獲分配書院地下約300平方呎的空間，經營
校內首間獨立二手書店「逢時書室」。他們希望藉
此豐富同學的閱讀體驗，延續書本生命，更打算日
後「跳出中大」，令二手書店於香港社區扎根，重
振港人閱讀風氣。
「逢時書室」的發起學生包括中大語言學系三年級

生馮正樺、新聞與傳播學院三年級生黃嘉希和心理學

系畢業生黃庭婧等約20人，他們昨日與傳媒分享創
業概念以及未來發展方向。提到「逢時書室」命名起
源，黃庭婧指「現時社會不少小型書店都面臨倒閉的
危機，可算是『生不逢時』，但我們卻要展示『逢
時』的正面意思，取名合適時間的意思。」她希望書
室的設立能採用有趣的實驗手法推廣閱讀。

鼓勵「打書釘」讓客人尋寶
300多平方呎的「逢時書室」，由幾名學生一手

一腳建成，他們設計出獨有的包裝紙，為每本二手

書賦予新生命。學生又會編寫書單，把有限的書歸
納成不同主題，又特別花心思的排列書本位置，黃
庭婧說：「我們希望客人進來時抱着尋寶心態，又
鼓勵他們在這裡『打書釘』。」
負責活動策劃的黃嘉希表示，希望能藉書室建立浪

漫的閱讀風氣，例如過往曾以「偶遇」作活動主題，
「資訊及科技發達，我們似乎更難偶然遇上好書，期
望藉活動讓讀者隨機遇上好書，愛上閱讀。」

獲資助10萬 免捱貴租苦
透過書院的支援，幾名學生得到發展書室的空
間，又藉中大「博群校園社企資助計劃」獲得10
萬元起動資金。馮正樺直言，有關幫助甚大，「不
用花上高昂租金，我們就能更輕鬆舉辦更多活
動。」他又透露，開業一個多星期，已賣了數十本
書，每本書定價10元至40元不等，反應不錯。
對經營二手書店的困難，他們坦言，電子書的出現

是最大挑戰，不過幾位愛書人都覺得，「實體書有其
自身價值，聚集着不同的故事」，相信社會上仍有不
少愛書之人會支持二手書店的發展。3位同學亦計劃
先在中大「站穩陣腳」，期望日後能兼顧網上書店的
發展，與更多人分享閱讀樂趣，也打算日後聘請退休
人士成為全職管理員，實踐跨世代閱讀交流。

高級講師任商業顧問教路
善衡書院院長辛世文讚揚書室的設立「有夢

想、有創意」，又能推動「悅讀」文化理念，認
為「一書一世界」，閱讀可以承傳前人智慧，開
拓視野。書院副通識教育主任兼中大工商管理學
院高級講師袁志樂指，書院將向書室收取每日約
40元管理費，並會擔任其商業顧問，就營運提供
意見。

■書室以特別手法排列不同書籍的位置。圖為本月
主題：以顏色擺放書本。 李穎宜 攝

■■圖為書室活動圖為書室活動
「「盲婚啞嫁盲婚啞嫁」，」，
先把書本包裝先把書本包裝
好好，，在封面上記在封面上記
下書本一兩句文下書本一兩句文
字字，，為讀者帶來為讀者帶來
驚喜驚喜。。李穎宜李穎宜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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