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鼻」驗呼氣 速測癌「第一關」
中大研無創便宜檢查裝置「嗅」代謝揮發物找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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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友張煒鋒與合夥人甘雲龍聯手於
今年1月創辦Qi Diagnostic Limited，

並邀請中大化學系副教授鄭波等專家攜手研
發i-NOSE™呼吸檢測儀，目前已成功研製
出 產 品 的 技 術 核 心 ——「 電 子 鼻 」
（i-NOSE Sensor）。

AI演算 對比資料 查出病患
張煒鋒表示，人患病後新陳代謝會立即發
生變化，人的呼氣裡面就含有許多體內代謝的
產物VOC，它是體內代謝活動的產物，最直
接反映細胞、組織和微生物的現狀，因此，將
檢測呼氣裡VOC的濃度變化，當做特定的疾
病生物標誌物，用以區分病患與健康人。

鄭波介紹指，團隊研製的「電子鼻」是全
新合成的納米傳感器單元，目前正申請專
利，它用多個傳感器模仿人或動物的鼻，因
為不同氣體在傳感器陣列上產生的數據不
同，通過團隊的AI演算法分析，並與「呼
吸指紋」資料庫相比較，從而初步篩查使用
者是否患病。

等候試驗 擬建「呼吸指紋」庫
目前，團隊正向威院申請臨床試驗，計劃

完成至少400例臨床驗證，用以豐富「呼吸
指紋」資料庫。
該初創項目為入圍中大創業大賽的12個
創業隊伍，及50個創業展覽初創項目之

一，將參與明日起至12日舉行的「中大創
業日2018」。
此外，創業日將邀請中大校長段崇智、商

湯科技聯合創始人徐立等人發表不同主題的

演講，內容包括生物醫學科技在香港的發
展、AI發展、未來科技發展趨勢、初創經
歷分享等。
今年創業日還增設「展示及互動示範

區」，特邀商湯科技、實惠家居和錢方好近
等逾10支參展隊伍參展，屆時將展示VR/
AR程式、智能機械人、人臉辨識顏值機、
手機支付等技術及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呼氣便可測癌？中文大學學者與校友合作

研發呼吸檢測儀原型，通過創新傳感器檢測呼氣裡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結合AI演算法以判斷使用者是否患有肺癌、大腸癌等疾病，

目前正向威爾斯親王醫院申請臨床驗證。因其無創性、可頻密檢測、成本

低、可即時知曉結果等特點，成功後產品有望成為傳統癌症篩查法之前的

第一道檢測關卡。團隊將攜新發明參與明日起舉行的「中大創業日

201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早前有網民及媒
體聲言大批內地生有意報考香港文憑試，並以相關
成績報讀香港各大學，意圖煽動所謂「內地考生到
港『搶學位』」恐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書面回
覆立法會質詢時公佈多項數據，顯示2018年只有
184名非本地生報考文憑試，僅佔整體考生人數
0.3%，而去年則只有10名非本地生成功以文憑試
成績循大學聯招（JUPAS）入讀八大，而他們均屬
大學的「超額收生」，與港生屬「兩條隊」並不會
影響港生入學機會，全方位推翻「搶學位」之說。
楊潤雄在書面回覆中公佈2014年至2018年文憑

試非本地考生多項數據，其中2018年共有184名
非本地考生報考，佔整體考生人數0.3%，平均報
考科目為5.5科；2014年至2017年間非本地考生人
數為 41人至 55人，佔整體考生人數 0.06%至
0.09%，平均報考科目3.3科至5科不等。
至於非本地生以文憑試成績經聯招申請八大的情

況，局方數據顯示2017年有30名非本地生經聯招
提交入學申請，當中有10人獲8大資助學士學位課
程取錄，2013年及2015分別有2人透過聯招獲取
錄、2016年有4人，2014年無人成功；獲取錄者
以內地生為主，亦有個別澳門及越南學生。

根本「兩條隊」何言搶
楊潤雄重申，現行政策下不論非本地生以何種學

歷或哪一個考試的成績提交申請，8所資助大學資
助學士學位課程只可以1.5萬個港生學額以外，以

超額收生形式錄取有關非本地生，人數以學額的20%為上
限，強調非本地生絕不會與港生競爭資助學額。
另外，就政府提出為2019年文憑試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
安排，楊潤雄指，現時由外地來港的訪客，並不會被學校
取錄而成為「學校考生」。
他表示，不同學校在考慮是否為任何非本港居民提供學位

