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大「眾創」挺畢業生灣區創業
IT生獲助拓醫療科技市場 A輪融資6000萬

為把握大灣區發展機

遇，本港多所大專院校均

致力在內地開設研究院以

至分校，既為培養人才盡

一分力，亦為結合兩地優勢創造完善「孵化」環

境，讓具潛力的初創公司得以開花結果。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研究院最近成立眾創中心，為有志於

內地市場創業的學生及畢業生提供工作間及顧問

服務等不同支援，鼓勵新興科技創業。有中大畢

業生在校方協助下創立醫療科技公司，近月宣佈

完成6,000萬元A輪融資，他指內地有龐大資金市

場，本港則擁有高科技人才優勢，兩者結合正是

成功關鍵。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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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大學副校長（環球事務）高為元率領
由文學院、建築學院、醫學院、科學
院、社會科學學院及研究學院教職員
組成訪問團，於上月27日至本月1日
到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及美國芝加哥
大學，加強與兩校的合作交流與發
展。
港大訪問團先到訪多倫多，與
多大成立了全球策略夥伴基金，

並就進一步開拓更多研究領域，
如推動青年人才參與長期交流、
合辦學生活動等範疇提出合作建
議。港大更與多大及加拿大國家
研究非營利組織MITACS 簽署了
三方協議，於MATICS 全球連繫
計劃下，開展港大生跟多大的交
換生計劃。
在訪問行程中，港大團隊與多大

的學生、學術及非學術的教職員、

港大在多大的交換生會晤交流，高
為元亦向多大的師生介紹了港大的
全球及內地發展策略。
訪問團隨後到訪芝加哥大學，

芝大更首度舉辦「芝加哥大學－
港大日」。訪問團又與港大當地
的校友會見面，港大美國校友會
主席王博士指，這是歷年來到訪
的最大型訪問團，是次活動實在
難能可貴。

中大計算機科學工程系博士畢業生陳浩去
年在中大協助下成立視見醫療科技有限

公司，將人工智能應用於醫學影像領域，提供
自動化醫療輔助診斷系統。該公司早前進駐中
大深圳研究院眾創中心，已分別完成2,000萬
元的首輪融資及6,000萬元的A輪融資，於香
港、深圳、北京、成都等地設有研發中心，並
與包括威爾斯親王醫院在內的50多所本港及內
地醫院合作，正計劃拓展歐洲市場。

助提高醫生診斷效率
「中國的醫生缺口達10萬以上、放射科醫生

中有兩成人每天閱片（醫學影像）超過10小
時，一天可能要看過百張片」，陳浩表示，目
前醫療界正面對醫生資源稀缺困境，公司所設
計輔助診斷系統正是要協助填補這缺口，提高
醫生診斷效率同時減少誤差。

讚內地市場大融資易
他以肺部CT影像為例解釋，系統可快速對

影像進行識別，若發現問題會發出提示，讓醫
生進行複查與判斷，同時系統敏感度達到95%
以上，假陽性控制在兩個以下，確保符合醫療
級別需要。

談到創業歷程，陳浩指中大提供多方面協
助，包括製作原型、指導如何進行融資以至市
場包裝等，「本港從0到1是有支持，但若要
從1到1,000便要往深圳發展」，他解釋，公司
是醫療科技公司，內地市場十分龐大，融資亦
較本港容易，優勢明顯。
不過他同時指出，縱然深圳本身亦有不同類

型人才，但針對醫療科技相關高技術人才而
言，本港較有優勢。目前陳浩的公司約有60名
員工，當中有約50人為研發人員，近20人是
在本港高等院校畢業，足見本港培育人才的重
要性。

耳邊只聽到自己沉重
的喘息聲和腳步聲，其
餘的一切都格外安靜。
正午的太陽毫無保留地

釋放着熱量，操場上的人們都因這刺眼的
陽光而變得無精打采。同學們不耐煩地抱
怨運動會什麼時候結束，場上負責的體育
老師忍不住坐在地上躲着陽光。而此時的
我早已如「行屍走肉」一般奔跑在「沸
騰」的紅色跑道上。
「這是畢業前的最後一次運動會，希望

大家能不後悔地拚一次！」聽着老師的
話，我陷入沉思。這三年，學校的大操場
給我留下許多回憶。藍天映襯下綠草如
茵，我躺在草地上看白雲自由的身姿；在
夕陽下與好友在跑道上；在寒冬中無畏地
向終點衝刺。

「一千五百米」似成無盡走廊

現在要離開了，我必須留下點什麼，為
母校拚一次。於是我報名參加一千五百
米。到了那天，槍聲響起，我踏上了煎熬
的旅程。一千五百米這個數字好像變成了
無盡的走廊，周圍一片漆黑，只有我一人
拚命向前在躲避着什麼，腦海中只有一個
想法：「向前跑！」
慢慢，腳步變得沉重，跑道卻好似棉花糖

