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卓禧(中)與兩名港專畢業生尹家琪(左)及麥敬言
(右)大談生涯規劃的重要性。 李穎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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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蛋白追蹤染菌反應 價平效速助開發新藥

港大創熒光「神針」
睇清體內「抗菌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人體有不少

未解之謎，當中的一大障礙，就是無法看清體內

的情況。雖然不少科學家都積極研究「小分子熒

光探針」，希望為解謎帶來「曙光」，但都遭遇

瓶頸，但香港大學化學系教授孫紅哲領導的跨學

科研究團隊，最近就首創可在活體細胞內標記標

籤蛋白的熒光探針，價錢只是傳統技術的四分之

一，而且能在數分鐘內尋找並標記相應的蛋白。

有關成果可應用於追蹤病菌在感染過程中的蛋白

活動變化，偵測藥物及其標靶蛋白質在細胞體內

的反應，有助藥物的開發。

由於人體內沒有光源，人類一直在研發不同技術去
透視人體，以更好地了解健康情況，其中「小分

子熒光探針」可以為體內細胞注入顏色發光，以作標
識，就是不少科學家的研究方向。不過，現有的探針要
不穿透細胞膜的能力差，要不成本高昂、步驟繁複，即
使科學家已建構出龐大的組氨酸標籤蛋白數據庫，有關
技術仍難以更廣泛地運用。

定位準可跨膜 數分鐘見效
孫紅哲團隊與生物科學學院及生物化學系學者所做的「小
分子熒光探針」，其不同之處在於針對蛋白而設計，令標
識範圍能更「精準定位」。經過3年的不斷嘗試，透過控
制探針的大小及結構，成功克服了細胞內外水溶性、細胞
膜是油溶性的兩難情況，製造出「跨膜性」佳的「熒光探
針」，令探針可以於數分鐘內尋找並標記相應的蛋白，與
現有需時約1小時的技術相比，效率大大提升。

僅傳統技術四分一價錢
由於能成功「跨膜」，研究團隊就能運用已有數據，
而不用再另外構建標籤，成本亦因此大大降低。孫紅哲
指，現有的探針，一小箱大概售價為1,000美元，可進
行約100次的實驗，但他們的「小分子熒光探針」，價
錢只是傳統技術的四分之一。此外，有關探針的毒性極

微，而且不會干擾蛋白的功能。
不過，孫紅哲亦指出，有關探針只能顯示出體內情況，

並非藥物，但亦有廣泛的應用領域，例如可監測細菌、細
胞及植物組織內的標籤蛋白，以追蹤病菌在感染過程中的
蛋白活動變化、偵測藥物及其標靶蛋白質在細胞體內的反
應，包括標靶藥物對病菌及癌細胞的作用和成效、細菌抗

藥性等。這些應用有助開發新標靶藥物，並針對細菌抗藥
性藥物進行研究。由於它在植物上亦能發揮作用，故亦可
應用於農業上，幫助改良農產品品種。

已申歐美專利 刊國際雜誌
有關技術已申請了美國及歐洲的專利，成果亦刊登於

國際權威學術雜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文章更被
評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優異研究的首20%內，及
同期合計研究中的前10%內。孫紅哲表示，研究團隊目
前已發表了藍色熒光探針的論文，綠色和紅色探針亦開
始有成果，未來可於一個活體細胞內同時監測多種蛋白
的動態活動，了解多項生命活動之間的連鎖反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推
動「生涯規劃」，期望讓學生早日掌握就業發展方
向。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卓禧透露，該校將會更

有系統到中學推動生涯規劃，包括善用民政事務局的
122萬元撥款，在20個月內走訪9間中學，為中學生提
供相關講座，港專學生亦會到場現身說法，講解早日
規劃發展方向的重要性。陳卓禧又透露，位於馬鞍山
的新校舍將於今年9月落成，但預料尚欠二千萬至三千
萬元經費，將於月底再對外籌款。
陳卓禧昨日與傳媒茶敍，分享學校的未來發展方

向。他表示校方獲得民政事務局撥款逾122萬元，合作
推行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校方將以20個月時
間，到9間中學提供有關生涯規劃的培訓及講座活動
等，協助中學生提早了解自己的志向，校方亦會安排
學生現身說法，分享自身的經歷。

僱主服務部夥伴機構增至逾千
為配合上述計劃，港專新設僱主服務部，特別加強

願意與學界合作的僱主網絡，夥伴機構增至超過一千
間。陳卓禧表示，僱主的反應熱烈，商界亦認同先向

中學生灌輸生涯規劃的概念十分重要，也要令新生代
對不同行業產生興趣。
同時，港專亦得到賽馬會620萬元捐款，以發展「港
專賽馬會服務學習計劃」。計劃為期3年，讓學生進行
工作體驗，了解職場的運作。陳卓禧認為，現實工作
環境複雜，不只是上一兩堂課就能學到，不同的實習
機會就能令學生的工作經驗變得豐富。

