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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緬教拍攝剪片 學打破語言隔膜

結合生物科技與商業 25學額助研究成功產業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港

不乏出色科研人才，但能將研究理念

成功產業化及創業者沒有幾個，有業

界人士認為主因源於科研人才將精力

全花在研究層面，對商業知識缺乏了

解所致。香港科技大學看準生物科技

市場大有潛力，業界同時對商業人才

需求殷切，故特別結合兩種專業範

疇，在新學年推出全港首個生物科技

及商學理學士課程，學額25個，以提

高畢業生的「叫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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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遊蹤大學遊蹤

校園放大鏡校園放大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浸
信中學家長教師
會日前於校內舉
行會員大會暨親
子嘉年華活動。
活動先由浸信中

學校長致辭，感謝家教會委員過去一
年的努力，並鼓勵在場家長積極參與
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希望家校共同努
力關心學生、關心學校、關心社會，
為子女創設更好的成長條件。隨後由
家長教師會副理事長鄭偉文報告會務
及年度活動。
大會合共設有18個攤位及親子工作

坊，由家長教師會委員、學校德育輔導
處設計，並邀請澳門國際銀行、循道衛
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處、Teen晴青少
年心理健康促進計劃及澳門基督教青年
會協辦。
活動有500多個家庭參加，參與人
數達900多人，其中「繪圖風箏」活
動非常受歡迎，透過親子手作風箏的
過程，加強了親子合作及溝通，大家
合力繪製出理想的和諧校園。家長還
帶同小孩到學校操場試放自製風箏，
場面熱鬧。當日浸信中學的操場上
空，飄揚着不同的小風箏，場內充滿
孩子的笑聲，整個活動在愉快及溫馨
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首推科商合璧課程
科大增學生「叫座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
大學基金於本月26日舉行周年晚宴，感謝
各界好友對城大的支持，主題為「攜手周
心 同創新猷」，逾200位嘉賓出席。校
長郭位及校董會主席胡曉明當晚更粉墨登
場，參與時裝表演及獻唱。當晚總共籌得
236萬港元，將用作成立種子基金，資助
城大學生創業。
這是城大基金自去年成立以來首次舉行
周年晚宴。胡曉明致辭時表示，城大基金
於去年成立，至今雖然只有短短一年，還
在起步階段，但城大已在多個學術領域取
得卓越成就，故希望城大基金能繼續促進
大學的學術及科研發展。

郭位走「貓步」胡曉明獻唱

晚宴開始後不久，會場燈光漸漸轉暗，
樂隊和兩名城大學生以小提琴奏起樂曲，
大門隨即緩緩打開。郭位穿灰色皮褸率先
在台上走「貓步」（cat walk）時裝表
演，引起全場一片歡呼聲和掌聲。隨後，
一眾城大高層林群聲、陳燕玲、李惠光、
葉豪盛、Christian Wagner、郝剛、李國
安等陸續進場。各人身穿時尚服飾，展示
「Chok樣」當起模特兒，令觀眾喜出望
外，紛紛報以熱烈掌聲。
胡曉明及城大基金榮譽副會長張德熙則

分別獻唱《心碎了無痕》及《My
Prayer》，令全場氣氛高漲。最後兩人合
唱一曲《愛情陷阱》，更成為晚宴一大高
潮。台下觀眾不斷揮動燈牌，又到台上獻
花，之後台下不斷高呼「安歌」。

到外地做義工最特別和最具挑戰性的
地方，就是自己與服務對象說着不同的
語言，有着不同的文化，卻要克服彼此
的差異為他們服務。是次我和同學到緬
甸仰光進行8天的服務學習，為當地的
大學生及高中生舉辦多媒體工作坊，透
過教授製作定格動畫及剪輯影片的技

巧，培養他們的創意及想像力，以及建立勇於表達所想的
自信。過程中我除了感受到當地學生的可愛友善，更學到
如何打破語言文化隔膜，及反思當地人的需要。

電腦資源少 得物無所用

我們到訪的學校，其實為小學、中學部數千名師生共
用的校舍。大部分課室設備簡陋，只有粗糙的長木桌和木
椅。首次見面，我們請同學介紹自己，並鼓勵他們摸索平
板電腦的功能，然後向我們發問。可是，同學們頓時顯得
非常緊張，雙手繞在胸前，沒人肯採取主動。大概因為我
們都是少見的外地人，而他們又不擅英語，同時習慣「單
向」的學習模式，才造成這種尷尬場面。
我們上課的地點是一間新建的小型電腦室，由一間