般軟弱無力，輕易便可陷入那紅色深淵。汗
水順着凌亂的髮絲流下，手臂因不停擺動而
酸痛。雖然真的很想停下，但不知道是什麼
支撐着我拖着疲憊的身體前進。
天氣熱得讓人變得無奈，加油的同學眼

神也顯得空洞，在操場上奔跑的我也幾乎
崩潰。終於到了最後一圈，我用盡全力抬

起頭望向頭頂上的天空。真美，蔚藍色的
天空飄着幾朵雲，就如一位抽象畫家在畫
布上的寥寥幾筆，無形卻那麼生動。這陪
伴我三年的天空給了我動力，我嘆了一口
氣全力向終點奔去，縱然再無力，四肢再
酸痛都沒有辦法阻擋我。
衝過終點的那一刻，身體好像輕了好

多，能像氣球一樣飛上天空，被白雲擁入
懷中。陽光依舊那麼毫不留情，但我狂跳
的心中出現了一陣清風，它好像從很遠的
地方吹來。我能感受到它吹來學校的一草
一木，一花一葉。我很想留住它，但它卻
轉身離開，留我細細回味。
結束了比賽，我坐在觀眾席看着繼續

奔跑的身影，忽然發現每個背後都有一
陣清風，伴着你我。其實一千五百米的
距離並不長，但我卻在這段路程中領悟

了很多。到底是什麼力量讓我不顧一切
向前衝？放棄是多麼簡單的事，在那麼
炎熱的夏日一切放棄都變得理所當然。
完全可以止步於痛苦的煎熬的起點，但
是我沒有，因為心中有信念支持着我，
它告訴我大膽地跑。

唐三藏歷八十一難才成功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回望你走過

的路，再走一步又何妨？《西遊記》中唐
三藏經歷八十一難才成功，他為什麼沒有
在經歷一難就放棄，是因為他對人生的追
求，對信仰的熱愛。在操場上，我奔跑了
三年。在這三年中，淚水與汗水交織的日
子使我成長，也讓我變得堅強。在最後，
也要用同樣的方式回報這個曾經我恨過，
而現依戀的地方。信念像一陣風，雖然你
在奔跑時從未感到它的存在，但它一直追
隨着你，提醒你「向前走，不止步」。

■聖士提反堂中學 于童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為了解本港
學生對報讀自資專上課程的意願和考慮因
素，學友社於今年1月訪問了逾1,500名應
屆中學文憑試考生，其中六成人考慮報讀
自資學士課程，逾七成考慮報讀副學士和
高級文憑，主要是因為課程取錄要求較低
及有機會銜接資助學士課程。學友社學生
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表示，學費及資助
不是學生考慮的主要因素，故認為政府推
出自資課程學費資助對學生報讀影響不
大。

學友社：學費資助非報讀主因
學友社於今年1月期間，以問卷成功訪
問了 24間學校的 1,538 名應屆文憑試考
生。整體而言，受訪學生報讀專上課程的
主要考慮因素依次為：收生成績要求、就
業認受性、自身能力，至於學費和資助的
考慮排得較後。
受訪者中有60%的學生考慮報讀自資學
士課程，其中50%因為收生要求較低，
39%學生認為報讀的學院未來有機會升格

大學，38%則因為學費有政府每年3.08萬
元自資課程學費資助。
其餘不考慮報讀自資學士的學生中，有

75%嫌學費高昂，顯示政府資助影響不
大，分別有30%及16%人擔心就業及學歷
上的認受性。

72%想報讀副學士及高級文憑
有72%的學生考慮報讀副學士及高級

文憑課程，當中71%是因為該類課程有
機會銜接上資助學士，60%因為收生要求
較低，40%則因為有感興趣課程可供選
擇。
以擔任商業機構行政秘書為就業目標的

應屆中六學生黃海男，料文憑試取得16分
至19分，因擔心副學士將來未必能銜接資
助課程，故料會報讀恒生管理學院的管理
系課程，認為該校能為學生提供更多就業
機會，有助未來找工作。
有心成為新聞主播的鍾穎瑤，預計取得

20分至23分，坦言對資助院校課程有信
心，故報讀了心儀的浸會大學視覺藝術

系，但穩妥起見亦已作兩手準備，現已獲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有條件取錄。
吳寶城表示，從調查結果看，同學主要

看重的並非學費高低，而是課程是否符合
期望及是否物有所值，認為政府推出每年

3.08萬元的自資課程學費資助，對本身沒
興趣報讀自資學士的同學未必有太大吸引
力。
他又提醒學生不要只考慮課程認受性而

忽略個人特質是否適合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
瑤）很多夫婦都採取「一人個扮
好人，一人個扮惡人」的教育方
法，實行軟硬兼施，希望子女就
範，但其實已經不合時宜。香港
教育大學的研究顯示，若「父母
共同養育」（Co-parenting），
即夫婦同心協力教養孩子，通過
協商一起照顧孩子的起居生活，
子女的整體社交能力會提升，特
別是對容易產生負面情緒的孩子
最為明顯。學者建議夫婦應運用
言語及動作表達對伴侶的欣賞及
讚美鼓勵孩子，令子女健康成
長。