馬鞍山新校舍9月落成續籌款
對於中六生人數逐年下降，陳卓禧並不擔心收生不

足的問題，因該校近年收生人數平穩；該校未來會繼
續優化各個課程，增加課程中的技能內容，又擬籌劃
與社會科學相關的課程，「當中會加入社會創新的元
素，讓學生有機會思考如何在政策層面解決深層次的
社會問題，並嘗試提出具體的改善方式。」至於位於
馬鞍山的新校舍，將於今年9月落成，陳卓禧預計尚欠
二千萬至三千萬元經費，將會再對外籌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前晚有網民於社交網站
上載一張於室內拍攝的相片，指在本港舉行的巴塞爾藝
術展(Art Basel)場地，導賞員以繩索連繫學生帶領參觀，
批評做法視學生如同狗和囚犯。據大會回應指，安排繩
子是讓涉事的幼稚園學生捉住排隊前行，強調沒作任何
綑綁。但有幼稚園校長表示，以此方法避免學童在參觀
時走失，在香港聞所未聞，又指藝術展屬安全場地，而
讓幼稚園生學排隊非難事，質疑走失機會不大。
上載照片的網民指，有關學生穿印有「UBS Junior

Art Hub」衣服，指藝術展會場「為了不要走散，居然用
繩，套在他們的手，一個個串連起來。導賞員只要提起
繩頭，就可以帶他們走來走去，真的多麼方便」，質
疑學生的待遇如囚犯或狗一樣。有網民留言指「學生根
本冇得反抗」，又有人諷刺做法是「行為藝術」，批評
做法「不知所謂」。

公關：無綑綁 校長：聞所未聞
根據負責藝術展公關公司的回覆，參觀學童為約5歲

的幼稚園學生，事件中是由導賞員手執繩頭，學童則
用手捉繩子跟前行，確保學生不會走失，強調沒有
用繩綑綁學童。
對有關事件，大埔及北區幼兒教育校長會主席郭楚翹
相信大會的出發點是為安全計，但未有直接評論是否恰
當。不過，她表示用繩索串連年幼學童，避免在參觀時
走失的做法在香港聞所未聞，因為一般幼稚園參觀活動
都會分組和有教師帶領，加上場地屬戶內「好安全」，
走失機會不大。
她又解釋，現時幼稚園每天都有機會教學生排隊，即
使是較年幼的K1幼兒班的學生，教師邊行邊唱兒歌或講
故事，便能吸引其注意力。

收錄詩人廖偉棠40篇優秀散文：有懷念一

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風采，有對作家三

毛、商禽等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他又以細膩的

文字，帶領讀者雲遊四方。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他現

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這是一本台灣的小說，最開始
吸引我的，是它封面的精美插圖
及搞笑的情節，但隨劇情發展
越發深入，我越發現它的魅力。

故事主線是描寫主角褚冥漾如何了解自我並肯定自己的過
程，因為在他就讀的亞特蘭提斯學院裡，「所有的知識都
不是知識，只有肯定了自己，世界才會肯定你……」
作者護玄嘗試運用詼諧的手法來闡述全文最主要的想
法——肯定自我。這是主角褚冥漾的成長故事，而隨
故事的高潮起伏，我們也可以體會漾漾的歡樂與悲傷，
最後在心靈上也與他一同成長。
漾漾與我們所有人一樣，都是個平凡、沒什麼自信、
也沒什麼特別專長的高中生。唯一不同的是，他遇到了
學長——年紀輕輕就擁有「守世界」中代表最高能力的

黑袍。學長很強，但他不驕傲，遇到長輩或地位崇高者
亦很謙遜。學長是漾漾在學院中的榜樣，負責教導他在
守世界中的基本知識，包括尊重、信任與禮尚往來。
跟學長，在開闊眼界的同時，漾漾也開始了解到自
己的身份和能力：代表禁忌的妖師。這是一個不被認同的
族群，他們可以透過「思想」的力量就扭轉未來會發生的
事，所以在其他黑暗種族都被接納的時候，就只有妖師與
掀起種族戰爭的鬼族依舊被追殺。對背負這種能力的漾
漾，學長說了一句話：「如果心能說話，那就是咒語般
的言。」
這句話雖然是學長針對漾漾的能

力而說出的，但對我們一般人來說
又何嘗不是呢？由心出發、了解自
己內心真正的聲音，這都是我們應

該學習的。而在了解世界是如此廣大之後，漾漾也知道
一個人的存在是多麼的渺小，所以對任何事物都要存
一份感恩之心，我們擁有的都不是必然的，一定有人付
出，後人才能享受。所以閱讀這本
書，在歡笑與悲傷之餘，也有些想
法是值得我們去思考、去接受甚至
是學習的。
在故事的最後，漾漾得到了一