韓國企業贊助，室內只設有約20部電腦。除了電腦數
量少，停電頻繁外，電腦室似乎也是經常上鎖，學生
們未能隨意使用。留心一看，不少學生卻拿着自己的智
能產品來上課。
據介紹，很多緬甸家庭因為太窮無法供小孩上學，很

多小孩在小學一、二年級時就得輟學去工作，分擔家中
財政壓力。這裡的高中學生，應該都是出身較好。然
而，儘管他們和學校有如此科技配套，卻似乎未能好
好地加以利用。他們都說，是第一次接觸攝影。

製作生活故事開心扉
有了先前的經驗，我們稍稍將課程變動，讓同學有更多
時間走出課室，為他們創作的故事進行拍攝。他們拍攝的

都是不分國界的身體語言及日常生活，如打架時慢動作地
把對方「裙子」（緬甸男性正式服裝為一種裙子）拉下、
朋友的窩心擁抱、燦爛的笑容等，而在不知不覺間我們與
學生之間的距離亦拉近了。
雖然同學都比較害羞和慢熱，但事實上他們非常好學和

有創意，過程中一直邊問邊試驗一些我們沒教的技巧。最
後匯報時，他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得着，以及表達對我
們的感謝之情。其中一組特意以他們不熟悉的英語作演
講，讓我們較容易明白。
短短5天，我們見證着他們從一言不發到勇於表達自己

感受的改變。希望他人了解自己想法的用心，是這個課程
的最終目標，而他們都做到了。

增教育機會 燃亮求知慾
這次緬甸之行讓我反思，剛開放的緬甸除了經濟「硬

件」的支援，可能更需要的是「軟件」配合，包括教育的
機會。是次工作坊，希望他們可體驗科技能做的不同的
事，開闊眼界，刺激他們繼續發掘不同的知識，「得物而
有所用」。
是次擔任義務翻譯的當地熱心大學生，也因此提升了對

服務學習的興趣。希望我們帶來的星星之火，能夠燎原，
讓緬甸的未來新一代有所啟發得着，互相幫助，令緬甸未
來發展更美好。

■理大環境及室內設計系學生 張芷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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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行業近年急促發展，從醫療藥物、製酒
業、食品加工以至廢物處理等不同範疇亦有廣

泛應用。從利潤角度而言，生物科技行業所產生的
利潤在美國排前三名，中國更是亞太區五大生物科
技龍頭之一，市場發展穩步上揚，可見生物科技及
商業之間關係密切。為回應市場需求，科大理學院
及商學院合辦「生物科技及商學理學士」課程，培
養兼具生物科技及商業知識人才，將來有望成為業
界管理及行政人員。

業界缺理商兼備人才
課程主任（生物科技）王殷厚表示，香港擁有世

界級的研究大學、不乏良好英文溝通能力的人才、
地理上背靠祖國同時面向世界、營商環境開放、各
大跨國企業均願意在港設立據點，故目前在港已有
逾300間生物科技公司，證明商機處處。

課程主任（商學）黃健輝補充指，上述課程的畢
業生同時擁有生物科技及商業知識，不乏出路，除
了可以創業或升學，亦可受聘於製藥、醫療儀器生
產、生物產品供應等不同生物科技相關企業，成為
技術專員或營銷專才。
香港科技園公司生物科技產業主管李康善表示，本

港有不少科研人才帶來出色科技，本港大學研究水平
亦高，但成功將研究產業化，或創業辦公司的成功例
子只有少數，主因在於畢業生缺乏商業知識，包括專
利及融資等問題，導致失敗，因此業界對理商兼備的
人才非常渴求。

迎創科局 料半年逾千新職位
李康善透露，隨着創科局的成立，預計科學園在未
來半年內會有逾千個生物科技相關的新職位，對技術
及商業管理人才均有需求，期望此課程能夠培養出生