父母共同養育 增社交能力
教大幼兒教育學系副系主任林

俊彬（見圖、唐嘉瑤 攝）及其
團隊，早前以問卷形式收集了約
258名平均年齡為5歲的本地幼
稚園學生及其家長、班主任的資
料，同時透過插畫及提問引導孩
子分享感受，以了解他們的整體
社交能力。
結果發現，若父母共同養育度

越高，而且能站在同一陣線，孩
子的朋輩接受程度、社交智力及
整體社交能力會越好，特別是對
容易產生負面情緒的孩子。
林俊彬解釋指，孩子可透過觀

察父母之間的互動，學會待人接
物及與他人的相處，從而學會體諒他人，
建立良好的社交能力。
林俊彬坦言，以往大部分調查以母親育
兒為主，甚少有夫婦共同育兒的研究，加
上現時社會較為注重學童的認知發展，較
少教授學童軟技巧，如社交智力、如何交
朋友、怎樣適應陌生環境等，故有需要進
行上述研究。
林俊彬建議家長可運用「二手」及「三

手」的形式去稱讚孩子。所謂「二手」是指
不直接讚美孩子，而是透過父母之間溝通或
談話，刻意讓孩子聽到自己被稱讚；而「三
手」讚美則是指，先由父母以訊息作交流，
再由其中一方轉述對孩子的稱讚，此舉可讓
孩子間接獲得正面認可，亦會知道父母間存
有良好的溝通，關係親密，從中學會如何與
人溝通及建立自信心。

「四部曲」與孩子「講道理」
若孩子犯錯，父母則可運用「四部

曲」，以誘導的形式與孩子「講道理」。
首先要明確地指出孩子的錯處，然後解釋
當中需考慮的因素，以及該行為如何影響
別人，最後讓孩子付諸行動，主動承認錯
處及向受影響的人道歉。

畢業前運動會 無悔「向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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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教職團訪美加大學取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為進一步支持年輕人創業，中大深
圳研究院成立眾創中心，昨日正式
舉行開幕儀式。中大校長段崇智強
調，眾創中心旨在加強大學在創新
創業人才的培養，為中大師生提供
有效平台，把握合作機遇，成就事
業。研究院院長鄭漢其深信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潛力極大，其產業鏈與
市場優勢能為有志創業的年輕人帶
來極大幫助。
開幕禮嘉賓包括深圳市科技創

新委黨組書記邱宣、高新處調研
員王豔、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
深聯絡處副主任梁英傑、深圳市
科技創新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劍
華、中大校長段崇智、副校長張
妙清、協理副校長陳浩然、深圳
研究院院長鄭漢其等。

為師生提供支援平台
段崇智致辭時指，中大一直致力

推動創新科技，積極推動大學與工
業界的合作，促成科研發明，「中
大的內地發展策略始於深圳，並將
在新的時期，再一次從『深』出
發，在深圳研究院成立眾創中
心」，相信中心能為中大師生提供
適切幫助以及有效的平台。
鄭漢其表示，目前而言粵港澳

大灣區的產值雖然及不上美國或
日本，但當中發展潛力極大，其
中深圳坐擁優秀產業鏈與市場，
相信能為有志創業的年輕人提供
肥沃土壤大展拳腳，而芸芸科技
發展方向之中，鄭漢其相信醫學
肯定是重點方向之一，「隨着國
人經濟及生活條件提高，他們對
健康的需求亦有所提升」，陳浩
的公司正是一例。

港深合作互補長短
鄭漢其認為，本港近年創科氣

氛有好的改變，特區政府對此日
益重視，但至目前為止深圳在這
方面走得更前，而且更直接地面
向內地市場，本港與內地合作正
可互補長短。他強調，中大一直
緊扣這機遇，配合本港與國家發
展需要，積極提供機會予畢業生
發展。
中大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處

長李志明指，本港基礎研究成績
有目共睹，惟中下游研究方面仍
有待努力。他表示科創發展是年
輕人的世界，然而本港營商條件
對他們而言存在不少限制，這正
可透過深圳取長補短，眾創中心
亦可為學生提供辦公室等空間，
協助年輕人踏出創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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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鄭漢其、李志明、陳浩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吳寶城（右
一）認為，政
府推出自資課
程學費資助對
學生報讀影響
不大。左起：
李翠、鍾穎
瑤、黃海男。
主辦方供圖

■訪問團與美國中部港大校友見面。 港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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