個結論，對於所有正值青春期的人
們來說，或許都應該思考一
下：「有人告訴我，路還是得
繼續走。縱使，所有人都不會
永遠在身邊，但是努力活過
之後，自己就會是自己。」

中華書局編輯經理于克凌點評：看完同學的書評，小編感覺這本書太
合口味了，好想看！肯定自我是一個老生常談，又歷久彌新的問題，因
為「我」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我」由甚麼東西組成？被甚麼事情
影響？用甚麼尺度衡量？在人短暫或長久的一生中，都在不停轉變。但
謙遜、忍耐、感恩肯定要比狂妄、煩躁、刻薄更有利於我們去找尋答
案。讓我們的心，充滿祝福的咒語，而不是毁減的詛咒。

學生：潘俐如
學校：福建中學（小西灣）《特殊傳說》肯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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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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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稿啟事

《有情枝》

繩拖幼童觀藝展
網傳照片惹爭議

■孫紅哲（中）領導的團隊首創出能於活體細胞應用的熒光探
針，且成本只是傳統技術的四分之一，效能更高。 歐陽文倩 攝

■有網民上載
一張於室內拍
攝的相片，指
有學童在本港
舉行的一個藝
術展時，導賞
員以繩索連繫
學生，帶領參
觀。

網上圖片

港專赴9中學推介生涯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生會與
「關懷愛滋」 合作，於書院內的
自動售賣機放置安全套供學生免
費索取，以推廣安全性行為及預
防感染性病及愛滋病。計劃推出
至今半年，已派出逾1,200個安全
套。 中大新亞書院學生會常務幹
事鄧曉鋒認為，有關安排可提升
學生對安全性行為的意識，亦可
預防性病及愛滋病傳播及意外懷
孕，若計劃反應理想，有望推廣
至全中大校園及其他大專院校。
「關懷愛滋」項目總監張曉華
指，年輕人感染愛滋病數字近年
有上升趨勢，故預防工作刻不容
緩。張曉華以台灣為例，截至去
年底，全台灣共有約10所大學設

有安全套售賣機，並配合一系列預防及教
育活動。張認為香港亦可借鏡台灣的做
法，在不同院校繼續試行。

中
大
半
年
派
1200
安
全
套

問：您好，我和我
的同學想報讀台灣的
大學，但因為校系很
多，不知道該如何選
擇。請問有哪些是港

生喜愛的熱門校系？有什麼選系建
議？學費大概多少？ Eric上

Eric：
你好。台灣招收港生的大學共有146

所、2,720個系組，校系及名額豐富且
多元，無論是對學術研究有興趣，還
是想培養個人一技之長，台灣的大學
都能滿足需求。

獸醫系受港生青睞
以「聯合分發」為例，申請者一次

可選填70個志願，「海外聯合招生委

員會」的統計顯示，第一類組(屬文、
法、商、傳播等相關學群)中，外語、
傳播、餐飲管理等學系，較受港生歡
迎；第二類組(屬理、工、科技、資訊
等學群)則以土木工程、電機工程、資
訊工程等學系，較吸引港生報讀；第
三類組(屬醫、農、生物等相關學群)的
獸醫、物理治療、醫學等學系，最受
歡迎，尤其是獸醫系，特別受到香港
學子青睞。
由於近年申請人數增加，一些熱門學

系的競爭更加激烈，以本年度剛剛結束的
「個人申請」為例，公立中興大學的獸醫
學系就出現164人搶1個名額的情況。因
此，建議申請人報讀前，宜先瀏覽「海外
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點選「學群
介紹」及「系所名額查詢」網頁，深入了
解台灣各大學的校系特色，因應個人興趣

選擇不同的校系，增加選填志願的靈
活性，如此也可以令進入心儀校系的機會
增加。
台灣高等院校（含公私立大學）全

年學雜費約1.01萬港元至3.62萬港元
（下同）不等，住宿費一年約2,400元
至5,800元；生活費約1.08萬元至2.28
萬元，相較亞洲國家或地區便宜，港
生亦可享有保健及學校完善的生活輔
導照顧。目前海華服務基金正接受台
灣各大學學士班「聯合分發」及「二
年制學士班」報名。

海華服務基金查詢電話：
2332-3361或至海華facebook專頁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頁：
www.overseas.ncnu.edu.tw

資料來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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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赴台升大 了解校系特色

■ 港 大
的新型熒
光探針技
術，能於
數分鐘內
就尋找並
標記相應
的蛋白。
下圖為相
關 化 學
式，上圖
屬 效 果
圖。
港大供圖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兩地融通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