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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汕大女「橫渡大西洋」誠哥讚追夢展潛能

鄭耀棠獻策灣區 港人享「國民待遇」

張翔掌港大 盼設「全球實驗室」
冀學校領先全球貫通中西 吸歐美內地尖子助力

港大日前公佈張翔為新校長唯一候選人後，
昨晨起一連舉辦3場諮詢會，分別讓教職

員、學生及校友與張翔見面。

首具內地教育背景港大校長
港大師生對其第一印象整體不俗，惟亦有部分
教職員及學生對其有關行政管理經驗、對港大、
香港的熟悉程度等方面提出疑慮。港大校務委員
會聽取教務會意見後，至傍晚以大比數通過張翔
的校長任命。他將是港大歷史上首位具內地成
長、教育背景的校長。
港大候任校長張翔，在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校

長物色委員會主席施文信陪同下於昨晚會見記者
並接受提問。

李國章讚最佳人選
李國章歡迎張翔出任港大校長，讚揚他是一
位優秀的人（wonderful person），並具備卓越
的學術成就及領導才能，其品格、視野、管理
才能、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等，都是遴選標準
下的最佳人選，對張翔未來帶領港大面對種種
機遇和挑戰充滿信心

黃永光讚中文文化經歷豐
港大校務會委員黃永光亦指，張翔學術科研成
就卓越，具豐富中文文化經歷及創新精神，是校
長的合適人選。
張翔則表示，對於能領導港大感到非常榮幸。
他在學術界成就卓越，為何會毅然投身港大成為

校長是許多人關注的問題。
他形容，香港是一個特別的、東西交匯的地

方，認為這裡有很多機會。
對於有消息指，張翔曾建議港大主動跟內地大

學合作，爭取內地政府研究資源，他昨日於不同
場合屢次澄清指，自己是希望融合中西文化，爭
取西方和內地的資源，強調並非只與內地合作，
希望聯繫港大、內地、歐美三方，將港大發展成
國際學府。他表示，雖然未曾試過在香港工作，
但曾與不少來自香港的教職員和學生合作，相信
自己有能力勝任。
學術成就得到港大師生普遍認可的張翔，在其

日後構建港大學術發展上被寄予厚望。他昨日在
幾場見面會中提到，有意於港大成立一個全球實
驗室，招募英、美、內地等地人才，為港大學術
發展助力。
他並表明會守護學術自由，但強調自由亦有道

德及法律上的限制（見另稿）。
馬斐森將於明年1月底離任，不過港大昨未有

具體提到張翔接任日期。據了解，張翔會將在美
國的學生安頓妥當後，辭去現有工作到港大履
職，其校長任期5年。李國章補充說，任期屬可
續任（renewable）。
張翔是世界領先的納米科學及材料工程專家，

身兼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
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及4個相關科學
學會院士。過去多年他獲得多個科研獎項，其所
發明的「納米隱身衣」曾被《時代》雜誌選為
2008年十大科學發現及50個年度最佳發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經過8

個月的全球物色和遴選，香港大學昨

日「敲定」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頂尖納米材料科學家、「隱形衣」

發明者張翔「接棒」現任校長馬斐

森，成為第十六任校長，任期5年。

張翔對獲任命感到欣喜，期望帶領港

大成為領先全球貫通中西的大學。他

指會爭取西方社會和內地研究資源，

希望將港大和海外、內地聯繫起來，

發展成國際學府。他又提出願景，希

望 成 立 「 全 球 實 驗 室 （Global

Lab）」，吸引美國、英國及內地等

地的尖端人才助力港大學術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2018
年文憑試《考生手冊》昨出爐。就近
年欠帶准考證問題嚴重，《手冊》進
一步收緊規則，考生如未能出示身份
證明文件，試場主任可拒絕其進入試
場，即使獲准考試，亦須於考試完結
後於試場內填寫報告書及增設拍照記
錄，否則將不獲評卷。
近年文憑試都有近千宗無帶准考證

或身份證明文件應考的個案，考評局
一直以考生利益為考慮，容許其繼續
考試，惟有關情況卻對考試安排造成
騷擾。
為改善問題，考評局今年收緊規
則，最新的《手冊》列明，考生必須
攜帶准考證正本、身份證正本或其他
附有相片的有效身分證明文件，於每
節考試作查核之用，否則可被拒絕進

入試場或答卷不獲接受。

須填報告書 否則不獲評閱
如考生身份未能於現場核實，則須
於考試完結後於試場內填寫報告書
（包括即場抄寫文字）及拍照，以作
試後核對之用，否則其答卷將不獲評
閱。

中文中史歷史 作答增15分鐘
同時，明年文憑試多個科目試卷安

排亦有變化。
其中，中文科將重新引入文言文範

文，卷一閱讀卷分為甲、乙兩部，全
卷考試時間均延長15分鐘至1小時30
分鐘，中史科及歷史科卷一考試時間
也各延長15分鐘，分別增至2小時15
分鐘及2小時。
另外，中文科口試考生組別將改以數
字編號，各組內個別考生則以英文字母
A至E作識別，令考生的貼紙更清晰，
並統一中文與英文口試的相關安排。

