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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創業經驗
：
冀成指路明燈

科大工學院長談創業經 強調一流大學須不斷教學創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科技創新創業是近年社會發展焦點，相關的人才培育尤其受到關注。香港科技大學工
學院院長鄭光廷表示，在科技日新月異下，大學亦需要不斷探索教學創新，在做好專業基礎知識的同時，更應與業界緊密合
作，讓學生學習到對未來職業生涯不同新環境的適應及創新能力，為社會培養畢業後 30 年亦不落伍的人才。他又以自己多次
■鄭光廷教授
何花 攝

創業經驗分享指，失敗經歷往往較成功能學到更多，因成功者經驗未必可複製，而失敗時的問題則可直接借鑑，都可成為後來
者的指路明燈。

鄭光廷近日於科大深圳研究院接
受了本報記者專訪，談到人工

智能發展、創新人才培養、學界與
業界合作互動等話題，他尤其重視
對教育的探索，強調「一所一流大
學，要不斷進行教學創新，才能夠
培育出引領社會潮流的人才」。

「不想被淘汰就適應新環境」

■香港科技界人士到深圳參觀了解工業界技術革新。

受訪者提供

本身為國際級電機和計算機專家
的他，又以智能手機發展為例，說
明培養學生創新、適應能力的重要
性，「智能手機至今只有 10 年歷
史，變化已經翻天覆地；而一個大
學生畢業後職業生涯至少有 30 年，

轉變之大可想而知。沒有人會知道
自己未來 30 年需要經歷什麼樣的工
作，想要不被淘汰就必須具備適應
新環境和創新的能力。」
鄭光廷指，大學教育應持續作教學
創新，不能停留於固有模式，一方面
大學課程要確保學生能學好專業基
礎，才有機會能將知識應用於工作，
另一方面更要與社會的轉變互動。他
表示，工學院優勢在於與業界緊密合
作，課程設置和科研題目都會採納業
界意見，並於教學活動加入更多業界
知名人士和校友講課，為學生提供氛
圍。他又提到，深圳科研產業發展極
佳，能與欠工業的香港優勢互補，對

科大的教學研究、產業轉化、與業界
的聯繫等都非常重要，期望未來能深
化有關方面的協作，提高大學的科技
初創水平。

兩次科研創業 一得一失
以科研成果創業至今成為不少新
一代年輕人的目標，鄭光廷又分享
個人經驗指，他於美國高教界發展
時，亦曾兩度創業，包括首次關於
集成電路測試，企業於運作數年後
成功賣予一家美國企業；但第二次
2000 年前後有關視覺識別的初創公
司，其項目因為太前沿，所以沒有
被市場接受，導致失敗收場。

「港洽周」首設青年主題板塊交流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兩年一度的
「湖南（香港）投資貿易洽談周（港洽
周）」昨日開展「創造青年．活力湘港」專
題活動。今年「港洽周」首次設立青年主題
板塊，讓兩地優秀青年以各自有關創意、創
新、創業成果結合企業發展分享心得，又進
行聯合創新模式探討。
活動上，兩地青年社團、科創企業就進
一步合作與交流達成合作協議，科創類企業
■向力力
現場簽約總額逾10億元計。

多家團體合作 簽約逾10億計
2017「港洽周」「創造青年．活力湘
港」專題活動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辦，共青
團湖南省委、湖南省青年聯合會承辦，湖南
省青年科技工作者協會、湘港青年交流促進
會協辦。此次「港洽周」於4月26日至30
日在港舉行，是湘港兩地規格最高、影響最
大的招商平台。
為貫徹落實國家「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和湖南省「創新引領開放崛起」的戰略
部署，「港洽周」首次設立青年主題板塊。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湖南省青年科技工
作者協會和長沙中電軟體園當場簽署《關於
促進港湘優秀青年交流合作的戰略合作框架
協議》，另有多家兩地社會團體和科創企業

柴婧 攝 ■卓永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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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兩地社會團體和科創企業達成合作協
議。
柴婧 攝
達成合作協議，簽約總額逾10億元計。
湖南省副省長向力力在講話中分享指，
是次行程中曾到香港科技大學參訪，感受到
香港的大學生及創新創業團體生機蓬勃有活
力，相信湘港之間合作交流的空間非常大，
「希望兩地青年積極響應國家創新驅動的發
展戰略，把個人的創新創業行動與推進科技
發展經濟繁榮相結合，希望以此次活動為契
機，加強兩地青年科技創新創業人才之間的
交流交往，熱烈歡迎香港廣大科技青年才俊
到湖南創新創業。」

