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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開支偏低 損港競爭力
僅佔生產總值0.7% 教資會批研資局欠透明度手腳慢

■ 研資局欠缺透明度，研究人員對程序認識不
足、對評審及其結果是否公平抱懷疑

■本港研究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較其他地區低，
難免影響競爭力，質疑定額的基金資助研究制
度是否能持續

■針對研資局推動的計劃之運作及成果，應蒐集
更豐富的數據，如博士研究獎學金計劃的得獎
者畢業去向及所處事業階段；安排評審小組撰
寫申請個案的定期回顧報告，以了解計劃成效

■將研究項目分為基礎、應用兩類，及以本地問
題為主、具國際重要性兩類的做法，會帶來不
安，在其他地區不常見

■指導性過強的研究制度不利優秀研究成果，建
議應先聽取專家發展或督導小組的意見後，才
釐定策略或專題研究方向

■資助制度未有充分考慮如何促進和支持學科與
院校間的跨學科協作研究，或通過海外合作進
行跨學科協作研究，建議資助需較少經費、可
能與海外夥伴建立網絡或關係的項目

■現行處理研究申請的制度值得檢討，由遞交申
請至公佈結果時間長，也應檢討現時每年提交
申請的安排。小組認為，頻密申請增加行政開
支，耗費申請者的時間和精力，建議研資局審
視制度，精簡程序，以作平衡

資料來源：研資局檢討（第一階段）專責小組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研資局檢討專責小組問題重點

第一階段的檢討工作，會審視研資
局資助計劃的組合分配、研資局

架構，及了解海外研究撥款機構的良好
做法。
研資局檢討專責小組去年7月成立，
並委聘外聘顧問協助專責小組收集研究
人員及研資局成員的意見、諮詢其他持
份者等，再撰寫研究結果，之後由小組
討論後提出建議。教資會今年5月接納
專責小組的報告。

讚資源有限 仍有效應對
報告讚揚研資局在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仍能有效應對本地研究活動大增的

問題，並建立了一個可與世界各地媲美
的制度，以及建立了一套穩健可靠的程
序。不過，報告亦點出研資局在評審、
資助及申請程序等方面出現的問題。
報告指出，香港研究開支偏低，僅佔

本地生產總值的0.7%，對比起其他地
區較低，加上鄰近地區已積極建立更優
質的制度，專責小組認為這對本港競爭
力影響尤大；並指出在現今研究的需求
及經費不斷轉變下，令人質疑現行定額
的基金資助研究制度能否持續。
專責小組建議特區政府應檢視如何為

研究界別提供更多資助金額，令資助來
源更多元化。

項目分「基礎」「應用」不妥
專責小組又批評，研資局與學界溝

通不足，不少人反映研資局欠缺透明
度，研究人員對研資局的政策及程序
認識不足、對評審與其結果是否公平
等抱有懷疑，建議研資局以「公開論
壇」為基礎，加強實質溝通。
至於現時研資局將研究項目分為「基

礎」和「應用」，報告指出這未能確切
地形容研究性質，而以「本地問題為
主」、「具國際重要性」的做法則予人
有等級之分的印象，令人不安，建議研
資局檢討有關字眼。
就處理研究申請的制度方面，小組質

疑相關制度保守，並批評由申請人遞交
研究申請至公佈結果的時間較長，未能
配合現今研究步伐，而每年撥款一次的
安排也未能跟上其他地區每年審批多次
的步伐。因此，專責小組建議研資局審
視制度，精簡程序。
同時，報告提出現行資助制度未有充

分考慮如何促進和支持學科與院校間的

跨學科協作研究，或通過海外合作進行
跨學科協作研究，故建議資助需較少經
費、可能與海外夥伴建立網絡或關係的
項目。

盼政府投放更多資源挺研究
教資會主席唐家成表示，研究基金的

每年投資回報由2009年的約6%大幅下
降至2016年約3%，期望政府投放更多
資源支持研究。
因應報告中提到「研資局應檢視其資

助研究項目的廣泛社會影響」的意見，
研資局將於明年初以試驗性質推行「研
究影響基金」的競逐研究資助計劃，鼓
勵本地大學進行更具影響力的研究。
據了解，第二階段的檢討將重點審視

「微觀事宜」，例如評審和監察程序的
質素、評審小組或委員會成員之間的溝
通方法、資助計劃的推行時間、在評審
過程中防止利益衝突的安排以及處理涉
嫌行為不當的個案的機制。
研資局將於轄下設立工作小組，負責

