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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世界名校

浸大「薈新科技」獲百亞創企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 現今醫學對神經
退化疾病如柏金遜症及認知障礙症的治療未有徹底
根治方法，香港浸會大學學者早前成功研發出「個
人化」的幹細胞療法，有望減低過程中的排斥風
險，發展成有效及合適的治療方案。該校的科研人
員去年更利用創新科技署的「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

助計劃」的資助創立「薈新科技公司」，成功將有
關科研成果商品化推出市面，上月並獲國際科技資
訊公司Red Herring評選為2015年亞洲首100間初
創企業獎的得主之一。
當代醫學對柏金遜症及認知障礙症的治療多只有助

減輕症狀，未能徹底根治。醫學界亦曾為患者推出細
胞替代療法，但患者接受他人的幹細胞後可能出現基
因表現不穩定或產生免疫排斥反應，安全受到質疑。
浸大生物系副系主任翁建霖和生物系副研究員雷雅

萍研發出個人化幹細胞療法，並以此於去年11月成立
該校首批科技初創企業「薈新科技」公司，分別擔任
公司主席及總裁，獲創新科技署資助，將科研成果商
品化及將療法推出市面。

研發個人化幹細胞療法
「薈新科技」所使用的技術，是運用磁性納米粒
子，透過微量調節注射器，在老鼠的腦部原位提取神
經幹細胞，經培養後以神經球細胞形式注入同一老鼠
的腦部。研發團隊指，上述方法比使用胚胎幹細胞或
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方法更為安全，且可防止病毒入
侵。患者使用的是自身的神經幹細胞為來源，因此有
助維持基因穩定性，或可減低產生排斥的風險，同時
有助醫療團隊為患者度身訂造一個合適的治療方案。
新方法有望應用到年輕及成年患者身上。
Red Herring的評審團讚揚這所浸大分拆成立的科

技企業專注創新研究，因而脫穎而出獲選為亞洲百大
初創企業之一。

■由浸大生物系副系主任翁建霖（左一）和副研究員
雷雅萍（左三）成立的「薈新科技」，早前獲得Red
Herring評選為2015年亞洲首百間初創企業。

浸大供圖

多倫多大學無論是歷
史背景、文藝氣氛或是
人才培育，都異常出
色。其中在雄偉壯麗的
聖 喬 治 校 區 （St.
George Campus），從
書 院 大 道 （College

Street）走進大學的正門，聳立在兩旁的是工
程學院、醫學院和電腦科學院，一路進入，迎
來的是歷史悠久的大學書院（University
College）。
大學書院前身為多倫多大學最早期的「國
王學院」（King's College），於十九世紀初
憲章頒發成立。當時多倫多大學深受聖公會影
響，直至十九世紀中期多大才正式脫離宗教主
導。大學內一些古建築物，仍然遺留着一些古
典教堂式的設計。
大學書院前面是一片大草原，圍繞這片草
原是「國王學院繞道」（King's College Cir-
cle），沿着繞道是一群富有古羅馬式的結構
和氣派的建築物，如畢業典禮堂（Convoca-
tion Hall）、格斯坦圖書館（Gerstein Li-
brary）等，典雅優美，令人歎為觀止。
早上，從大學書院正門能遠眺多倫多市著

名的C.N.Tower；晚上，圍繞着整個King's
College Circle 的建築物會被打上黃色的射
燈，璀璨高雅。情侶們愛躺在草地上數星星，
有些會跟朋友在繞道上漫步，沉醉在這優雅的
環境中。

校園面積相當於油尖旺三區相加
多大校園面積龐大，橫跨8個火車站，相當

於油尖旺三區相加的總面積。校園共有12個書院，14個
學系。每個書院都印證了加拿大歷史上的變化。
正因多倫多大學深受英國教育制度影響，採用獨立書

院制：以「封建制度」形式，12個書院各自管理，再合
力支援多倫多大學的整體發展。12個書院都擁有獨特的
經歷、風格和特色：其中最富麗堂煌的非維多利亞書院
（Victoria College）莫屬，掌管着獎學金；充滿新式藝
術建築物的伍茲沃書院（Woodsworth College），掌管
着文理學院；由著名經濟學家建立的因尼斯書院（Innis
College），則被稱之為精緻的現代化公寓書院，觀其宿
舍的設計，便能看到何謂經濟實用格局；還有三一書院
（Trinity College）、新書院（New College）等等。
每個學生都是由校方分派到不同的書院，聽天由命。