卓永興盼兩地登創新快車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卓永興在
發言中則指，近年湖南科技發展進步快速，
高新技術產業保持高速增長，國家高新區、
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增長速度也是全國頭幾
名，希望湖南與香港的創科合作也會乘上國
家的創新快車，高速向前邁進。
在湖南創業的青年代表原丁，亦與現場港
青分享當地科創發展優勢，「首先，湖南距
離港深地區非常近，高鐵3個小時能直達，
第二湖南優秀高校很多，有人才基礎，第三
長沙房價提供非常好的創業條件，大家生活
幸福指數也很高，此外，湖南省政策支持和
產業發展方向也符合我們的創業方向。」

香港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洪為民則向內
地創業青年分享對香港創業環境的觀察，他
認為，香港和內地具備不同優勢，比如香港
稅收低、行政效率高，但內地市場則較大。
他說：「香港能為湖南帶來全球資金、
領先的產品設計、對全球消費者品味的了
解。今天看到許多科技企業來港希望透過香
港走向全球，我相信這就是香港正在轉型中
需要扮演的角色，作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窗
口。」
此次活動亦向與會者展示多項湖南企業
的科創產品，包括高精度三維掃描儀、無線
寬帶自組網設備等。

教育加碼 180 億 教聯會促支援 STEM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近日提出，計劃將本年度多出的 180
億元盈餘預留作教育用途，包括加強高教界
的學術和科研發展資源，教聯會對此表示歡
迎。該會並建議，政府在推動高教創科的同
時，亦應增加對基礎教育，包括增加大中小
學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教育
的撥款，以回應香港創科教育發展的銜接需
要和延續性。
教聯會表示，過去教育局有分別與全港中
學和小學發放一筆過 20 萬元及 10 萬元的
STEM教育津貼，但有關撥款只足夠作為起
動經費，或外購一些零散服務，用完後

STEM教育便無法延續，因此希望當局全盤
考慮整體創科教育發展的銜接和延續性，讓
新增的 180 億元亦可用作加強大中小學的有
關支援。
教聯會指，現時教育界亦面對多個迫切問
題，建議以額外的教育預算設立校舍緊急維
修基金及重設中小學教師「肥雞餐」，以確
保學校校舍安全，並加速教師團隊的良性更
替。該會又提到，希望當局可設立青年進修
獎學金，支持持有副學位資歷的青年，到境
內外升讀銜接學位課程，更可配合「一帶一
路」的需要，修讀與沿路國家或地區有關的
外語，以提高香港青年競爭力。

劉際明任浸大協理副校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浸會大學宣佈委
任該校理學院副院長、
計算機科學系講座教授
劉際明（見圖）兼任協
理副校長（研究），由
5月1日起生效。他將主
力協助浸大提升研究力
量，推行並監察與研究相關的策略發展計
劃，包括確立和推動大學重點研究，以及籌
劃2020年研究評審的工作。
浸大校長錢大康對是項委任表示歡迎，

他讚揚劉際明具卓越領導才能和研究成就，
是著名學者和管理人員，感謝他願意於本身
工作之外兼任有關協理副校長層位。
1993 年加入浸大的劉際明，曾於 2003 年
至 2011 年間任計算機科學系系主任，並在
2015年6月至2017年1月擔任署理理學院院
長。作為知名電腦學者，他曾獲得浸大傑出
學術研究表現獎，亦有於多個學術和專業團
體服務，並於 2011 年獲選為國際電機與電
子工程師學會（IEEE）院士，以表揚他在
網絡智能和多元代理自主導向計算研究上的
成就。

■旅遊與款待
科舉辦了餐具
擺放遊戲。
學校供圖

■同學參觀
「國泰城」的
模擬機艙。
學校供圖

廠商會中學
「科學周」
學知識
廠商會中學近日
舉行了「社會科學
周」，由該校通識
科、健康管理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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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關懷科、旅遊與
款待科、經濟科，以及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科合辦，總共進行了 20
項大大小小的豐富活動，學生們透
過校園營銷、展覽、早會分享及不
同的參訪，認識各學科相關知識。
是次「社會科學周」由校園營銷
活動打響頭炮，該校今年由 6 組學生
合資小本經營了 6 個攤檔，從而實踐
企會財科的知識。當中一組中三女
生雖然尚未就讀企會財，但亦獲老