監督第二階段檢討的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資會昨日發表研究資助局檢討

（第一階段）專責小組報告，當中指出本港研究開支相比其他地

區偏低，僅佔本地生產總值的0.7%，嚴重影響本港競爭力，建議

特區政府檢視如何增加研究資助金額。報告並批評研資局欠缺透

明度、處理研究申請以至公佈結果的時間太長，及將研究項目分

為「基礎」和「應用」兩類的做法不妥，建議研資局跟進。

科大生誓圓「老闆夢」 擬建P2P借貸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為支持學生創業，
科技大學商學院擬於明年在李兆基商學大樓騰出約
400平方米設立孵化基地，設立共享工作空間，提
供伺服器、3D打印機等設施，讓學生為創業大計
而打拚。該校工商管理學士（財務學及資訊系統
學）三年級生周鉉淦也有一個「老闆夢」，他利用
課堂學得的金融科技技術建立了個人對個人
（P2P）的借貸平台，明年將成立初創企業，為了
進一步裝備自己，他昨日啟程赴史丹福大學「取
經」。
周鉉淦利用在科大所學的金融科技及商業知

識，與兩名同學合作開發促進投資槓桿的借貸平
台。他表示，平台可實現資金提供者（例如商業銀

行）和大宗經紀商（例如投資銀行）之間的交易自
動化，亦可在保護投資者投資策略不洩露的情況
下，透明化部分資料，改變目前沒有辦法即時更新
資金用途給資金提供者，致使投資風險增加的情
況。

擬下年成立初創企 先赴史丹福「取經」
他表示，該項目已加入「數碼港．大學合作夥

伴計劃」，年底將獲得10萬元投資，因此他計劃
於下年成立初創企業，並於24個月內推出平台，
把構思實踐出來。為了解金融科技最近發展和初創
企業要注意的重點，周鉉淦會到史丹福大學進修創
業課程，為創業大計「加油」。
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表示，現在金融科技迎

來爆炸性發展時代，故該領域是科大商學院重點發
展的領域之一，當中的電子交易市場及個人對個人

平台、區塊鏈（blockchain）、智慧投資顧問服務
等部分發展更是惹人關注。

校方擬設孵化基地助創業
他透露，為培訓金融科技人才，支持學生創
業，校方明年擬在商學院李兆基商學大樓騰出約
400平方米作為孵化基地，設立共享工作空間，提
供伺服器、3D打印機等設施，為學生營造創意、
思考和交流的環境，首批申請的學生可免費使用上
述工作間半年。
除了硬件配套，譚嘉因表示，商學院本科課程

中已引入金融科技元素，未來會加強與科學園、應
科院等合作，參與公用工作空間計劃等，而科大商
學院亦將與工學院、理學院攜手開辦金融科技碩士
課程，令課程更具叫座力，首批學生將於2019年
入學。

■ 譚 嘉 因
（ 中 ） 表
示，商學院
擬籌建孵化
基地。左為
周鉉淦。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柴婧攝

本疊內容：教育新聞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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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潮人企業家協會前日假銅鑼灣張公館舉行第四次會董會，前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受邀與大家分享了過去五年在特區政府的工作經驗，演講內容非
常豐富，座無虛席，彩聲滿堂。
出席嘉賓還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香港醫院管理局前任總護理行政

經理林崇綏，名譽會長蔡衍濤、紀明寶，名譽顧問廖偉強、魏雁濱，聯席會
長劉坤銘、方平、鄭敬凱，副會長林赤有、高明東，主席蔡少偉，副主席
張敬川、陳育明、林淑怡，一眾常務會董、會董、其他會員及嘉賓合共80
多人。
蔡少偉致辭時答謝高永文撥冗蒞臨演講，並感謝陳肇始和林崇綏與一眾嘉

賓及會員抽空出席。他說，海外潮人企業家協會2001年成立由數十名會員
增長至目前的數百人，實在有賴各潮藉鄉親的踴躍支持。大家秉承潮藉人士
優良傳統，發揮團結、互助、刻苦和勤奮拚搏的精神，對香港經濟建設及社
會繁榮作出莫大的貢獻。他再三答謝歷屆主席及所有作出貢獻的社會賢達和
熱心會員群策群力，使會務發展非常順利，協會得到各界廣泛的認同和讚
賞。他祝願海外潮人企業家協會能夠持續擴展，再創佳績。