無身份證明文件 DSE或被拒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日前宣佈，與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手編制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料於明年第一季頒佈，並強調會在編制過程為港人爭
取在區內各方面獲取更多便利。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
昨日指出，應訂定較開放、便利的「灣區政策」，包括研
究「灣區身份證」，讓港人在灣區內享有「國民待遇」
等。
鄭耀棠昨日在傳媒茶敘表示，中央政府有決心令大灣區
成為改革開放的第二波，香港必須要融入國家的發展，成
為策略的組成部分。目前，特區政府雖然已向國家發改委
提交意見，惟相關內容可能未必能「接地氣」，故未來5
年香港有需要密切留意，爭取更開放及便利港人的政策。
他建議應制訂「灣區政策」，針對港人在廣州、佛山、

肇慶、江門、珠海、中山、深圳、東莞和惠州9個市享有便
利的措施，如同「國民待遇」，但分別在於彈性較大，且
毋須兼顧權利與義務。

籲研「灣區身份證」
他續說，有關政策應針對人流、物流、資金流及資訊流
等方方面面，如放寬現時物流的管制、加快或改善內地同
胞審批來港的程序，以及在內地撥打電話時毋須收取國際
長途費用等生活小細節，更提到：「有無可能（港人）在
灣區有身份證？」
鄭耀棠舉例，工聯會曾為居於東莞的港人申請居住證

明，從而享有當地的居民優惠，如乘車優惠等。而「灣
區身份證」的概念如出一轍，讓港人持有港人身份的同
時，享受灣區內的「國民待遇」，涵蓋「九市兩區」逾
6,600萬人口，「如果做得好再發展開去！」
他強調，國家改革開放短短40年令整個中國起了重大變

化，深圳等城市的發展改善了人民生活，而大灣區發展則
是改革開放的第二波，故灣區需要有更開放的政策，吸引
港人投資，繼而吸納各地的專才。他稍後將會成立基金，
主力研究灣區政策。

■鄭耀棠昨
日指出，應
訂 定 較 開
放、便利的
「 灣 區 政
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汕頭大學
4名20多歲的女生獲李嘉誠基金會全力支
持，在西班牙出戰為期約50天、橫越
3,000海里、全球最艱辛的划艇賽事「橫
渡大西洋挑戰賽」，是中國首支挑戰這個
比賽的隊伍，也是賽事中最年輕的划手。
基金會主席李嘉誠讚揚年輕一代敢於追求
夢想、勇於開創的精神，並相信讓下一代
中國青年發揮潛能，是支持國家持續發展
的重要一環，又祝願她們是次挑戰成功。

取名「Kung Fu Cha-Cha」揚文化
汕 大 划 艇 隊 取 名 為 「Kung Fu
Cha-Cha」，以誌潮汕地區的功夫茶文
化。4名成員：陳鈺麗、黎曉冰、梁敏甜
和孟亞潔，在過去數年一起練習和接受訓
練，並從數十人的汕頭大學海洋划艇隊中
脫穎而出，獲教練推薦參加橫渡大西洋挑
戰。
汕大海洋划艇隊在今年2月，就完成了

從汕頭划艇到香港的歷史性八天旅程。
Kung Fu Cha-Cha 現將挑戰更艱辛的旅
程，從西班牙戈梅拉島（La Gomera）橫
渡大西洋至安提瓜（Antigua），依靠的
就是她們裝備精良的海洋艇。
在接下來的50天，划艇隊所有活動都

會在海洋艇上進行，並已配備充足的糧食
和補給品，而食水則依靠艇上的太陽能海
水化淡器提供。
她們會每兩小時輪班划艇和休息，是

一項體力、意志與耐力的嚴峻考驗。
划艇隊成員孟亞潔說：「我們非常榮

幸能夠參與其中並希望能為國爭光，
Kung Fu Cha-Cha是首隊參賽的中國隊
伍，也是整個賽事最年輕的隊伍！」

基金會挺挑戰3000海里
4名海洋划艇隊成員十分感激李嘉誠基

金會全力支持這次橫越3,000海里的挑
戰，梁敏甜表示：「我們在汕頭大學的教
育是這次人生體驗的基礎，賦予我們勇氣
和能力去追逐夢想。這次遠征象徵新一代
的堅毅意志，我們會努力全力以赴，全面
發揮自己的潛能。」
划艇隊的教練Charlie Pitcher曾於2013

件創下單人橫渡大西洋的紀錄，並負責訓
練早前從汕頭划至香港的划艇隊：「一直
以來，我與很多運動選手合作過，可以肯
定這些女生非常有實力。不過最重要的是
她們的態度堅定和精神抖擻，對挑戰全球
最艱辛的橫渡海洋旅程信心滿滿。我絕對
相信她們會成功完成賽事，為她們的國家
爭光。」
李嘉誠表示：「Kung Fu Cha-Cha 代

