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新聞

A12

■責任編輯：戚鈺峰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5年3月26日（星期四）

最新的
「研究評審
之三

工作（
工作
（RAE
RAE）
）
2014」
2014
」 為香港

科研作全方位「
科研作全方位
「把脈
把脈」，
」，除上集提及的物理天文與化學外
除上集提及的物理天文與化學外，
，電
腦科學／資訊科技、
腦科學／資訊科技
、數學與統計
數學與統計，
，以及土木工程同樣具備人才多
以及土木工程同樣具備人才多、
、
水平高的雄厚實力，
水平高的雄厚實力
，有約六成半至七成的研究獲四星
有約六成半至七成的研究獲四星（
（世界領先
世界領先）
）及三
星（國際卓越
國際卓越）
）成績
成績。
。有近
有近200
200位頂尖學者的電腦科學
位頂尖學者的電腦科學，
，則是當中人才最鼎
盛的領域，
盛的領域
，部分項目甚至比業界的研究領先
部分項目甚至比業界的研究領先5
5 年，或有力為香港科技產業創新
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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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到谷歌、微軟、
百度，但原來香港於不少範疇都是領先
者。例如香港科技大學研發的多項先進技
術，可憑着幾幅相片去合成出 3D 景觀，能
做到從香港全景圖中看到細緻如一個人的
細節；讓電腦自己「看圖說故事」及寫詩
等等，部分研究更比業界領先5年。
根據 RAE 2014 報告，香港 6 所大學共有
183位學者進行電腦科學／資訊科技研究，
69%獲評四星及三星，而科大表現尤其突
出，有關比率高達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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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及工程是城
市發展基石，當中
不少嶄新且先進的
■袁國傑(左)、劉錦
應用技術，是源自大
茂(右)。 香港文匯報
學相關科研人員埋首
記者梁祖彝 攝
實驗所得出的豐碩成
果。城市大學在相關
研究表現出色，該校
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主任劉錦茂指，香港的建築集合了「又細又高又
密」三大元素，具備全球絕無僅有的建築環境，意味研究人員需不斷發
掘創新研究，將香港建設成一個更優越的城市。

科大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系主任楊強
對成績感鼓舞，他分享該校人才策略，包
括招攬優秀老師培養成領袖，「在學術
上，我們重視學者的研究是否領導潮流方
向、他們是否會議主席、頂尖學術雜誌編
輯等等。」另一個衡量指標，就是看其研
究成果能否收進教科書中，楊強解釋，
「這最能反映老師實力，排名或成績都不
是最重要，能記在教科書就一直會用，只
有一個流派的領袖，才可以被記住！」

校齡小吸年輕國際學者

土木工程學（包括建造工程及管理）屬香港五大優勢科研領域，共4所
大學的 90 多名學者於 RAE 2014 中，合計有 65%項目獲評四星及三星的
高水平，而城大比率更高達 71%。劉錦茂接受本報專訪指，香港各大學
土木工程研究實力不相伯仲，而城大較年輕，氣氛有利吸引國際頂尖大
學的年輕學者，「在國際級老牌大學做研究的包袱大，城大能吸引美
國、英國、澳洲等地的年輕學者過來，將他們的優勢領域、創新研究思
維帶來香港。」
劉錦茂指香港地少人多，建築「又細又高又密」是獨有特色，科研人
員難以直接借鏡其他地方的研究，要按本地特殊環境摸索創新方向，既
是挑戰，成果也可以帶來莫大啟示。

利研通風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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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教科書證師實力
聯企業培訓學生

建人流模型 獲應用於港鐵

助理系主任袁國傑補充，香港建築設施人流龐大，環境密集，故材料結
構、通風效應等研究領域尤其重要。他舉例說，系內研究人員早前按港鐵
的發展需要建構了一個人流分析模型，利用電腦模擬技術，分析旺角、九
龍塘等港鐵站的人流走向、聚集點、目的地等，將研究得出的數據分析和
建議，應用於港鐵部分車站，例如在哪些地方設置出入的閘機，以及興建
新入口等。
該系研究團隊通過風洞實驗室，研究和評估樓宇間以至四周的通風效
應。袁國傑指，透過模型量度風速、不同風向等數據，可研究氣體流動及
通風效應，從而測試樓宇所承受的風壓及震動，有助分析樓宇的結構安全
情況，為業界提供最適切的建議。
另一方面，香港高樓大廈聳立，建築結構及計算力學對高空發展也有關
鍵影響。袁國傑解釋說：「現時大廈不斷向高空發展，業界對新材料的要
求自然更高，包括材料的環保度、強固度和可塑性等。我們的研究通過計
算力學估計這些新材料的強固度等，為業界提供前瞻性的建議。」

低碳綠化和可持續建設成研究趨勢
劉錦茂指，低碳綠化及可持續建設工程屬全球未來研究趨勢，而香港
環境密集，技術細節或截然不同，相信是4所大學相關學者關注焦點。他
認為，四大的土木工程及建設方面各有所長，故應合力研究，有望在低
碳和綠化建築領域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讓香港環境發展更優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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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師資外，學生培訓也是重點，楊強指
該校電腦科學課程強調放眼全球，接觸實
際問題，學系與行內大企業如微軟、華
為、谷歌聯繫緊密，並推動學生參加全球
的博士生選拔，不時獲得獎項。

