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大新招速測術後癌細胞殘留
「光聲顯微鏡」句鐘即知 減再開刀清「餘孽」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近年香港積極爭取成為生物醫學創科樞

紐，相關的跨領域研究及人才發展迅速；而本港的年輕科學家亦致力研發

生物工程新技術，造福人類健康。科技大學化學及生物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黃子維，便針對手術後殘留癌細胞的病理學分析程序繁複且費時的問題，

研發了嶄新的「光聲效應顯微鏡」，一小時內即可確定病人體內是否仍有

癌症組織，減低因癌細胞未完全清除而「再捱刀」的風險。其團隊並正結

合大數據優化技術，爭取未來能於3分鐘內確定手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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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廿九，我和丈夫及
兒子到祠堂拜祭我的父
母，只簡簡單單地為他

們上了一炷香。香的煙氣冉冉上升，在祠堂
的相片上，恍惚看見爸爸媽媽嘴角綻出一絲
微笑。媽媽給送醫院那個晚上，唸中二的兒
子在日記簿上寫下：「婆婆給響嗚嗚聲的救
傷車帶走了。」兒子今年大學畢業了，如果
爸爸媽媽仍活着，將會是九十多歲了，而我
自己也快步入甲子之年。
十八歲那年，大學二年級時，一位師兄的
父親過身了，我向他送上一張慰問卡。他對
我說了幾句話：「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
而親不在。趁父母健在時，當要好好奉養他
們。」師兄性格硬朗，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
表現失落和傷痛。我是個獨生女，對他的說
話似懂非懂，那時候我告訴自己，要跟父母
親好好過好每一天。

出來社會做事之後，有了經濟能力，除了
供養父母，趁着他們身體健康，每年我都帶
同他們到外地旅行去，覺得也盡了點孝道。

懷孕期間 爸爸病逝
結婚之後，我和家姑同住。過了幾年，正

當我懷孕時，爸爸因病過身了。因為沒有與
爸爸同住，他患病時都是靠媽媽照顧他，那
時我只感覺十分傷心，但沒有與他一起對抗
病魔的經驗。別人安慰我說：「人生老病
死，是一件自然的事。」我亦在想我可以做
些什麽呢？
爸爸死後，媽媽獨個兒居住。我每天都給

她打一個電話問候她，雖然閒聊幾句，這卻
成了她每天盼望着要做的事情。每逢星期
天，我們放假就會接她到家裡小住一天，與
家姑一起飲茶和逛街。媽媽十分疼錫我的兒
子，毫不吝嗇地送上很多大型樂高組合玩具

給他。
媽媽年紀漸漸老邁，我替她請了一個菲傭

照顧她。過了幾年，媽媽開始經常投訴菲傭
偷了她的金錢，有時候又大發脾氣，起初並
不知道原因，我只會責罵她。後來經醫生確
診是患上了老人癡呆症。我們就包容了她的
怪脾氣。其後她更不幸地輕微中風。當時，
我曾考慮過送她到護老院居住，但卻擔心瘦
弱內向的媽媽，不能適應院舍的群體生活。
我和丈夫商量後，決定接媽媽和菲傭來我

家長住。我的兒子讓出他的房間給婆婆，自
己睡在書房裡。我們一家五口，包括媽媽、
奶奶、丈夫、兒子加上菲傭就同住在一屋簷
下了。

替母洗澡 克盡孝道
為了防止她的腦袋進一步退化，我請來了

外展姑娘幫助她做訓練，也請了物理治療師
到家中替她做運動。
我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是跟菲傭合

作，替媽媽洗澡，確保她不會跌倒受傷。

媽媽的自顧能力日漸下降，起居飲食和大
小二便亦需要別人照顧。星期天菲傭休息，
我和兒子就輪流負責照顧媽媽。在這個時候
我深深感受到克盡孝道並不單是一種想法，
而是要用無比的愛心去付諸行動的。
漸漸媽媽失去大部分認知能力，連說話的

能力也喪失了，她雖然不能說話，但我們從
她的表情和眼神，知道她的心裡仍然有我們
的影子。
最後媽媽因吞嚥問題演變成了肺炎進入醫

院，在一個晚霞絢麗的黃昏，在我和丈夫和
兒子的陪伴下，告別了我們回天家去了。

物質幻變 孝道常住
中國文化傳統非常重視孝親感恩。我讀大

學時，對「孝」的理解只是一個概念，希望
做到的是長大有經濟能力的時候，能給爸爸
媽媽在物質上過富裕一點的生活。結婚之
後，感恩的是我們一家人在客觀條件上一直
可以照顧媽媽。我漸步入中年，對孝道有更
深入的體會。媽媽患了老人癡呆症而漸漸失

