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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糞知腸癌 發病機制破解
中大團隊奪國家自然科學獎 無創診斷準確度達七成

「普教中」需先培養師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大腸癌過去被視為歐美地區的高危疾病，但近

年其發病率在香港愈趨上升，更是香港的「頭號癌症」。為解開其病發機

理，由中文大學校長兼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沈祖堯帶領團隊進行歷時15年的

研究「大腸癌發生分子機制、早期預警、防治研究」。結果首次破解了大腸

癌的發病機制，以及華人獨有的大腸癌基因組突變圖譜；並首創通過血液及

糞便的無創診斷平台，準確度分別高達70%和80%。同時揭示了大腸癌的抑

癌基因及機制，為未來的研究提供嶄新方向。由於研究成果斐然，近日獲頒

2016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資訊發達的今天，
要獲取各地的院校資
訊十分容易，但要掌
握海外獎學金的申請
事宜仍然有一定難

度。
這主要原因是獎學金的名額有限、

各院校的發放資訊渠道並不統一，加
上申請時限及所需文件各有不同等因
素，均使不少同學錯過了申請獎學金
的機會。

定義不一易搞錯
獎學金在定義上並不統一，不少海

外院校把獎學金、學費減免、季節性
學費折扣（例如海外的語言學校的課
程有淡、旺季之分，暑期或長假期需
求較多，學費較高）等項目混為一
談，使不少同學搞不清實際申請的項
目，或花了一段時間查詢後才發現並
非心目中所想的獎學金項目。
此外，近年不少海外院校為想盡快

確定該學年實際學生人數，以便安排
教職人員的工作、課室及其他教學設
施及資源調配，亦會以不同金額的學
費減免來鼓勵同學盡快於特定日期前
確認接受學額，其中不少在名義上會
以獎學金作招徠。
就過去數年所見，這類獎學金項目

發佈的時間隨機性頗重，並非每年恒
常設置，申請及確認時間亦很短，但
這類獎學金的金額近年漸見增加，確
能為家長減輕一些支出，但家長及同
學一般難以掌握這類獎學金的申請時

間及詳情。

需提供特定文件
在名目眾多的獎學金中，筆者建議

同學集中注意一些每年定期設置的獎
學金項目，其特點包括要求申請者提
供特定文件，例如個人簡歷、推薦信
或要求面試等等。
在申請時間上一般會在課程開學前

的半年甚至一年之前便已截止。
最後，除了各院校各自提供的獎學

金項目外，其實亦有不少機構提供專
為海外升學而設的獎學金項目讓同學
申請。
例如英國文化協會為IELTS提供高

達420,000元的獎學金項目，本年的
截止日期為2月28日；而本港教育局
亦有一項名為「香港卓越獎學金計
劃」讓同學申請海外知名學府的課
程，其截止日期為每年的最後一天
（12月31日），十分容易記。
在私人企業方面，有一些項目可以

申請，例如一項名為 Endeavour
Cheung Kong Student Exchange Pro-
gram便是由本港的企業與澳洲政府合
辦的交換生獎學金計劃，名額較多，
亦值得同學留意。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21年經驗協助學生到海
外升學，定期探訪各國中學、大專及大
學，十分樂意分
享協助同學到海
外升學的心得。

語常會於2008年至2014年
期間，曾在160所中小學推行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計劃」，當時給「普教中」
下了一個寬鬆的定義：以普

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主要教學語言，只要
中文科的課堂，超過50%時間以普通話授課
即可。
根據教育局早前的報告，現時有超過70%
的小學和近40%的中學，以不同程度推行普
教中，其中又包括大部分國際學校。
至於推行「普教中」的本地資助中小學，
大多也同時設有「粵教中」的班級，讓家長
和學生選擇。 一般的情況，學習能力較高的
學生，都會選擇「普教中」。

