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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衡研納米粒子偵測腎病
發現最有效聚腎小球膜粒子 助藥物輸送獲裘槎獎

■辦學團體：英國墨爾
文學院

■母校創校年份：1865
年

■校舍：位處大埔科學
園，佔地 6,200 平方
米，2018年建成後樓
高7層

■收生：今年9月起接
受報名，2018/19學年

入學；預計九成為外地
學生，港生佔一成

■學費：預計小學學費
14.8萬元

■個人及企業提名權費
用：80萬至350萬元

■學額：2018/19學年
有380個，預計逐步增
至960個

■課程：國際文憑課程

（IB），着重數學及科
學，中文必修

資料來源：墨爾文國際校

製表：黎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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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年有營辦學前幼兒
遊戲小組的私營機構突然倒閉，令部分已預繳費用的
家長蒙受金錢損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書面答覆立法
會質詢時指，現有《教育條例》規管有提供教育課程
院校、組織或機構，但如遊戲小組沒涉及教育課程，
便不屬於規管範圍，局方未有統計相關數據資料。
他提醒有意讓子女參加市面遊戲小組的家長，應注

意消費者權益，檢查收費、收據等資料，在有需要時
作為退款依據。
吳克儉表示，教育局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並

以學校為平台，支援家長在家教導子女，讓他們明白
兒童發展需要。他指出，現時法例下，照顧與監管指
定人數兒童處所，須註冊為註冊幼兒中心；而為特定
人數以上提供教育課程的機構，也要註冊或臨時註冊
為學校，但如遊戲小組有父母或照顧者陪同參與，或
並沒有提供教育課程，並不屬規管範圍。

遊戲小組難規管 教局籲留收據

香港浸會大學校牧處昨日舉行年度「畢業禮
讚」，藉着「感恩」典禮為應屆畢業生送上祝福，
祝願他們完成學習和研究之旅後，開展人生新一
頁，並藉此機會讓他們向老師表達謝意，與同儕惜
別。校長錢大康表示，浸大不止於培育學生於本地
就業，而是希望他們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發展，而
大學責任是為全球社會培育擁有環球視野和廣闊知
識與全面技能的精英人才。 文：高鈺

墨爾文國際校奠基 小學學費14.8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在英國有150年歷
史、曾培育過諾貝爾獎得主的墨爾文學院（Malvern
College），昨日在大埔科學園為其分校香港墨爾文國
際學校舉行奠基儀式，並邀請得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等嘉賓出席。香港分校創辦人及行政總裁蘇婕表示，
該校預計在2018年開辦，首年招收380名學生，並逐
步增加小學及中學學額，暫定小學學費為14.8萬港
元。為保持國際化，該校目標招收九成持外國護照學
生，其餘則為香港學生。

普通話授課學簡體字
墨爾文學院為英國寄宿名校，其數名校友曾於上世
紀20年代及70年代獲得諾貝爾獎，該校近年已先後於
青島、成都、埃及等地設分校，而去年則獲特區政府批
出大埔科學園附近地段開辦香港分校。校方昨日舉行記
者簡介會及新校舍奠基儀式，蘇婕表示，香港墨爾文將
提供國際文憑課程（IB），而為加強學生中文程度，校

方將與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適合學生的中國語文必
修課程，並按學生中文程度分班，以普通話作授課語言
及學習簡體字。她解釋指，普通話在很多地方通用，簡
體字對外籍學生來說較易掌握，所以有此安排。
該校亦因應學生程度，讓他們自由選讀中文加強課

程，額外學習應用文或文學，深化中文知識。該校亦將
在全球招聘教師，預期全校師生比例為1：10。
她續指，該校將在今年9月接受報名，主要招收持

外國護照學生，與本地學生比例為9：1，並將在
2018/19學年新校舍落成後入學，首批學生有380
名，入讀第一班至第九班課程，逐步開展至第十三
班，學額總計960個。該校預計小學學費為14.8萬
元，中學學費未定，亦計劃未來開辦幼稚園課程。
本港有不少國際學校設有債券供家長購買，才可為

孩子報名入學。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將設有企業提名
權和個人提名權，前者暫定350萬元，後者80萬元至
100萬元；提名權可轉換。不過蘇婕指，擁有提名權