去自顧能力時，我更感受到要完全做到孝
親，並不是在物質上的外在奉養。孔子回答
子夏問孝時指出「色難」二字，教導我們在
孝順父母時要做得和顏悅色。照顧患病的媽
媽我需要愛心和耐性，內心不斷的去包容和
犧牲自己。
對下一代最有成效的教育，就是身教。

反哺的做法對我的兒子亦起了正面的作
用，他的性格比較成熟，明白長者可能隨
時會離開我們，懂得珍惜與他們相處。經
歷了大半個人生，我深深體會到「孝」是
需要學習和身體力行的，希望兒子在人生
成長的路上學得到和做得到。
現代社會，崇尚物質，人際冷漠，我們

更需要將孝道的真諦好好教育下一代，讓
這美麗的中國文化，承傳下去。

■朱周嘉儀
（本文為新聞聯主辦「愛、傳、城 Love

Is All Around」第一屆全港中英文徵文比賽
中學公開組亞軍作品。）

（標題和副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向
來關心樹木生長狀況、人稱「樹博
士」的詹志勇昨日加盟香港教育大
學，出任研究講座教授（地理與環
境科學）。除了樹木及綠化環境的
議題外，他亦將會於教大開展有關
劏房戶的研究調查，包括透過問卷
及儀器分析了解劏房戶所面對的生
活問題例如日照、濕度、空氣質素
和通風等，推動社會反思劏房的問
題。
曾於香港大學任教多年的詹志

勇，昨日加盟教大首天的任務，就
是為該校社會科學周的講座擔任講
者，提升中學生對地理及綠化環境
的興趣。他表示，很高興於教大校
園跟老朋友及學生相遇，期望能在
教大建立一個壯大活潑的研究團
隊，爭取更多資源，作跨學科及跨
院校的研究。現年65歲的他亦明
言自己熱愛研究，從未想過退休，
又很開心得到太太支持繼續學術工
作，未來幾個月將到海外出席學術
會議，若情況許可亦會安排與太太
同行，爭取二人相處時間。

「樹博士」加盟教大
研劏房生活環境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利用超小型

機械人進行細胞層面手術是一門新興醫學，
城市大學研究團隊開發出全球首創3D打印以
磁力控制的微型機械人，其球形孔狀的外
表，直徑只與一根頭髮相若，能於生物體內
精確地運載細胞至指定位置。研究人員已先
後在兩種動物身上進行測試，現正進行臨床
前研究，以微型機械人運送幹細胞到動物體
內醫治肝癌，預計兩三年內可在人類身上進
行臨床測試。
領導團隊的城大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系主任

孫東表示，微型機械人可運送幹細胞到受損
組織或腫瘤，進行修補或治療，在入侵性手
術以外提供更多選項，亦有助解決藥物引起
的副作用及抗藥性問題，這項發明將為細胞
層面的治療、再生醫學、更精準的疾病治療
包括癌症等，帶來革命性改變。

3D印製 幼如髮絲 磁控入體
研究人員利用3D鐳射光刻技術打印出微

型機械人，再鍍上鎳以產生磁性，及鈦以
加強生物相容性。機械人直徑少於100微

米，與一根頭髮的直徑相若，外型設計成
球形孔狀、表面帶刺的結構，有助提高負
載細胞的能力，並適合在血管及其他體液
內遊走。團隊並自行製作一個外部電磁驅
動系統，以磁力控制微型機械人到達體內
指定位置。
團隊已先後以機械人在兩種動物身上進行

測試，包括把載有結締組織細胞和幹細胞的

微型機械人注射到透明的斑馬魚胚胎，並成
功以磁力將機械人引導到特定位置。其後再
把載有熒光癌細胞的微型機械人注射到老鼠
體內，機械人成功在目的地釋放熒光細胞，
細胞穿過血管到達附近組織。
實驗採用癌細胞生長成腫瘤，以方便監察

癌細胞釋放的位置，研究結果刊於最新一期
《科學．機械人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海洋塑膠
污染問題近年廣受關注，其中以直徑少
於5毫米微塑膠污染最為嚴重。由於微
塑膠無法被分解，流入海洋將難以移
除，亦很容易被海洋生物誤吃，對環
境、海洋生物及人類的潛在影響令人憂
慮。香港大學最新研究便發現，逾六成
的香港海水樣本含有塑膠微珠（微塑膠
的一種），主要來自例如面部磨砂膏和
牙膏等個人護理產品，而以香港沿岸計

每平方公里海域可找到多達38萬粒微
珠， 其污染程度對海洋構成的威脅不容
忽視。
是次研究由港大地球科學系和太古海

洋研究中心助理教授Christelle Not及其
研究助理蘇頴筠、陳嘉怡共同策劃，在
本地非牟利組織「無塑膠海洋」協助
下，蒐集了香港共7個地點超過100個海
水樣本，當中逾六成樣本有發現塑膠微
珠，而塑膠微珠佔所有樣本中的塑膠約

