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解癌細胞網 覓肝癌新療方
「80後」黃澤蕾膺「裘槎獎」深化氧化數平衡研究

在眾多癌症中，肝癌是第三大致命的

一種，患者只有10%存活率，而全球的

患者有一半是中國人。為了尋求醫治肝

癌的方法，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病理

學系的「80後」年輕助理教授黃澤蕾

（Carmen），沿細胞新陳代謝的理論，

研究肝癌細胞的代謝網絡「路線圖」，

並成功發現破壞癌細胞的氧化數平衡，

可令癌細胞死亡。Carmen的研究有助學

界開發新的肝癌治療方法，昨晚獲頒發

「裘槎前瞻科研大獎」及 500 萬元資

助，供其繼續深化研究成果。

■記者 吳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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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公佈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
劃」（PISA）中，較多人談論和關注
香港學生的科學排名從第二名跌至第
九名。不過，若比較各地的學制、課
程及了解PISA的評估範疇，或許會有
不一樣的看法。

PISA測試不論年級，只以15歲學生為對象，即香港
的中三或中四學生，香港中學現行「三加三」學制，
與新加坡等地相異。學制不同對各地的數學及語文水
平影響或不大，但在科學上，則視乎高中生的選科情
況。
因為PISA的科學評估包括物理世界、生命世界及地

球科學等，與香港初中課程大致吻合，但與高中科學
分為物理、化學、生物不同。PISA重視跨學科能力，
香港卻較少學生在高中選修組合科學或綜合科學等跨

學科。此外，PISA亦注重認知知識（Epistemic Knowl-
edge），即學生以科學家方式思考、推理和表達。學
制的改變對PISA結果有一定影響，但不能單以「科學
倒退」為結論，這方面仍需學者深入研究。

需建符港學制評估工具
很多國家或地區會進行全國性科學測試以了解科學

教育的成效及學生科學水平，從而調適學制或教學。
PISA雖是國際公認的評估工具，但整個測試只限選擇
題方式，當中有一定局限。
香港暫時沒有科學科的系統性評估，所以仍需依賴

如PISA這些並不完全適合香港的工具。但長遠而言，
各地需要建立符合當地學制的評估工具，才能全面評
估學生能力，對教育提供有效回饋。
教育局在回應PISA結果時提到有關平等教育機會，

這方面似較少人提及。筆者今年1月出席一個有90多
個國家教育官員參與的國際教育會議，大部分國家對
教育都有一個共同目標：不一定要做世界第一，但要
建立公平社會，不論家庭社經地位、出生地等都能接
受優質教育，提升全民素質，提供機會予社經地位較
低的家庭。PISA報告中，香港就是其中一個在公平教
育有傑出成就的地區。
而不久前公佈的TIMSS國際評估結果，香港小四學

生除在數學排名全球第二，更有95%人獲505分以上屬
全球第一。是次評估的全球中位數是500分，即很多國
家只有50%人達到這個水平；香港有這結果極不容
易，不單代表學生成績優異，而且是大部分人享受優
質教育而達致的成果，教育界應感鼓舞。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鄭弼亮

高中學制不一樣 PISA排名難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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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負責檢
討TSA的「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
籌委員會」前日召開會議，建議教育局
明年將「試行版」小三TSA擴展至全體
小學。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回應指，政
府對於將「試行版」小三TSA推至全港
沒有既定立場，但強調「新版」TSA去
除了操練誘因，能促進學與教，呼籲公
眾放下對「舊版」TSA的看法。
吳克儉表示，局方收到委員會提交的

報告後，將作全面研究及討論，包括探
討若有學校、家長或學生反對參加
TSA，學生是否可以不應考的問題。他
期望，待報告發表後，公眾可嘗試放下
對「舊版」TSA的一些看法及理解，並
留意試行學校的經驗分享，以新角度了
解TSA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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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經歷多年適齡學生持續減
少後，下學年升中生人數終告反彈，教育局預計將有
4.78萬名小六生參與明年9月入學的中一派位，較本年增
加約2,200人。不過根據教育局昨日出版的《申請中一自
行分配學位手冊》，推算來年英文中學中一學額約有
1.59萬個，較本學年減少約400個，勢令入讀心儀英中
「爭崩頭」。有校長提醒，家長選校除看教學語言外，
只應視乎子女的興趣和能力，為其安排合適學習環境。
2017年9月入讀中一的小六學生，即日起可透過學校
收到兩份《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並於下月3日至
18日向不多於兩所的心儀中學提交申請。而本報按《手
冊》資料統計，全港所有中一均開辦英文班的中學，來
年供自行分配學額有4,789個，較本年度下跌約100個。
按中學可預留三成學額作自行分配推算，連同統一派