時，必須參考教育局相關的通告，並查核相關學生是否已獲
入境事務處處長批准他在本港居留，若無獲得許可，不會獲
得本港任何一所學校取錄，因此訪客既不可能以學校考生身
份報考文憑試，亦不符合資格受惠代繳考試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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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本屆文憑試已迎來尾聲，
部分中學畢業生或會考慮投入勞動市場。為照顧他們的職
前培訓及就業需要，勞工處昨日起至今年8月推出「就業
創前路」特備項目，協助畢業生掌握最新就業資訊、計劃
事業路向及提升就業競爭力。
勞工處發言人指，處方搜羅了不少適合中學畢業生申請

的職位空缺，可於「就業創前路」專題網頁（www.jobs.
gov.hk/careerletsgo）瀏覽相關空缺資料，按個人的志向申
請職位，預計約有2.8萬人參與「就業創前路」所提供的一
系列多元化的職前培訓及就業服務。
該專題網頁提供由勞工處舉辦的不同類型招聘會的詳情，

包括以青年為對象的「展翅青見計劃」招聘會；勞工處各區
就業中心及行業性招聘中心招聘日；以及會提供類型廣泛的
職位空缺的大型招聘會，當中不少適合中學畢業生申請。
處方的「青年就業起點（Y.E.S.）」將推出「職途快活
人」系列活動，透過一系列培訓課程、講座和互動劇場，
協助畢業生提升求職面試技巧，在工作崗位上發揮潛能和
認識正確的工作價值觀。

安排畢業生接受潛能評估
處方亦會安排畢業生到訪位於旺角和葵芳的「Y.E.

S.」，接受職業潛能評估及體驗就業諮詢服務，讓青年及
早規劃職業生涯。
發言人續指，會鼓勵打算投身職場的中學畢業生參加勞

工處的「展翅青見計劃」，接受一站式全面職前及在職培
訓，計劃不設收生限額。如欲查詢「就業創前路」相關詳
情，可致電勞工處24小時熱線2717 1771（此熱線由
「1823」接聽）。

「就業創前路」料吸2.8萬文憑試生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第八屆
「世界大學女校長論壇」上月於武漢
大學舉行，來自世界五大洲51個國家
和地區超過150位大學女校長、專家和
學者應邀出席。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張妙清代表該
校參與活動，並在會上發表題為「於
教育界推動性別平等：『一帶一路』
倡議中的高等教育交流」的演講，分
享該校的經驗。
上述論壇由武漢大學、中國傳媒大
學及現代女性領導力研究院共同主

辦，與會專家圍繞「未來教育．新型
領導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展
開研討。

盼進一步促進人類文明
張妙清在演講報告中，簡介了香港

中大在推動國際化、性別平等相關課
題的科研項目和校政工作，她期望論
壇有助加深各地高等教育國際合作與
交流，進一步促進人類文明。
「世界大學女校長論壇」由中國傳
媒大學在2001年8月發起創辦，每兩

年至三年於中國內地舉辦一次，旨在
匯聚世界各國大學女校長的力量，搭
建交流合作及分享智慧的國際平台，

活動至今先後吸引世界各地過百個國
家和地區超過 1,100 位女性校長參
與。

中大女副校分享「帶路」高教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自從
2013年雙非截龍後，適齡學童人數的
波動明年將會衝擊小一收生（6 歲
童）。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引述教育局
數字指，小一學童人數將由2018/19學
年的6.57萬人，逐年下跌約一萬名至
2020/21學年的5.57萬人，擔心引起新
一波小學「縮班殺校」潮，推算有800
多名小學教師的教席或受到影響。局
長楊潤雄承諾，會暫時保留「大肚班
（超收學生的班級）」學校的超額教

師，並正積極考慮針對性紓緩措施，
以穩定教師隊伍。

2021/22學年及其後數年或微升
楊潤雄書面回覆立法會質詢時指，

按照現時小一適齡人口推算，預計整
體小一學位需求在於新學年達至高
峰，然後由2019/20學年開始回落，但
在2021/22學年及其後數年會短暫輕微
上升。
他又解釋，雖然小一新生人數明年

