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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羅錦榮：研紫外線激活金屬配合物 揪出病毒「就地正法」

「減毒」探針測癌魔
「偵探」做埋「殺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伊莎）熒光生物探針的技術

發展一日千里，但當中採用

的 過 渡 金 屬 配 合 物

（polypyridine complexes）

一般毒性頑強，一直令相關生物應用的研究裹

足不前。不過，今屆「裘槎優秀科研者獎」得

主之一的城市大學生物及化學系教授羅錦榮，

成功解開這些金屬配合物的調控機理，除可大

大降低其毒性，更適合用於生物成像試劑外，

並能延長其發光時間，協助研究人員仔細分析

不同的細胞結構，及化身「偵探」探測人體內

的癌細胞。團隊更正研究通過紫外線，激活無

機配合物的結構，讓「偵探」能適時化身「殺

手」殺死癌細胞，料5年內可進行實際應用。

植物缺特有基因易死「負負得正」助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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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說起科學研
究，不少人最常問的都是「有甚麼用」，不過中文大
學生命科學學院卓敏生命科學教授姜里文，就一直堅
持着其基礎研究，只為解開更多自然界中的未知。最
近其科研團隊就發現了一種植物特有蛋白
「FREE1」，主宰着其液泡蛋白轉運、液泡形成和
自噬等功能，若相關基因缺失，植物就很容易死亡，
傑出的研究實力令姜里文獲裘槎基金會頒發今屆「優
秀科研者獎」。有關發現在不少方面都有應用潛力，
但姜里文笑言，那還有賴其他科學家的發揮，而其團
隊則正埋頭尋覓與「FREE1」相關連的另一個基
因，是希望憑着將之抽走，達到「負負得正」效果，
令缺少「FREE1」的植物「死而復生」。
姜里文解釋，植物中最大的細胞器就是液泡，其
作用可理解為植物的「糧食儲存中心」和「垃圾處理
中心」，調控着植物的生理情況，如種子的質量、抗
病性以及營養缺陷生長等。
研究團隊所發現的「神奇植物蛋白」FREE1，就
可以調控植物細胞液泡的蛋白轉運、液泡形成和自噬

等功能，以發揮令蛋白存在於適當的位置、讓植物防
禦外來病菌等作用。如果編碼FREE1蛋白基因缺
失，有關功能亦會出現問題，令植物容易死亡。

中大姜里文：主打基礎研究
有關研究雖有不少潛在發展的可能，例如用作種

子生物反應器，以生產藥用蛋白；提高植物的抗病性
等等，但姜里文笑言，這已經不是其研究範疇，他主
要是做基礎研究。不過，他指出，在科學界裡，了解
未知亦十分重要，「知道了為甚麼，就可以幫助進行
其他研究。」
目前，研究團隊就建基於FREE1的研究，去看看

在FREE1相關的基因缺失的前提下，能否抽走另一
個基因，從而產生「負負得正」的效果，令植物「死
而復生」。研究團隊表示，目前已經找到了有關基
因，並已證實了其假設正確，能令植物正常生長。
姜里文是次已經是第二度獲得「優秀科研者

獎」，他表示未來一年將會加強和學生的溝通，並專
注做更多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
港大學計劃推出新交流政策，希望到
2022年，讓全體港大生在學期間有機
會到內地及海外交流各一次，不過部
分人對計劃是否「強制性」存疑，引
起爭議。港大校長馬斐森昨強調，計
劃能配合學生全人發展，幫助他們建
立「真正的全球視野（Truly Global
Perspective)」。他又指，有關計劃內容
已載於每三年一度的「學術發展計劃
（ADP）」中，並遞交至教資會。
馬斐森昨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

回應有關交流計劃的情況。他表示，
計劃為大學內部政策方向，是每三年
一度向教資會提交的「學術發展計
劃」內容的一部分，校方深信應該要
為所有港大生提供全人發展，這些交
流機會正能做到。
他又指，在現代的環球經濟環境

下，如香港的大學生能在內地或其他
地方作沉浸式的深入交流，可幫助他
們建立「真正的全球視野」。縱然世
界各地均有交流的機會，但因應香港
的地理及政治環境，內地肯定是目標
地區之一。

學生可申豁免交流
就計劃的諮詢，馬斐森指校方將提供

足夠機會，讓學生表達對計劃的具體看
法，校方也會繼續保持政策的計劃公開
透明，讓未來可能入讀的學生預先知悉
校方可提供予學生的各種機會。他又提
到，如個別學生有實際及合理需要，交
流要求有機會作豁免，但大學管理層都
認為，基本原則是要為所有學生提供於
境外學習與工作的機會。
另港大副校長何立仁昨就計劃與學