位，全港英中學額有15,900多個，較今學年減少約400
個。
英中學額有所減少但遇着適齡學童人口，意味着學童

入讀心儀英中的競爭將趨激烈。津中議會當然執委林日
豐認為，家長為子女選校時應多考慮其興趣和能力，而
非單看教學語言，若子女小學時主要以中文學習，就應
評估他們能否適應英中全英語教學環境。
他續指，現時不少明智家長，會同時考慮不少辦學較

佳的中文中學，好更有效為子女選擇合適學校。

增校推STEM教育 課堂學習用平板
另就社會正積極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同於昨日公佈

的《中學概覽2016/17》顯示，亦有不少學校以推動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作推廣重點，例

如提及會增設專責STEM的中心和小組、開辦及更新設
計與科技科內容，在課堂使用平板電腦學習等。
其中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便列明，在小六升中一的

暑期銜接課程已引入STEM啟導課程，讓升中生能對
STEM有初步認識，而中一級的設計與科技科引入機械
人內容，同時亦計劃開辦生物科技課程，並籌劃建立生
物科技實驗室（BioTech Lab）；香港仔工業學校則提到
有設立STEM教育研習中心，向學生提供更理想的設備
和環境，培養創意、解難和探究等能力。
傳統名校皇仁書院則指，該校邀得香港大學為其科學

科進行檢討，並制訂學生自主學習計劃，同時學生參與
科大提供的暑期課程，設計太空船。道教聯合會圓玄學
院第三中學亦在專題研習課引入結合STEM的元素自編
教材，以有系統地教授學生研習技能。

升中生增學額減 英中勢「爭崩頭」

編者的話：裘槎基金

會昨舉行頒獎禮，並公

佈2017年「裘槎前瞻科

研大獎」及「裘槎優秀科研者獎／優秀醫學科研

者獎」得獎學者名單，共有來自3所大學的6名

學者獲得表揚。本報今日開始陸續刊出各學者的

系列訪問，為讀者介紹其科研成果及歷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為
探索各種大自然的奧秘，物理學家努
力研究，在實驗過程中的每一小步嘗
試，都是人類邁向進步的一大步。今
屆「裘槎優秀科研者獎」得主之一的
香港大學物理學系教授崔曉冬，致力
研究二維空間物料的物理特性，並發
現二維硫屬化物（2D Transition met-
al dichalcogenides，簡稱TMD）並非
良好的光學材料，不適合用作製造太
陽能板或LED燈。崔曉冬認為，不是
所有物理學發現都可即時應用於生
活，「但世界存有太多未知的東西，
好奇心是研究的動力」。
2004年加入港大物理系的崔曉冬，

主要研究電子自旋現象。隨着學界發
現新的二維空間材料，他於2011年
亦開始研究此類物質，包括以光電測
量二維硫屬化物的物理現象。
他解釋：「TMD是一種礦物，其

電子自旋和能谷自由度方面的特性有
待研究，要了解這些特性，才可進一

步研究如何操控，及將之應用，潛在
的用途很廣泛。」
二維物質TMD是較新的研究領

域，崔曉冬的研究工作，好比在迷宮
中尋找出口，需要逐一嘗試，過程中
難免碰到死胡同：「有時我們的研究
結果是負面的，即是不能證明假設，
只能否定某一個可能性。」
聽上去很氣餒，但對科學家而言，

每個實驗亦為學術理論提供了一項線
索，「例如曾經有科學家提出TMD
可用作製造太陽能板或LED電燈，不
過我們的研究顯示，TMD不是一種
好的光學材料，未必適合這種應
用。」

崔曉冬：好奇心是研究動力
雖然新物質在短期內未必可應用在

生活中，但崔曉冬認為研究的初衷不
能局限於應用，「發明電力時也無人
能想像今天的應用吧。世界存有太多
未知的東西，好奇心是研究的動力，

應用是副產品。」然而，回顧科技發
展的歷史，很多革命性的發明，都源
自基礎發展，是科學家本着純粹的好
奇心，長年埋首在實驗室內進行探究
的成果。
對於獲得殊榮，崔曉冬感到高興，加