3D景觀可以見到人
他介紹說，無線聯網、電腦圖像等都是
科大的強項，前者可引申至能互相溝通的
智能家具，後者則涉及人臉識別、平面圖
片 合 成 3D 景 觀 ， 還 有 極 致 逼 真 圖 像
（extremely realistic picture）等技術，細
緻到一張香港的全景圖，最終可放大到看
到一個人，展示出真正的細節。
至於人工智能的發展，楊強表示，科大5
年前成功做到讓電腦「看圖說故事」，例
如讓電腦「看」一張相片，之後可自行選
出能配答的詩句，有關技術谷歌至近一年
才做到。其他有趣研究還包括讓電腦按字
義和發音，自行選擇合適字詞寫詩，及讓
汽車上的攝影機，判斷景色「配樂」，
「例如你在西貢，景色優美，它就會放古
典音樂；在中環，環境擠逼，它就會放搖
滾樂。」
不過，楊強坦言，香港科研要維持優勢
並不容易，尤其是在內地院校雄起，有不
少像 973 計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
劃）等有野心的研究項目，香港實在難以
比擬。所以他認為應該開始轉型，「香港
要做知識轉移，做有影響力的工作，

■資訊科技世界繽紛多彩，背後是由看似
雜亂的電線所聯繫的伺服器，以及電腦科
學家的鑽研成果建構而成。圖為科大楊
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這樣才可以領導全世界。」
偏向應用，對學術界而言，或者是 tricky
（不尋常）的選擇，但楊強也指，在電腦
科學裡，業界往往有着最前沿的發展，學
者也必須與工業合作，才能拿到一流的數
據，了解最新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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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報告對社會各界有參考作用，於楊強眼
中，這更是讓香港政府決定科研方向的契機。
他表示，香港目前的研究發展實行「平均主
義」，欠缺焦點，未有認真考慮把資源聚焦
於哪些方面，可令香港成為世界領先，「我
不認同由政府『拍腦袋』全盤決定，也不覺

得應該『無為而治』，應該找個中間點。
香港學術研究有20多年歷史，可以看數據，
在當中找出應該發展的方向。」
楊強認為，在現有資源與優勢下，香港
科研可於兩個範疇大展拳腳，一是智能城
市，加強社交媒體與網絡連結，另一就是
健康與福利，「香港基建不錯，但軟件已
經有點落後內地，因為我們缺乏了把人與
服務連接的東西，例如內地有『打的』的
應用程式，通訊程式上可以『送紅包』，

這些香港也可以做得到，但我們目前沒有
人去大力發展這方面。」
他又指，香港並不缺電腦人才，但卻沒
有讓他們發揮更大作用，參與科技企業的
發展，「科大每年都有畢業生去微軟、谷
歌、百度、面書工作，百度網頁搜索部技
術總監沈抖，也是我們的校友，他管轄的
領域，佔了公司七成的收入。不過，香港
現在都只能為別人培養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浸大數學猛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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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及統計學同
樣是香港的研究強項之一。根據 RAE 2014
報告，6 所大學共有 151 位學者進行數學及
統計學的研究，四星及三星比率分別有
21%及 50%，當中浸會大學更有 38%研究
獲四星，比率拋離其他院校。
浸大數學系系主任吳國寶認為，RAE 的
評審結果對 6 所大學而言都很鼓舞，尤其
當香港院校的學系規模較小，但仍能匯聚
人才，各自於不同的專長上有所表現。以
浸大而言，該校於統計學、科學計算、圖
像科學及優化這些方面都比較活躍，系內
亦有不少「猛人」，例如吳國寶去年就被
選為美國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SIAM）院
士，全港獲得此榮譽的人不出 10 個；統計
學研究及諮詢中心主任朱力行於統計方面
主力於 Dimension Reduction（降維），是
世上3個最主要的研究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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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社會：數學很難很重要
不過，相信不少人在讀數學時也想過，
不知道鑽研那些數字與符號所為何物，朱

力行坦言，這是香港社
會氣氛與內地不同的地
方，「內地社會覺得，
數學家一些東西很難，
但很重要；香港反而會
認為，這東西很難，大
家都不知道是做甚麼
■吳國寶（左）及朱力行（右）希望是次 RAE 結果，可令大
的，那就『無用』。」
家更重視數學與統計，投入更多資源培養新血。 歐陽文倩 攝
兩位學者均指出，其
實數學和統計與社會各範疇息息相關，例 大學有醫學院，當中做統計的人更少，再
如吳國寶的一個研究項目，就與香港空氣 加上欠缺真實數據，令到統計學家也難在
污染相關，「當中涉及天氣數據及污染物 這方面發揮。
情況，大量數據在運算和處理上都要加添
望政府支持學術研討會
硬件。如何預測兩至三日的空氣狀況，對
至於是次 RAE 成果，能否「提拔」數
計算量和儲藏量都有較高要求，於數學計
學與統計學的研究呢？兩位學者指，這
算與模型上都是挑戰。」
朱力行亦指，數學統計於基因等醫學相 個範疇不像其他理工科目需要大量實驗
關範疇，或金融方面都能發揮大作用，於 室資源，但舉辦學術研討會，於交流中
美國尤為顯著，「美國較大，會常找統計 擦出新火花，卻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因
學家幫忙，香港則較少，政府基本上找統 此，他們都期望政府或大學可在此方面
計 學 家 做 survey （ 調 查 ） ， 對 於 『 大 問 增加資源。他們並期望可投放更多資源
題 』 ， 如 biostatistics （ 生 物 統 計 學 ） 方 去培養年輕人才，令有關研究能保持優
勢。
面，則未能發揮最大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他表示，目前香港僅得香港大學、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