生代表會面，他表示，希望每一個港大學生都能
具備「全球性思維」（global mindset ） 及對內
地的認知，校方計劃為學生提供的非本地經驗，
除學習交流外，也可以服務學習或研究等方式進
行。他解釋，有關計劃現只屬初步建議，所有實
行的細節包括是否強制等問題仍有待商討，並對
自己日前介紹計劃時引起混亂及誤導感抱歉。

通識擬題多元化
全面裝備少「中伏」

編者按：新高中文憑試通
識教育科出題選材的「政治
成份」繼續成為社會各界的
焦點。香港通識教育協會將
一連兩集，從考生應試技巧
角度，分別評論本屆試卷一
及二的題目選材、指出答題

技巧及常見陷阱，以供師生參考。
本屆卷一必答題，總分繼續有下降趨勢，比去

年少3分，跌至43分，是歷屆最低。題目結構與
過去兩屆相若，維持3條大題目7條分題。有評論
者認為，本屆的卷一是歷來最淺，考評要求下
降，但當細看各題目的設問關鍵字（題眼），實
有不少「中伏位」，考生易墮陷阱。
卷一議題的選材與過去三年以單元二「今日香

港」佔大比重及把單元三「現代中國」放在卷二
選答的做法不同。卷一單元二的比重明顯較少，
而且少有涉及社會重大熱門政治議題，例如「佔
中」等，取而代之的是課程文件提及的恆常議
題，例如「三農問題」、「醫學美容」等。另要
留意的是，局方首次把與中國有關的議題放在卷
一。
1. 三農考回應題目要旨能力（涉及單元：二、
三、六）
第一條難度較深，共設有三條分題，提問環環

相扣，不容有失。題（a）及（b）主要評核考生
提取資料內容來回應題目要旨的能力，題（c）則
評估學生的解難能力，屬高階思維能力。
面對題目，考生須先解讀「題眼」與題目分數

背後所隱藏的提示，然後草擬作答角度與深度。
一些常見題眼，例如「參考資料」代表使用數據
資料內容作答之餘，亦要添加上個人所學的額外
資料作答；「轉變」則要求考生能辨識前後不同
的進程。「社會問題」限制考生所推論出的結果
必須屬於社會層面。
2.青少年整容應考慮各方角色責任（單元：一、
二、五）
第二條提問直接，少有「承上題」的連鎖式提

問。題（a）屬基本的資料提取題，考生宜多加利
用資料內容，解讀有用的相關概念。題（b）雖然
是高階思維評論題，但評論方向卻偏偏是考生最
常見的「政府應否立法規管××」。作答之時，
除考慮香港政府的角色及立法的功能外，更應兼
顧考慮青少年成長特質、家長及學校的角色責
任。
3. 國際旅遊業須論全球層面（單元：二、三、
四、六）
第三條的難度適中，但卻隱藏不少陷阱。題

（a）中，考生須留意4分的作答內容包括說明國
際旅遊業的發展狀況及推論這趨勢帶來的潛在利
益。這「好處」必須就全球層面而言，並非單一
國家的局部利益。此外，資料（c）內容為中國旅
客在全球各地的不文明行為表現，只是國際旅遊
業發展蓬勃的其中一個結果。如果考生把題（b）
提及的「全球關注點」簡單地聯繫到內地及香港
矛盾、水貨客問題，則「正中考評局下懷」。當
然，何謂「全球關注點」，考生自當細加玩味，
加以考量其中潛台詞。
整體而言，是次議題涵蓋面更見均勻，能基本

觸及六大單元內容。至於是否迴避政治問題，實
言之過早。當然考生比以往更難「捉題目」，但
這卻更接近通識科全面探討社會議題及訓練批判
性思維的原意。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理事 林晉榮老師
「通識考題分析」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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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熒光生物探針和生物成像試劑主要是有機染
料，至於屬無機的過渡金屬配合物因毒性較強，

令細胞在一日至兩日內壞死，並不適用於生物應用，
一直遭學界冷落。

減配料毒性增發光壽命
羅錦榮及其研究團隊自1999年開始研究金屬配合物
在生物方面的應用，結果發現只要轉變金屬配合物中
的修飾物，便可調控及降低其毒性，使其擁有較長的發
光壽命、較高的光穩定性，以及極低的自猝滅特質。
羅錦榮解釋說，當配合物的毒性降低時，便可進入動
物及人體的細胞，「通過發光現象，讓研究人員詳細分
析細胞的結構」，其持續發光時間可延長至一日至兩
日，更能進行實時錄影，但傳統有機物的發光時間只容
許在極短時間內拍攝一張照片。