每年校方公佈書院分派名單的過程，緊張刺激，增添不
少樂趣。
多大被稱為世界領先的研究型大學之一，每年發表的

研究論文不遜於美國頂尖的哈佛大學，引用的數量居於
全球首五位之內。多倫多大學培育出來不少研究人才，
知名學者數之不盡，其中以發現胰島素的班廷
（Frederick Banting），最為人所認識。
還有前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及

第十四任加拿大總理皮爾遜（Lester Pearson）、香港
著名藝人「玩嘢王」李思捷等，都畢業於多倫多大
學。 ■潘顥元 多倫多大學畢業港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香港酒店業發展蓬勃，對年輕人是
具吸引力的出路。不過有資深酒店
管理經驗的專家指出，隨酒店管理
趨專業化，單擁有學士學位已未必
足以應付職業需求。為鼓勵有志投
身行業者繼續進修，旗下有多間酒
店相關大學的瑞士酒店管理教育集
團今年首設約8萬港元獎學金，協助
學生前往瑞士深造碩士課程，同時
增設奢侈品管理課程，培養學生國
際視野及各類經營學問，學成歸來
晉身管理階層。
瑞士酒店管理教育集團董事嚴運
波，過去擁有逾20年酒店管理經
驗，包括在半島酒店任職管理層，
經歷本港酒店業多少變遷。他昨日
介紹，過去的酒店行業根本毋須學
歷經驗，有大學學位的甚少會投身
於此。「當年做酒店最重要懂得
『推客』，人客太多房間太少，不
愁沒有生意，又何需職員擁有特別

技能？」
但隨酒店業走向專業化發展，業

界不僅要維持優質服務，更需各出
奇謀讓品牌突圍而出，例如每逢中
秋節例必大賣的半島迷你奶皇月
餅，正是出自嚴運波「手筆」，
「記好每一位客人喜好，在客人到
埗前為其打點好一切，這些都能有
效滿足旅客體驗，讓客人願意再
來。」
為鼓勵有志投身酒店業的香港學

生，該集團本年首設獎學金，資助3
名本地大學生前往旗下瑞士酒店管理
大學進修碩士課程，最高金額金為
10,000元瑞士法郎（約8萬港元）。
而有關課程為期一年至一年半，全期
學費約43,000元瑞士法郎（約34萬港
元）。集團總監陳麗儀則指，香港高
等教育普及化，大學學位未必足以應
付職業需求，而酒店業管理階層更要
求擁有良好國際視野及溝通能力，海
外留學進修具一定優勢。

■陳麗儀及嚴運波均認為本港酒店業大有可為，業界非常渴求富學歷及國際視野的人
才。 姜嘉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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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甘瑜） 香港城
市大學將於本月17日（星期六）舉辦本
科入學資訊日，為中學生舉辦展覽、專題
講座及工作坊，並開放校內設施供公眾參
觀，以提供課程及大學生活的最新資訊。
當日商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科學

及工程學院、創意媒體學院、法律學
院、能源及環境學院，均在當天舉辦專
題講座及展覽。其中商學院及人文社會
科學院將於新學年由學院制收生改為學
系組別招生，加上2016年聯招課程的收
生要求改為需要聯招申請人有兩科選修
科，故城大招生處於當天將安排多場入
學講座，為循聯招及非聯招途徑申請入
學的學生講解城大的入學要求及收生遴
選準則。此外，各學院也請來優秀的畢
業生及業界人士，為中學生介紹各行業
的近況及發展趨勢。

展出核反應堆模型「華龍一號」
至於科學及工程學院則會以「創新技
術為未來」為主題，展示3項展品，分別
是核反應堆模型「華龍一號」、四旋翼直
升機及移動機械臂系統。另多個學習設施
及中心將在資訊日開放予公眾參觀，包括
英語中心、電算服務中心、學生事業中心
以及運動中心，校方會安排專人帶領來賓
參觀校園各處的教學與研究設施。資訊日
詳情可瀏覽網址：http://www.admo.
cityu.edu.hk/infoday/2015/

未來星蹤 港大精算系畢業，現職德勤精算分析師的
施方儀是個女強人，自小精於數學，心

底卻一直有個「傳媒夢」。原來她很喜歡寫
作，更一度夢想成為電視主持，「自小受父母影響，常看鳳凰衛視的清
談節目，非常羡慕主持人擁有屬於自己的節目。」雖然施方儀在大學階
段選擇投身精算學系，但仍心繫傳媒工作，大一暑假恰巧看見未來之星
國情班及傳媒班進行招募，施方儀理所當然選擇報名傳媒班。