究竟「普教中」有什麼吸引的地方呢？ 下
面是本社收集到的一些學生的意見：
1. 我從小三開始，接受了8年的「普教
中」，獲益良多。「普教中」能提高中文的
書寫水準，因為我們現在書寫用的現代漢語
（書面語），和普通話（口語）一樣，都是
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所以，用普通話來寫作，便有「我手寫我
口」的好處。
2. 「普教中」增添了學習普通話的渠道。
所謂熟能生巧，接觸多了自然有助於學習。
香港人學好兩文三語，說好普通話有一定的
優勢，未來發展可以衝出香港的地域界限。
「普教中」就是學習普通話的好方法。
3.我們學校裡也有一些傳統班級以粵語教

授中國語文科，班中的同學另外有普通話
課，但每周只有兩節，學習時間不夠，普通
話也學得不好。
4.同學的語言學習能力總會有些參差，為
了提高同學的學習效能，學校可以按學生的
能力而編班。
5.推行「普教中」最大的障礙，就是缺乏
足夠的良好師資。政府的教育部門應加強這
方面的培訓。
由此觀之，香港即使暫時缺乏普通話的氛
圍，只要培養好足夠的師資，「普教中」在
香港仍然會受到學生的歡迎。

■麥淦渠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本欄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統籌。該會創辦於1979年，
宗旨是通過研究、出版、教
學、交流、合作等方式促進
中國語文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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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獎學金申請較有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韓流文化近
年風靡全世界，電視劇、電影、音樂、綜藝
節目均大受歡迎，不少港人更熱衷學習韓
語。有中學特意為中三至中五學生安排歷史
文化暨升學交流團，遠赴首爾的大學考察，
協助有志赴韓升學的學生認識相關途徑及要
求，以及早做準備。
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通識科、中文科
及生涯規劃暨升學就業輔導委員會於聖誕節
期間舉辦了「韓國首爾歷史文化暨升學交流
團」，參與的學生來自不同背景，除了本港
學生以外，亦有新來港學生以及來自巴基斯
坦和尼泊爾的非華語學生，師生一行40人於

韓國首爾進行5日4夜的考察活
動。
校方表示交流團一大目的，

是要讓同學了解赴韓升學的方法
及要求，同學到訪了梨花女子大
學，相信可為打算赴韓升學的同
學提供實用資訊，幫助他們及早
為升學及生涯規劃做好準備。
此外，交流團以歷史文化為

主題，安排團員參觀國立民俗博
物館、三星電子博物館和清溪川博物館，以
及前往臨津閣東大門設計廣場、N首爾塔公
園、KBS電視台、夢幻樂園及廣藏市場多個

景點。其間同學們有機會穿着韓服，製作並
試吃泡菜，親身體驗當地傳統與本土文化，
藉此拓闊眼界。

朱石麟中學考察首爾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中大醫學
院自1997年開始對大腸癌進行全面性研
究，但直至2000年大腸癌仍未有受到亞
太地區的重視。
為了解亞太地區包括中國在內的大腸

癌流行病學現狀及高危族群，中大研究
團隊在2003年帶領亞太地區17個國家和
地區進行研究，並提出結腸鏡作為中國
大腸癌篩查手段的準確性和安全性，亦
領導成立大腸癌篩查亞太工作組。
團隊在2005年首次明確亞太地區的大

腸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均正高速增長，大
為提升了亞太地區對大腸癌的重視。
中大在2007年牽頭舉辦亞太區大腸癌

篩查共識會議，建立新的大腸癌危險評
分方法，並首次制定了亞太區大腸癌篩
查指南。
沈祖堯指出，利用篩查指南可讓17個
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根據指南制定所需
的政策，目前新加坡、台灣、日韓、新
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已制定了自己的大腸
癌篩查方法。

沈祖堯又提到，在北美洲及歐洲，50
歲以上即可做腸鏡，但亞洲人口較多，
政府未必可負擔得到。

高危人群仍需做大腸鏡
但他認為70歲以上的長者、男性、有
大腸癌家族史及吸煙人群都是高危人
群，可根據危險評分劃分危險程度，
「如果發病率高的人群可早點做大腸鏡
篩查，發病率低的人群則可以先做大便
測試。」