上現時科研資源不足，獎項所得200萬
元研究經費對他更為重要。他又提到，
香港不能期望每名畢業生都做學術研究，
舉例指美國的學生可到高科技公司就業，
但香港欠缺成熟的高科技行業吸納畢業
生，窒礙了人才培育。

研二維空間物料 證TMD不宜製LED燈

■■黃澤蕾表示享受實驗室工作黃澤蕾表示享受實驗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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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全球有85萬人確診肝癌，可惜目前未有藥物能根治肝
癌，只有一種官方批准的藥物，可用以延長末期肝癌患者

的壽命約3個月：「但這種藥物昂貴之餘，更有很多副作用。」
曾經參與有關乳癌、鼻咽癌等研究的Carmen，大約於2012
年專注研究肝癌：「因為肝癌與肝炎有關，全球有約一半的肝
癌患者是中國人，所以香港很需要發展有關肝癌的研究。」

減抗氧化物困難重重
Carmen與團隊將研究定位在癌細胞的新陳代謝機制，希望找

出嶄新的治療方向：「癌細胞可以迅速及不受控制地生長，這
特性與它獨特的代謝機制有關。」她發現，癌細胞與普通細胞
一樣，會在代謝過程中產生活性氧化物（ROS），而ROS是具
破壞性的物質，因此細胞同時需要生產抗氧化物（Antioxi-
dant），以抵禦ROS的傷害。
無論癌細胞或正常細胞，都需要處於ROS和抗氧化物數量平
衡的情況，才可生存，Carmen說：「所以要破壞癌細胞，就要
破壞此兩種物質的平衡，途徑有二——增加ROS與減少抗氧化
物。」概念看似簡單，但原來癌細胞有很多種途徑製造抗氧化
物，即有多種方法達至平衡：「癌細胞的代謝網絡就如我們港鐵
的路線圖，由一點去另一點的路線很多，如果一種路線阻塞了，
癌細胞可循另一路徑製造抗氧化物，要全部阻截困難重重。」

料10年後臨床應用
Carmen估計，未來需要約5年時間拆解癌細胞的代謝網絡，
然後再發展治療方法：「針對不同的代謝網絡，用藥亦不同，
可能是打針或口服藥物。」臨床應用估計要等約10年之後，然
而，新的治療方法有望用於肝癌初期，及早幫助病人。
「裘槎前瞻科研大獎」於2012年成立，旨在物色一批極具才
華，學術成就足以在國際學術界競爭的學者，讓他們在學術成
就起步階段獲得支持。每個科研基金最多有500萬供5年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實驗室內，Car-
men熟練地戴上手套，示範從液態氮桶中，取出
零下80度冷藏細胞樣本作檢測。這位年輕且漂亮
的女生直言，細胞變化多姿多彩，好比看連續劇
一樣富娛樂性；她甚至不愛放假，更愛研究工
作：「我們可以放假，但實驗細胞和小鼠不會，
所以我每天也要回來探一探望牠們，不想錯過任
何變化。」
獲得「裘槎前瞻科研大獎」的學者，皆是科研

界具潛力的「明日之星」，但Carmen直言，科
研歷程從來不會一帆風順，「做10個實驗可能只
有3至4個和假設一樣，極需要面對挫折的毅
力。」讓她堅持的原因，是自幼建立對科學的興
趣及希望幫助病人的願望；中學和大學時期都於
加拿大度過的她笑言，自己從小充滿好奇心：
「科學有樣好，就是做落去會不斷有新的問
題。」
談起研究，Carmen的臉上總展露滿足的笑
容：「好比看連續劇，看細胞的變化不會悶。」
為了緊密觀察，自2003年回港從事科研工作後，
她除了到外地旅行或做學術交流的日子外，每天
也會到實驗室跟進狀況，更笑言實驗細胞和小鼠
不會放假：「好比探望家人，或養寵物，要定時
餵藥和觀察，不想錯過任何變化。」
於加拿大大學畢業當年，剛巧是沙士時期，讓

一直想念香港的Carmen決意回港。她先到科大
修讀生物科技碩士，然後到港大獲得癌症生物學
博士學位。
做科研難，在香港做科研更難，她亦感嘆：
「由於香港是商業社會，很難吸引人才投身科
研。」因此她勉勵青年人，應放下過多的顧慮，
敢於追尋自己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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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昨日出版《中學概覽2016/2017》及《申
請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手冊》供家長參考。 黎忞 攝

■崔曉冬認為研究的初衷不能局限於應用，好奇心才是動力。 港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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