父母影響 常看清談節目
經過面試後，她順利獲選，發現班內幾乎都是傳媒系學生，自己成了
少數，幸好年輕人容易打成一片，很快大家就交上了朋友。那次的北京
之旅，是她首次前往首都，「過去只到過貴州及福建的家鄉探親，首都
北京從未踏足，獲未來之星傳媒班安排參觀故宮、萬里長城等宏偉古
蹟，亦有機會到人民大會堂及外交部等重要機關觀光，非常難忘。」
未來之星活動向來以行程豐富見稱，傳媒班更涵蓋內地不同傳媒機
構，其中參觀中央電視台最讓施方儀大開眼界，「央視是內地最具規模
的電視台，當時有機會參觀裡面不同製作單位，了解製作一個節目需經
過繁複工序，過程殊不簡單，那怕只是一個短短數十秒的精華片段，卻
可能是眾多幕後製作人員花費數天合力製作才可得出的成果。」

筆錄所見所聞 互相學習
除此之外，施方儀有機會到北京傳媒大學上課，了解內地傳媒生態運
作，且每日都要筆錄記下所見所聞，並交由未來之星會方將各學員的文
章輯錄成雜誌，讓每名未來之星學員都獲實習機會，吸取寶貴經驗。
短短8日的傳媒班旅程轉眼便過，寶貴經歷及同儕間的友誼卻是受用

終生。透過傳媒班跟內地朋友接觸交流，讓施方儀學會如何跟不同文
化背景的人相處，對她畢業後工作大有裨益。
施方儀跟當年的傳媒班同學一直保持聯絡，友誼堅固，「當時跟我
們一直相處的內地學生，事後有到來香港旅遊及探望我們。過去數年
間，有同學畢業，更有同學拉埋天窗，我們一班未來之星同學都會趕
到捧場，大家都非常珍惜這份友誼。」

勉港青爭取機會識國情
施方儀畢業後，順理成章成為精算分析師，在保險業界發光發熱，
寫作則成了她的個人興趣。她指工作上常會接觸不同國際機構，意味
會跟多國人士合作，未來之星傳媒班的交流經歷，讓她受用無窮。施
方儀認為，身為中國人有義務認識中國歷史及文化，不到國家首都走
走，實在講不過去，未來之星正是接觸國情的最佳橋樑，鼓勵年輕
人應主動爭取機會，好好認識祖國。

赴京深造贏友誼
星班所學用終生
施方儀心懷「傳媒夢」德勤精算師入圍「傑星」

感港節目重娛樂 盼增資訊顧各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未來之星傳

媒班讓施方儀贏得一班「死黨」，當中不乏畢
業後加入傳媒界的友人，加上她本來就對傳媒
行業深感興趣，對內地及本港媒體生態發展自
有一番心得。她認為本港傳媒生態百花齊放值
得珍惜，大家可以自由表述不同立場，正是本
港獨一無二的優勝之處。不過，大部分本地節
目偏重娛樂性，某程度忽略了媒體傳播知識的
任務，相比之下內地機構會製作更多資訊性節

目，兼顧不同觀眾需要，各勝擅場。
透過參加未來之星的活動，施方儀參觀過

中央電視台，又曾到北京傳媒大學聽內地傳
媒生態的課堂，施方儀感覺內地的傳媒機構
專業、整齊而有規模，機構普遍支持政府運
作；相較之下香港的傳媒生態較多元化，不
同聲音都可表達，正反意見平衡發展，無愧
基本法賦予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
的自由。

不過，施方儀觀察到本地節目有明顯娛樂化
傾向，傳播知識、意見的資訊性節目少之有
少，相反內地這方面做得比較出色。她特別提
及鳳凰衛視的訪談節目《風雲對話》，此為高
端訪談節目，節目主要採訪世界各國政治人
物，從中講解國際形勢，內容豐富；港台的
《城市論壇》也是施方儀愛看的節目之一，她
期望本港製作更多高質素資訊性節目，兼
顧不同類型觀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

嘉軒）由香港《文匯報》

牽頭成立的未來之星同學

會迎來10周年紀念，特別舉辦「十大傑星」評選活

動，表揚在不同行業中表現傑出的會員。候選人之一

的施方儀因個人興趣參加未來之星傳媒班，獲機會參

觀中央電視台等重要機構，了解國情及傳媒生態。雖

然她畢業後投身的是精算行業，但傳媒班的所學所得

及在旅程間贏得眾多友誼，施方儀坦言受用終生。

▲施方儀至今仍跟當年的傳
媒班同學一直保持聯絡，友
誼永固。 曾慶威 攝

■■施方儀施方儀((左一左一))與其他與其他
學員一同於長城留影學員一同於長城留影。。

▶▶施方儀施方儀((左二左二))與一眾與一眾
未來之星學員一同參觀未來之星學員一同參觀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