率亞太地區研究制定指南

該研究團隊除沈祖堯外，還包括內科及藥
物治療學系于君教授、麻醉及深切治療

學系和消化疾病研究所助理教授胡嘉麒博士、
外科學系吳兆文教授，以及醫學院院長陳家亮
教授。
要預防控制大腸癌就需要找到早期的診斷
方法，所以要了解大腸癌發病的分子機制，以
及其發病原因。以往科學界對大腸癌的分子基
因所知不多。有份參與研究的中大內科及藥物
治療學系教授于君指出，大腸癌發生的分子機
制有兩種基因，分別是抑癌基因及促癌基因。
「當促癌基因被激活、抑癌基因減少時，腫瘤
就會產生。通過外顯子測序和基因捕獲測序發
現，CDH10、FAT4 、DOCK2為中國人獨有
的新促癌基因，而根據這種基因，我們找到了
它們之間信號通路的關係。」她指團隊通過單
細胞測序全球首次證實了大腸癌是雙克隆（兩
個細胞）來源，有助解開大腸癌的發病機制。

發現8種抑癌基因
為了破解大腸癌的發病機制及診斷標誌
物，團隊對抑癌基因進行研究。結果發現8種

新抑癌基因，以及8個與大腸發生發展相關的
小分子核糖核酸（miRNA），「對照比較，
在腫瘤裡面升高的小分子核糖核酸促進大腸癌
發生，他們的作用很大，可能做為標誌物。」
于君補充道︰「大腸癌早期並無症狀，發現疾
病通常已經很晚期了，因此，在病人無症狀
時，發現分子標誌物可以提早診斷。」

糞便篩查最快今年推
團隊亦開發了診斷大腸癌的方法。以往篩查
大腸癌主要以大腸鏡進行，但有令腸管壁穿孔
的風險。於是團隊根據基礎研究的成果，研發
了無創診斷平台，可通過血液及糞便進行大腸
癌篩查。沈祖堯解釋，腸道會釋放細胞進入血
液和糞便中，所以透過檢測血液和大便中是否
存有特定的大腸癌細胞標誌物，便可無創診斷
病人是否患有大腸癌以及還未出現病變的腸內
瘜肉，有助更早期發現和治癒大腸癌和瘜肉。
沈祖堯又指，血液篩查的準確度可達70%，
糞便篩查的準確度則可以達到80%。利用糞便
檢測大腸癌的技術，正待內地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審批，料最快今年內推出市面。

特區政府在2014年
施政報告中宣佈，資
助特定年齡組別的市

民接受大腸癌篩查，以確定醫療設施對
增加服務需求的應對能力，並評估市民
對大腸癌篩查的認識、觀感和接受程
度。沈祖堯期望，政府可將現時大腸癌
篩檢計劃的涵蓋年齡，擴大至50歲以
上，令更多人受惠。

現時在1946年至 1955年期間出生
（即61歲至70歲），已登記加入電子
健康記錄互通系統並持有效香港身份證
或豁免登記證明書人士有資格參加篩
選。

篩查人士只需在家收
集樣本，然後交回收集
點。如測試結果呈陽
性，則需要接受大腸鏡
檢查；若檢查過程中發
現瘜肉，醫生會把瘜肉
切除並進行化驗，以減
低瘜肉變癌的機會。
「大腸癌發生分子機

制、早期預警、防治研
究」的研究成員之一的外科學系教授吳
兆文指出，政府的先導計劃許多都是參
考中大一直進行的研究數據。沈祖堯認
為，若參照美國經驗，從香港篩查年齡

擴展時開始計算，預計20年後患大腸癌
機率會降低，期望政府可將大腸癌篩檢
計劃的涵蓋年齡，擴大至50歲以上。

■記者 柴婧

沈祖堯冀篩檢計劃擴至逾5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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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堯（中）、于君（右二）、胡嘉麒（右一）、吳兆文（左一）及陳家亮（左二）組成的研究團隊憑「大腸
癌發生分子機制、早期預警、防治研究」獲頒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柴婧 攝

■■同學們穿着韓服同學們穿着韓服，，體驗韓國傳統文化體驗韓國傳統文化。。 校方供圖校方供圖

■研究團隊教授在實驗室指導學生研究。 柴婧攝

■大腸癌
篩查先導
計劃的樣
本 收 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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