師准許破例參加，她們於攤檔運用
所學的基本商業理論，配合適當定
價和促銷策略，積極走進課室向其
他同學宣傳。
各個攤檔售賣不同的玩意、精品
及文具，成功吸引大批同學參觀和
購買，業績相當理想，成功體驗營
銷運作的情況。
除校園營銷外，活動還包括攤位
遊戲、問答比賽、展覽，以及主題
包括「國際禮儀」、「器官捐贈」
的短講分享，校方並安排了部分同
學到國泰城、立法會等參觀，於課
外學習各社會相關學科的知識。
■記者 高鈺

鄭光廷特別提到，與部分人多談成
功少談失敗相反，自己跟學生談創業
時，會更重視失敗經歷並從中學習，
因為成功者經驗別人未必可複製，而
失敗則往往是因為踏入了幾個固定類
型的誤區：或是項目與市場需求不
符、團隊協作失敗，或是融資推廣不
力等，所以對有志創業者來說，前人
失敗教訓的指導作用遠遠大於成功經
驗，也更能直接借鑑。為此，他一直
鼓勵科大人在各類交流會和校友講
座，將自己創業成功及失敗的經驗全
盤分享，因為創業有成敗，而經驗卻
不分成敗，都能夠成為後來者的指路
明燈。

發揮
「雲端運算」
發展電子學習
香港從 2000 年起，學校陸
續建立學校網站、電郵系統、
學習管理系統以及行政管理系
統如 WebSAMS 等，當年可說
*1$
是非常先進，亦為學校啟動了
較現代化的管理。而為了應付這些系統，學校
增加技術人員之餘，很多教師亦要從事技術支
援工作，大大加重工作壓力。而且科技日新月
異，教師並不可能像資訊科技專業人士一樣，
不斷更新科技知識，這情況形成了一個技術樽
頸，學校用這種自行設計、自行建造、自行操
作的模式運作，並無法全面推展電子學習。
曾經聽說過有學校要同時管理 30 多台伺服
器，有 24 小時空調專用房間作為數據中心。
這些設施看似很高端，但實際上，無論在保安
或運作都會大大加重學校電子學習的成本，且
難以提供安全穩定的服務，亦難以支援學校範
圍以外的電子學習。

雲端公司管理 省卻聘技術員
其實要全力展開電子學習， 不可單靠自行
操作的科技模式，而需要有發揮規模經濟效益
的公共設施如「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雲端運算」是現今科技潮語，自
從蘋果電腦推出iCloud服務後，普羅大眾對雲
端多了一些認識。簡單來說，雲端運算可以將
一些自己管理的伺服器及應用程式，交託雲端
運算服務公司管理，這不但可省卻聘請技術
員，而且可隨時擴展容量、增加頻寬等，這些
都是一般自行管理模式無法達到的優勢。
而更加重要的是電腦保安方面。以最近非常
流行的勒索軟件為例，這些軟件一般透過電郵
系統，傳播含有間諜程式的附件，一旦打開，
不但會鎖上收件人電腦內所有檔案，更可能透
過內聯網，鎖上學校伺服器上的所有檔案。不
過，學校若使用雲端電郵系統，例如微軟的
Outlook，電郵系統本身已有很高級別的防毒及
保護程式，不容易受到感染，而檔案若儲存在
雲端檔案系統，那些系統本身亦受到保安程式
及加密軟件保護，不容易受到勒索軟件入侵。

港教育城亦屬雲端服務
其實台北多年前已推出一個「教育雲」計
劃，把一些教學資源及服務，綜合於一個教育
雲的平台，為學校提供支援。至於香港，香港
教育城對學校來說也屬於雲端服務，學校只要
在教育城擁有教師及學生的賬戶，就可使用各
種電子學習平台，包括虛擬學習平台、學生評
估平台、遊戲學習平台、教育短片等。
教育城今年 3 月起也引入一些外國學習平
台，其中一個基本要求是平台必須使用雲端服
務，即使很多學生同時使用，也不會出現負荷
問題，而學校亦不用掌握技術知識，就可以全
校應用。現在大約有 200 多間學校使用，達到
短時間內大規模推行的目標。
在「雲端運算」策略下，將可帶動教育邁向
「雲世代」，再配合易用的平板電腦，會是成
功推展創新電子學習模式的關鍵。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教育城行政總監 鄭弼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