5%。有關成果日前於科學期刊《海洋污
染學誌》發表。
研究團隊指，因應塑膠微珠的污染，世

界多個地方已逐漸禁止於產品使用，一些
國際公司亦承諾逐漸以全天然去角質劑如
糖、鹽及燕麥片等取代產品中的微塑膠，
然而是次研究反映香港海洋仍然深受塑膠
微珠污染影響，情況令人擔心，建議消費
者應拒絕使用含塑膠微珠的產品，幫助減
少海洋塑膠污染。

孝親行悅色 珍惜奉養時
����

城大打印機械人 運幹細胞入人體

逾六成海水樣本含塑膠微珠

■「樹博士」詹志勇加盟教大。
教大供圖

黃子維表示，現時癌症病人以手術初步
切除癌細胞後，需要進行病理學分

析，不過有關程序繁複且需時約一星期，
導致醫生延後才知道手術成效，部分病人
因體內仍殘留癌細胞需要再次做手術，耽
誤治療進度。以乳癌為例，約六成乳癌患
者會選擇切除癌細胞，惟手術存有風險，
當中有超過兩成患者需要再次做手術。
為研發更好的醫學設備，他及其研究團
隊正研發「光聲效應顯微鏡」，利用光聲
成像（Photoacoustic Imaging）技術可快速
拍攝樣本，透過免染色的影像，醫生即時
判斷病人在手術的結果。

激光「引路」細胞「發聲」
他解釋指，「光聲效應顯微鏡」的原理
是由醫療人員利用脈衝激光打進病人體

內，人體吸收激光後，會刺激癌症組織產
生超聲波訊號，再透過重組影像，即可產
生清晰3D影像，病理學家將可以憑着清晰
且準確的影像，可輕易標籤及判斷病徵。
目前其研發的顯微鏡可在手術後一小時

取得影像，他指團隊未來將會繼續透過結
合大數據分析及加快攝影技術，從而優化
顯微鏡功能，目標是在3分鐘內確定病人在
手術的結果，讓醫生可在手術期間幾乎實
時判斷病徵及成效，避免病人再受手術的
折磨。

分拆腫瘤基因 逐個擊破
除了支援醫療診斷外，結合生物與工程

的研究亦能分析疾病背後的機理，另一位
科大化學及生物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吳若
昊，正利用工程學的知識及不同工具如晶

片等，設計一種微流體器材，可捕捉及調
控細胞，包括進行單細胞基因組分析，藉
以探究癌腫瘤如何生成。
她表示，以往大部分人對癌腫瘤有誤

解，誤以為癌腫瘤中的細胞是一樣的，故
多只採用一種藥物治療，但實際上，癌腫

瘤中有不同的細胞，包括被視為癌症源頭
的癌幹細胞。
她與團隊計劃以微流體器材分解腫瘤中的

細胞將之隔離，再將各細胞分拆細緻了解其基
因排列，透過逐一研究及分析每個細胞，希望
能更針對性地尋找治療癌症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
瑤）為配合社會發展趨勢，培
育更多生物醫學科技及大數據
範疇的人才，科大將於2018/19
新學年首次推出「生物工程」
主修課程，預計取錄20人，課
程主旨針對微觀及分子層面處
理醫療問題及研究醫療技術的
內容，屬全港唯一，預計約三
分一學生將有機會遠赴海外頂
尖學府進行研究。
該新課程由科大工學院提供，

有興趣的學生可於大學聯招
（JUPAS）報讀科大工程學，並
在完成首年學習後選擇「生物工
程」主修。
科大化學及生物工程學系副教

授兼本科生課程主任周迎指，部
分人不了解生物工程，認為生物
工程的發展方向狹窄。
事實上，生物工程的學習範圍

較廣泛，涵蓋生物材料設計、藥
物工程、基因組分析及整理大數
據等。她認為，隨着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不少生物醫學企業有
意在香港發展及上市，將可為具
備相關專業背景的人才業界提供
更佳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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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維（左）、周迎（中）及吳若昊（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嘉瑤 攝

■研究團隊（左起）：陳嘉怡、蘇頴筠、Christelle
Not。 港大供圖

■■孫東孫東（（前排前排））領導團隊發明磁領導團隊發明磁
力微型機械人力微型機械人，，可在生物體內精可在生物體內精
準運送細胞準運送細胞。。 城大供圖城大供圖

■■機械人與頭髮直徑機械人與頭髮直徑
相若相若，，適合在血管及適合在血管及
其他體液內遊走其他體液內遊走。。

城大供圖城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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