開始回落，但其餘年級的人數仍維持
在高位，故公營小學整體學生人數大
致屬平穩，僅個別小學的班數及教席
數目未來數年或會縮減。

公營小學生人數大致平穩
楊潤雄又表示，對於未來小學生人

口變化的情況，局方今年初已與津貼
小學議會及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代表
會面講解及收集意見，與會校長認同
局方逐步撤回彈性增加小一學位供應
的臨時措施，以及處理「大肚班」超
額教師問題的初步建議，讓學校保留
超額教師一段短時間，以穩定教師團

隊，而局方亦會繼續與業界保持溝
通，適時檢視有關情況，制定適當的
策略，以紓緩小一人口下降的影響。
被問及會否因應人口下降而全面於

小學推行小班教學，楊潤雄指，過去
諮詢時，大部分持份者均認同不宜
「一刀切」推行小班教學，故局方會
繼續採取務實而靈活的方式落實小
班。
他又提到，現時小班教學學校的以

25人一班派位，其餘學校則以30人一
班派位，但如學校要下調班數，亦會
以25人一班為基礎計算，換言之如收
生達26人便可以開辦兩班小一。

小一生料回落 教局：暫留超額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讓香
港莘莘學子了解及看待粵港澳大灣區與
香港的關係，以及培養多角度思考和兼
聽能力，香港青年聯會與香港齊心基金
會今年聯合主辦「青聯齊心盃」大灣區
校際多角度辯論賽，香港區總決賽前日
順利完成，保良局蔡繼有學校以最高分
數奪冠。該校將於7月代表香港赴深圳
前海，與來自廣東省及澳門的中學生較
勁，爭奪大灣區冠軍寶座。
是次「青聯齊心盃」辯論賽獲教育
局支持、信和集團榮譽贊助，4間進入
決賽的中學辯論隊，分別化身青年代
表、傳統產業代表、創科界代表及政
府代表，就辯題「發展『粵港澳大灣
區』，香港創科發展能否真受益？」

蔡繼有校獲港「青聯齊心盃」冠軍
連番唇槍舌劍，最終由蔡繼有學校

勇奪冠軍，而亞、季及殿軍則分別由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仁濟醫院王
華湘中學二隊及保良局羅傑承（一九
八三）中學獲得。
在港區決賽當日，大會邀得行政會
議非官守議員兼科技園公司主席羅范
椒芬任主席評判，而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則任主禮嘉賓，與學生暢談多元出
路和生涯規劃等問題。

羅太讚學生背景研究充足
羅范椒芬讚揚參賽學生背景研究充

足，大家也看到大灣區是香港的未來，

寄語香港年輕人應朝着同一方向發展。
就是次活動的辯題，她表示香港基

礎研究強，如配合灣區其他城市便可
把科研成果轉化為製造、生產，絕對
有能力做到大灣區規劃綱要重點提及
要建成的世界級創科中心。

楊潤雄勉主動規劃未來生涯
楊潤雄則寄語港生，要了解芸芸選

擇裡自己興趣所在及想發展的路，主
動規劃自己未來生涯。
他又提到，當前香港社會以至大灣
區的發展，可謂機遇處處，並不一定
要讀傳統大學或學科才能掌握，「學
生應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國家優勢，
以香港獨特條件和周邊城巿的關係，

走一條更新的路。」

高靜芝：灣區前景無可限量
賽事另一評判、大灣區香港中心董

事兼前中央政策組顧問高靜芝亦分享
指，大灣區已有很合適的創科土壤，
前景無可限量，而香港於金融、貿
易、專業服務等第三產業方面非常出
色，所以不同學科的畢業生也可於大
灣區發展找到出路。
她認為，港生可以多思考將香港的
專長用於大灣區其他城巿，例如可以
利用香港文化藝術獨特優勢，提升灣
區的文化軟實力，並鼓勵同學多到大
灣區考察觀摩，更深入了解有關發展
機遇和空間。

蔡繼有校奪「灣區辯論賽」港冠軍

◀「青聯齊心盃」大灣區校際辯論賽香港區總決賽前日順利完成。 機構供圖

▲經過連番唇槍舌劍，保良局蔡繼有學校獲冠軍。 機構供圖

■世界各地院校代表齊集武漢會場。
中大網頁圖片

■張妙清在會上發表演講。
中大網頁圖片

■張煒鋒（右二）與甘雲龍（左二）聯手於今年1月創辦Qi Diagnostic Limited。右
一為鄭波。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i-NOSE™呼氣檢測儀（上）與兩個電子鼻。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