雖可讓學生有優先面試權，但並不代表可直接入讀。

林鄭讚助港建友好營商環境
該校新校舍奠基儀式，則由林鄭月娥、蘇婕、英國墨
爾文學院校長安東尼．克拉克和香港墨爾文總監艾倫．
沃爾克出席。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國際學校不止讓家
長和學生有更多選擇，同時有助香港建立友好的營商環
境。她又指，經過政府多年努力，現時國際學校學額短
缺問題已紓緩，而自2013年，政府把5個空置校舍及3
幅地皮分配給團體辦學；並預計在2016/17至2018/19
學年可提供近4,200個學額。
香港墨爾文校舍樓高7層，佔地約6,200平方米，設
有室內多功能運動館、大禮堂、黑盒劇場等設施，雖
然未有宿舍，但會實施社堂制度，讓學生一同用膳、
在假日參與活動；同時會設「森林學校」課程，讓幼
稚園及幼小學生多接觸大自然，前往新界、嘉道理農
場等參加戶外活動。

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資料

■左起：艾倫．沃爾克、蘇婕、林鄭月娥和安東尼．克拉克。黎忞 攝

納米是極為細小的單位，一納米等於十億分之一米，為頭髮直徑
的五萬分之一，除非肉眼所能見，就連光學顯微鏡亦無用，只

有使用電子顯微鏡才可看到。蔡宗衡進一步用足球作例解釋，「以
一個正常足球而言，將它放大一千萬倍，大約相等於地球的大小；
而將足球縮細一千萬倍，那就是納米級的大小。」

如《木馬屠城記》繞避達患處
蔡宗衡指，將納米級微小粒子用於生物醫學盛載藥效的做法，早
在十年前甚至更早已出現，當中涉及要「繞過」身體的抗藥性，例
如一個30納米大的膠囊，內裡盛載多個只有2納米至3納米大的藥效
成分，透過針筒注入身體，再經由血液流入指定器官發揮藥力，情
況就如希臘《木馬屠城記》故事般，「因人體會抗拒藥效，因此需
要納米粒子化身『木馬』，覆蓋象徵『士兵』的藥效成份，『瞞
騙』身體讓藥效能順利到達患處，與疾病『開戰』。」
不過，對科學家來說，納米粒子進入體內的走向，卻如同對着

「黑盒」般難以確定，而有關難題正是蔡宗衡的研究方向所在。
他以治療慢性腎病作對象，從生物工程角度，不同物料製作不同
大小和形狀的納米粒子進行測試，了解哪種大小及樣式的粒子可最
有效進入腎臟，「腎臟是個很大器官，我們還要知道納米粒子能進
入腎臟哪個組織，甚至組織裡面哪個細胞。」結果發現，原來75納
米大小的粒子最能積聚於腎臟的腎小球膜上，繼而可大量進入系膜
細胞，效果明顯較其他尺寸粒子顯著。
他進一步解釋，慢性腎病技術上其實無專門藥物可醫，醫學界一
般只把它視作發炎，處方抗炎藥物處理，但實際上部分藥效卻會轉
往身體其他部位，不論好壞把細胞消滅，帶來副作用。但假如掌握
到納米粒子「大小」、「形狀」、「是否水融」等資料，驗證出哪
種設計最為有效進入指定患處，那就能發揮最大藥效，達到「標靶
治療」效果。

擬用獎金研載治腎病藥效粒子
基於以上成果，蔡宗衡跟團隊進一步研究可偵測腎臟疾病的發光
納米粒子，「腎病其實有指定的基因表達方式，設計出獨特形狀的
納米粒子進入腎臟，一旦偵測到細胞中出現指定基因時就會發光，
告知我們有否疾病。」他指有關研究目前仍處於老鼠實驗階段，得
獎後打算把獎金資助用於繼續研發這種檢測腎病的納米粒子，未來
更會以盛載治療腎病藥效的納光粒子為目標，並嘗試利用糖或水融
性物料製作粒子，讓他們完成運藥任務後自動在身體分解，以免因
物質殘留身體而帶來負面影響。

生物納米技

術發展蓬勃，

現今科技下可

以利用納米粒子將藥效注入身體，然而進入

身體後會流向那個器官，目前所知不多。中

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助理

教授蔡宗衡成功發現，75納米（nm）大小

的粒子經靜脈注射後能累積在腎小球膜上，

繼而可大量進入系膜細胞，為腎臟相關疾病

的檢測診治技術開創新一頁，因此榮獲

2016年度「裘槎前瞻科研大獎」。其團隊

正以此設計能偵測腎病的發光納米粒子，並

計劃進一步擴展至藥物輸送，助患者及早發

現接受治療。 ■記者 姜嘉軒

研究納米粒子及慢性腎病取得突破，
更成為中大首位「裘槎前瞻科研大獎」
得主。蔡宗衡笑言，過往自己一度從事
抗癌藥項目，無意中發現抗癌藥於腎臟
分解的現象，轉往新研究方向的契機全