埃科菲國際廚師協會源於法國，是全球規模最
大及最負盛名的頂級廚師組織之一。協會一

直致力於傳承廚藝，推動烹飪技術發展及弘揚專
業精神。
8位參賽的青年廚師施展渾身解數並發揮創意，

以個人烹調風格演繹由廚神埃科菲自創的菜式：
「水煮蛋」和「鱈魚及酥餅」。

今年的盛會有更多亮點，8位亞洲區會長還進行
了一場精彩的名廚大比拚。兩人一組，由該區參賽
的青年廚師當其副手，合力烹調佳餚，而獨特之處
是主要食材會放在一個黑盒內，比賽開始一刻才揭
曉。結果冠軍由中國隊（會長周宏斌和YTE參賽者
陳天翔）奪得。亞軍和季軍分別由中國香港隊（會
長Chef Daniel Birkner及葉卓曦）和中國澳門隊
（會長Chef Raphael Kinimo及余傑濤）奪得。
今年的大賽還邀請到3位法國名廚暨埃科菲國際
廚師協會的名譽會長，親臨擔任評判並主理「名廚
午宴」，分別為 Chef Frederic Jaunault、Chef
Johan Leclerre及Chef Nicolas Boutin。
其中名廚Johan Leclerre出生於法國拉羅歇爾，

在當地開設了Restaurant La Suite餐廳。他早於
2007年榮獲Meilleur Ouvrier de France（MOF/法
國最佳藝匠獎——餐飲界）殊榮，當時他是La
Maison des Mouettes餐廳的東主。他也曾與幾位米
芝蓮星級餐廳的著名廚師一起共事，更一直樂於為
餐飲業作多方面的貢獻，包括擔任與飲食相關的比
賽評判、活動顧問和著書立說。

日前，香港貿易發展局羅文生經理、黃永廉經理助
理和李文主任與香港發明協會楊九三會長及眾理事首
度召開會議，洽談12月6日至8日將於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辦的創智營商博覽會，攜手邀請中國發明協會
及粵港澳大灣區發明協會的優秀發明產品項目，通過
香港國際化平台推向國際社會。
香港貿易發展局與香港發明協會多年來緊密配合，

楊九三會長回憶張景豐老會長曾經受港官方委託主辦
貿易發展會展及協辦經歷，交流了國際展會各國政府
的支持和推廣經驗；羅經理也表示，盡最大的優惠，
支持香港、內地及粵港澳大灣區發明參展；雙方誠邀
各界人士積極報名參展，表示將盡全力辦好此次展
會，發揮國際橋樑作用，將香港、內地及國際的創新
科技優秀產品推薦給國際社會，惠及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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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科菲青年廚師大賽舉行 新加坡代表奪冠

■「埃科菲青年廚師大賽2017」亞洲區總決賽的三位得獎者：冠軍新加坡的
許翰杰(中)、亞軍澳門的余傑濤(左)及季軍越南的Ms. Pham ThiAnhTuyet
(右)。

■中國隊勇奪名廚大比拚 (Chef Battle) 冠軍

「埃科菲青年廚師大賽

2017」日前舉行，來自中國

內地、香港和澳門以及菲律

賓、新加坡、南韓、泰國及

越南的8個亞洲國家或地區的

冠軍人馬，於香港灣仔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餐飲

展 2017」內進行廚藝大比

拚。新加坡代表許翰杰最終

奪得亞洲區冠軍，並將代表

亞洲區於2018年參加在法國

舉行的世界冠軍賽。亞軍和

季軍分別由澳門的余傑濤和

越 南 的 Ms. Pham ThiAnh

Tuyet奪得。

■賓主大合照
■楊九三會長（左一）和貿發局製造業拓展部羅文生
經理（右二）

「信譽名門」
位處澳門望廈區，
鄰近港珠澳大橋及
新城區，更前迎澳
門半島最大型綜合
體育館——望廈
體育館，毗鄰大型
基建，加上完善校
網及交通配套，盡
佔地理優勢，投資
前景看俏。
物業特設住客
專用會所「名門
薈」，囊括約 30
種適合老、中、
青、幼的多元設
施，為澳門北區至
今設施最完善的住
客會所，全面營造
天倫之樂。會所設計更廣納澳門當代藝術大師真跡，品味別樹一幟。
物業戶型設計多達112款，住戶亦可將單位自由設計成開放式至三房間
隔，部分單位更可享媲美大型空中花園的露天平台。發展商更打造破紀錄
17個示範單位，讓買家現場感受靈活自主的生活空間。
信譽名門為發展商信託建築與政府攜手合作，為促成於原地盤發展大型
室內運動場及資助房屋的經典項目。物業亦採用可持續經營的管理模式，
讓管理費控制在一般屋苑的40%，充分反映發展商面向社區、回饋社區。
發展商更以此作為旗下 The T Collection 的首發項目，展現「將優質居停
帶到傳統住宅社區」之遠景。項目現正公開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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