力軍。此外，生物科技行業近年迅速起飛，當中必然
涉及眾多投資，相信新課程的畢業生亦可考慮在投資
機構中擔任生物科技項目的投資基金經理，前景甚
佳。
由於該學科涉及多項專業知識，需要良好英文溝通

能力，故收生有一定要求。黃健輝表示，該科共有三
種收生途徑，經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報讀學
生，入學分數計算成績最佳6科，英語必須達4級或以
上，中文及數學最少3級，選修科需包括生物或化
學，而英、數、生物、化學4科在計算分數時會有1.5
至2倍額外比重，預計總分需要「3字頭」才有機會取
錄。
此外，同學亦可透過國際文憑（IB）等非聯招途徑

入學，必須修讀生物、化學、數學最少一科高級程度
科目，另外理學院及商學院一年級生在完成該年課程
後亦可申請轉修。

■張芷彤在
當地做義工
時的情況。
張芷彤供圖

■家長及孩子一起製作風箏。
校方提供圖片

■前排左起：陳燕玲、郭位、陳淑玲、林群聲；（後排左起）李惠光、郝剛、
Christian Wagner、李國安、葉豪盛。 城大供圖

▲李康善 姜嘉軒 攝

▶王殷厚（左）及黃健輝
姜嘉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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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時事直通車
10:00 今日看世界
10:30 絲路文明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1:00 鏘鏘三人行
11:30 健康新概念
11:35 完全時尚手冊

6:00 小兒難養
7: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 奇怪的保姆
8:15 我的自由年代
9:00 小兒難養
10: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 奇怪的保姆
11:10 無綫網絡電視精
11:15 我的自由年代
12:00 小兒難養
1: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 奇怪的保姆
2:15 我的自由年代
3:00 小兒難養
4: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 奇怪的保姆
5:15 我的自由年代
6:00 小兒難養
7: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 奇怪的保姆
8:15 我的自由年代
9:00 小兒難養
10: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 奇怪的保姆
11:15 我的自由年代
12:00 小兒難養
1: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 奇怪的保姆
2:15 我的自由年代
3:00 小兒難養
4:00 亞洲星劇場 -

崔智友 : 奇怪的保姆
5:15 我的自由年代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12:26 動物世界
12:56 生活提示
1:00 專題節目
1:21 動物世界
1:51 人與自然
2:20 博樂先生微逗秀
3:05 精彩一刻
3:19 正大綜藝
4:09 今日說法
4:59 新聞聯播
5:29 人與自然
6:00 朝聞天下
8:33 生活早參考
9:08 天天飲食
9:26 電視劇
10:15 電視劇
11:08 電視劇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13 電視劇
2:04 電視劇
3:41 電視劇
4:30 生活提示
4:42 第一動畫樂園
6:59 新聞聯播
7:33 天氣預報
7:39 焦點訪談
8:02 前情提要
8:06 電視劇
8:59 前情提要
9:02 電視劇
9:59 晚間新聞
10:37 吉尼斯中國之夜
11:36 電視劇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7:00 中國新聞
7:30 今日關注
8:00 中國新聞
9:00 流行無限
9:55 中文國際
10:00 中國新聞
10:10 中文國際
10:12 體驗真功夫第五季-1
10:57 中文國際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25 中文國際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華人世界
1:30 走遍中國
2:00 中國新聞
2:10 中文國際
2:13 雙語劇場 雍正王朝-1/44
2:57 雙語劇場 雍正王朝-2/44
3:42 雙語劇場 雍正王朝-3/44
4:26 雙語劇場 雍正王朝-4/44
5:11 中文國際
5:15 遠方的家
6:00 中國新聞
6:15 中國文藝
6:45 國寶檔案
7:00 中國新聞
7:15 薈萃節目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文明之旅
10:45 全球華人資訊
11:00 今日亞洲
11:30 遠方的家
12:15 中國文藝
12:45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1:10 天天飲食
1:20 百家講壇
2:00 新聞聯播
2:30 華人世界
3:00 中國新聞

煲劇1台香港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