屬巧合。他本身為千禧年會考十優狀元，指
小時候一直夢想行醫，但升大學後想到，比
起當醫生直接治療病患，從事藥物及醫療設
備研發能救助病人或更多，決心棄醫轉讀化
學工程，走上生物醫學工程師科研路。

曾訪問梁錦松 悟創造知識濟世
蔡宗衡指，祖父是中醫師，「自小看他診

症把脈，對『固本培元』概念十分欣賞，但
當時大學未有中醫課程報讀，自己曾夢想成
為中西醫術合璧的醫生。」行醫救人目標仍
在，而中學經歷讓蔡宗衡對科學研究及創造
知識的興趣萌芽，「當時化學堂要畫原子
圖，本以為依樣葫蘆畫好就能交貨，但老師
卻告訴我凡事應親自驗證，不能人云亦

云。」後來他任學生記者，訪問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
松，認識到「知識型經濟」、「創新科技」和「多元社
會」，使他立志希望能找到一份透過創造知識為社會增
值的工作。
升讀大學後，蔡宗衡鑽研科學的心愈發熱烈，當時又

想到醫生能治療的病人始終有限，但若能研發出有用的
藥物或醫療設備，不是能夠救助更多病人嗎？因此，蔡
宗衡決心棄醫轉讀化學工程。他解釋，生物醫學工程師
跟醫生的關係密不可分，「例如在手術室內掃描或顯像
工具，或是微創手術刀，都是出自生物醫學工程師的設
計。假如沒有這些工具，醫生再厲害，亦要打折扣。」

腎病研究較少 不執着追隨主流
他提到，在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期間，本來跟隨導

師從事抗癌藥物研究，無意中發現抗癌納米藥竟然在腎
臟分解，勾起進一步研究的興趣，至兩年後，終於發現
75納米大小的納米粒子最易進入腎臟的成果，笑言研究
開端是巧合。他又指，過去已有很多前人在抗癌範疇做
過出色的研究，相反腎病研究明顯較少，與其追隨主流
腳步，倒不如善用這個偶然的機會，實踐「創造知識為
社會增值，而又跟別人不一樣的工作」信念。

■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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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衡獲香港知名學者楊紫芝頒發本年度
前瞻科研大獎。 中大供圖

蔡宗衡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科學
家，非常感謝父母支持自己從事當時
不被看好的科研工作，到美國進修深
造，一去12年，終學成歸來，期望
善用知識回饋本港社會，啟蒙學生、

作育英才。
對比美國及香港對工程學的態度，蔡宗

衡認為兩者差天共地，「在美國只有叻的
學生讀工程，畢業後很多都往蘋果、谷歌
工作，前景良好，對他們而言，選讀工程
根本不需要猶豫。至於香港，我要在大學
資訊日攤位上，從頭開始游說家長讓子女
報讀BME（生物醫學工程）。」
他坦言，香港家長對工程的認知跟自

己有分別，自己需要向家長積極「推
銷」工程科發展前景，又要主動介紹
「讀工程可以好好玩」，以彌補觀念上
的落差。

嘆港市場主導 土木工程只重建築
面對家長不鼓勵子女投身科研工作，蔡

宗衡認為，問題在於香港社會較主張市場
主導，「邊樣賺錢做邊樣」，「以工程為
例，香港土木工程發展很好，但集中在建
築層面，其他工程類別則難以吸引學
生。」最終結果是焦點側重個別行業，其
他「不受落」的行業被忽略，人才大量流
失，非常可惜。
對於本港科研環境，蔡宗衡笑言，自己

並非從事「火箭升空」般花費極高的大型
研究，即使科研氛圍及資金不及美國，整
體而言，局限不大。他又認為，香港社會
近年開始重視科研，對此深表高興，期望
未來有更多資源或獎學金，鼓勵家長放膽
讓子女投身科研，讓本港人才不被埋沒。

■記者 姜嘉軒

美深造12年返港 盼啟蒙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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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衡發
現 75nm大
小的納米粒
子最能積聚
於腎臟的腎
小球膜上，
繼而可大量
進入系膜細
胞。
曾慶威 攝

■ 蔡 宗 衡
（左三）與
學生合照。
曾慶威 攝

■香港墨爾文國際學校校舍
模型。 黎忞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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