他續指，在配合物加入錸（Iridium）和銥（Rheni-
um）時，發光壽命可由納秒單位提升至微秒單位，以便
研究員排除干擾物，篩選有用的成像。至於技術成本方
面，他透露金屬配合物在實驗室的應用，較傳統的有機
染料便宜近三成，預計日後大量生產時可降低近半。

彩虹七色分辨不同生物分子
此外，研究發現金屬配合物在識別生物分子也有巨

大應用潛力。羅錦榮表示，現可調控配合物的發光顏
色，由市面上的紅和橙，增至彩虹七色，當中不同顏
色有助偵測不同的生物分子。
他續說，由於部分癌細胞喜歡依附在葡萄糖，所以
將配合物黏附在葡萄糖，令其化身「偵探」，探測體

內的癌細胞，包括肝癌、肺癌、乳癌等。他續指，配
合物也可識別引起阿茲海默症和帕金遜症的相關生物
分子，藉此診斷有關症狀。

期望5年內可實際應用
羅錦榮指，因配合物能識別癌細胞，正研究利用光動
力學針對治療癌症，「透過紫外線進行激活，改變
complexes（配合物）的結構，以釋放毒性，殺死癌細
胞」，期望5年內可實際應用。
不過，他坦言研究仍處於較基礎階段的研究，而要如

何進一步改變配合物的結構，使其直達指定的器官，以
及減低配合物吸光的能量，減少紫外線對生物造成的傷
害，都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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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訪藥材舖非遺網誌賽奪獎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周子優）保
良局唐乃勤
初中書院參
加了由中華
基督教青年

會舉辦的「歷史傳情計劃」，
讓學生從探索及體驗開始，認
識本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及民間
傳統文化。該校中三生陳昱廷
以傳統中醫藥為主題，透過走
訪本地藥材舖及與相關人士訪
談，撰寫內容豐富的報告，於
計劃下的「非遺網誌比賽」獲
得亞軍。

陳昱廷分享指，透過計劃中
的考察，她發現傳統藥材舖近
年漸漸式微，正被新式藥材舖
或西醫逐漸取代，遂以此為主
題深入探究。過程中她相約傳
統藥材舖負責人作第一手訪
談，又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
了解時下青少年對傳統藥材舖
和中醫藥文化的認識，並參考
了不同書籍和網上資訊，寫成
是次參賽的專題報告。對於獲
獎，她特別感謝受訪藥材舖老
闆願意付出時間提供珍貴的資
料，並衷心希望香港非物質文
化遺產能「繼往開來、薪火相
傳」，讓更多人認識及關心。

■羅錦榮教授的研究成果應用前景
廣泛，包括癌症、阿茲海默症和帕
金遜症等疾病的早期診斷，以及癌
症的光動力學治療。

香島中學聯歡慶69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為慶祝香島中學69
周年校慶暨香島校友會56周年會慶，香島教育機構
於本月2日晚上舉行大聯歡餐會，筵開75席，逾
900人出席了餐會，場面盛大。
香島教育機構主席葉慧珍、教育發展總監楊耀

忠、行政總監葉燕平，前全國人大代表袁武，立法
會議員黃定光、吳亮星、黃國健，香島校友會名譽
會長鄧德濂、毛浩輯、周華焯、梁紹基、陳曉暉、
簡永基，新加坡分會會長陳浩洲及歐洲分會理事朱
麗嫦，友校校友會代表及香島教育機構員工等，均
有出席晚會。

吳容輝黃頌良致辭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吳容輝致辭時表示，去年發

生的「佔領」行動，見到年青一代受偏激思潮影響
而作出衝擊法治的行動，實在感到痛心。他認為作
為教育工作者，有責任教育學生辨是非，守法律，
維護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作為傳統的愛國學校，
今後更加要堅持教育學生明歷史、懂國情、守法
律，做一個愛國愛港的中國人。
他又感謝69年來為香島中學辦學付出青春和心血

的前輩，香島人將銘記「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的教誨，將香島精神薪火
相傳，把香島辦得更出色。
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接着介紹香島正校為改善校

園環境，近年分三期進行校舍擴建工程。擴建設施
包括體育館、小禮堂、學生活動廣場、現代化圖書
館及多媒體學習中心及校園電視台等。

■■校長黃仲奇校長黃仲奇
((右右))祝賀陳昱祝賀陳昱
廷廷((中中))獲獲「「非非
遺網誌比賽遺網誌比賽」」
亞軍亞軍。。
學校提供圖片學校提供圖片

■一眾嘉賓主持儀式。 校方提供圖片

■姜里文（中）二度獲頒「優秀科研者獎」，左右分別為其學
生高彩吉及莊小紅。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台海新聞 綠野遊蹤 戲曲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