表年輕一代敢於追求夢想、勇於開創的精
神，也是我對汕頭大學的期許。我一直相
信讓下一代中國青年發揮潛能，是支持國
家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我祝願Kung
Fu Cha-Cha 能夠成功挑戰橫渡大西
洋！」

■成員出戰全
球最艱辛的划
艇賽事「橫渡
大西洋挑戰
賽」。

■李嘉誠向
「Kung Fu
Cha-Cha」
贈送功夫茶
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
嘉瑤）處理敏感的校園政
治議題，近年來成為衡量
大學校長的一項重要指標
之一，港大候任校長張翔
昨與媒體會面時，被頻繁
問及有關院校自主、學術
及言論自由問題。張翔表
明，學術及言論自由是校
園學術交流相當重要的一
環，承諾會守護，但強調
自由亦有道德與法律上的
限 制 （ethical and legal
limits）。
張翔表示，學生在校園有

言論自由，但強調所有自由
均有道德和法律的限制，在
發表言論時需尊重他人意見
及遵守法律。
他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為例，指該校對所有話題持
開放的態度，學生能在尊重
他人及遵守法律的前提下，
在校園內就任何話題自由討
論。
就有關「港獨」爭議，

張翔指任何自由均不應挑
戰法律，並以美國槍械管
制為例，當地擁有持有槍
械的自由，但在使用槍械
時仍會受法律管制，亦不
可借「言論自由」歧視異
見人士，這就是道德與法
律的限制。
與教職員會面時，他則指

出，大學可以就「港獨」進
行「學術議題討論」，而有
關自由應符合法律。
被問到非法「佔中」發

起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面臨起訴，社會有
意見要求港大把他辭退，
張翔指自己對事件細節不
熟悉，相信港大有既定程
序處理事件。
張翔在師生會面中被問及

其身份及政治狀況，他回答
指 自 己 是 「Chinese
American （ 華 裔 美 國
人）」，並無任何政黨背景，
如收到公職或政治任命邀請，
一切會以大學利益為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港大校委會昨日通過選
出張翔為候任校長，將邁向發展的新一頁；而該校也公
佈了最新一年年報，顯示在2016/17年度收益大增，總
收入突破百億至108.3億元，扣除90多億元開支後，盈
餘高達16.5億元，較之前的2015/16年度虧損1.1億元大
幅改善。
港大指，財政收益大增主要由於環球投資環境改善，
2016/17年度該校的利息及投資收入達14.5億元，遠較
2015/16年虧蝕6.4億元為佳。
港大強調，資金上的壓力未來仍然是該校的主要挑戰，

校方會積極爭取捐款及其他資源，維持健康財政狀況以繼
續大力投資基建，建構校園內促進教學、研究的平台，
落實學術計劃，確保大學的國際競爭力。

收益大增 盈餘16.5億

守護校園自由 有道德法律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港大師生及校
友對張翔獲任命為新校長普遍反應正面，有
教職員認同他積極爭取更多資源，在大學國
際化上亦有宏願，期望他能處理未來可能出
現、影響大學的政治議題。不過，有港大成
員則擔心張翔對香港社會議題不熟悉，希望
他能於不同學科、人文及理工等的發展上多
聆聽意見。

郭新：可帶來發展新角度
理學院前院長郭新表示，張翔學術成就無可

置疑，認同他提出多利用內地及不同地方的資
源幫助港大發展，又指他在外國具多年研究及
管理經驗，可為港大帶來新的角度及好處。

梁卓偉：全心全意支持
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則指，學院會全心全意
支持新校長張翔，他個人亦衷心祝願張翔帶
領港大再創高峰。

張知恆：認同爭取內地資源
生物醫學學院助理教授張知恆指，經費不

足是港大及香港面對的困境，認同張翔提出
爭取包括內地及其他地方的資源，而增強與
頂尖大學間的互動有助提高港大研究水平。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稱，張翔對

港大國際化發展有想法及宏願，亦滿意他有
關政治任命及擔任公職邀請時，以大學利益
為重的答案。
教務會研究生代表張一萌對張翔表現感滿

意，認為「既真誠又避免了爭議性話題可能
帶來的衝突」，又形容張翔對港大未來學術發展「腦中
有大概的藍圖」，在處理政治矛盾方面「持開放態
度」，願意進一步溝通了解學生想法。
港大學生會會長黃政鍀聲稱，張翔指會守護港大學術

自由，但「任何想做校長嘅人都會講得出」，認為更重
要是其上任後的表彰。化學系博士生戴同學亦希望新校
長持公正態度聽取各方意見。
工程科博士生華同學認為，港大理工科表現似不比從

前，希望張翔能以其學術成就，能更好幫助發展相關學
科。港大校友關注組成員趙潔儀則說，張翔領導港大或
存在隱憂，擔心他對香港社會議題不熟悉，亦看似較重
視科研，在人文學科發展或着墨不多，但她亦指張翔亦
已承諾安排與校友會面，聆聽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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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委會通過張翔出任港大校長。左起：張
翔、李國章、施文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張翔（右）接受學生會遞交的公開信，並主動與
港大學生會會長握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