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兼顧行政研究 動力靠滿足感
為數不少的科研學者，升上行政崗位
後因工作繁重，「魚與熊掌」只得放下
研究。汪正平卻憑着對科研的熱誠，
2010年出任中大工程學院院長，至今仍
努力不懈從事科研，包括統籌一項獲研
資局逾6,000萬元資助的智能化太陽能
技術研究，項目預計本年底完成。他分
享自身的研究動力，全憑成果為社會帶
來貢獻的一份滿足感，因此在完成院長
任期後仍會持續科研，尋求突破。
「科研工作是個『One way street

（單程路）』，一旦擱下幾年便難以回
頭。」正是有這份感悟，汪正平表示自
己從不怠慢研究。
他謙稱自己「幸運地」能兩者兼顧，
實情當然要付出不少努力，成為院長
後，仍堅持每周跟美國研究團隊進行電
話會議，維繫研究，亦有在港申請研資
局資金，組織團隊開展工作。

研究太陽能 增收集效率
汪正平在港開展的「智能化太陽能技

術：採集、存儲及應用」大型研究，獲
研資局「主題研究計劃」約6,000萬
元資助，已接近完成，共有20多位來自
中大、理大、科大及港大學者參與深入
研究，各司其職，「項目主要分三大方
向：如何提升太陽能收集的效率；如何
做好儲藏轉化得來的電子，所以會做電
池及超電容；應用方面則從事電網相關
研究。」
除了領導統籌，汪正平亦親身從事太

陽能採集與存儲的研究部分，「我們其
中一項研究，是要將鈣鈦礦收集太陽能
的性能提高」，他解釋，所謂性能就是
將太陽能轉化成電力的比率，太陽能板
以往常以硅作主要材料，相關研究已有
數十年歷史，能量轉換效率大約20%。
而鈣鈦礦為新興太陽能板材料，歷史不
足10年，但能量轉換效率近年已逐漸追

上，尤其鈣鈦礦成本較低，可大量生
產，塗於玻璃窗等已可使用，「惟目前
仍未足夠穩定，遇氧遇濕會導致鈣鈦礦
的效能下降」，因此在保護及包裝等問
題上仍有待研究。
至於存儲方面，汪正平表示，團隊在
2016年曾造出當時全球文獻紀錄中最高
效能的不對稱超級電容器，以及最高容
量的液流電池，「有關項目均說明，香
港的大學師生是有能力做出一流成
果。」至於整個項目預計本年底完成，
汪正平表示目前已有相關公司洽談，研
究進一步的應用可能。

塑料作封裝 減材料成本
此外，汪正平其中一項最為人稱道的

研究成果，非塑料封裝技術莫屬，「所
有的半導體在做完之後都要將其保護起

來，封裝不但提供了保護，還要把不同
晶片聯起來成為系統」，小至智能手
機，大至超級電腦都需要封裝。
汪正平提到，上世紀80年代技術限

制，當年一個1cm乘1cm的集成電路晶
片，需要用上10倍甚至20倍大的陶瓷
封裝，「這樣不但用多了面積，亦會使
電子線路的傳輸過程延長，有時陶瓷本
身甚至比晶片更貴。」
汪正平研發的塑料封裝技術則能解決

有關問題，「在晶片的表面或底部塗上
塑料保護，讓封裝不再產生額外面
積」，同時成本及性能均有效提升，他
亦因此持有超過65項相關的美國專利，
於業界貢獻舉足輕重。
有關塑料封裝技術已證實可行並獲普

及使用，並佔全球集成電路封裝市場的
95%以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科研工作是個『One way street（單程路）』，一旦擱下幾年便難以回頭。」正是有這份感悟，汪正平表示自己從不怠
慢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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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近年大力提倡建設科

技強國，支持香港成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被譽為「現

代半導體封裝之父」的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汪

正平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強調，科技是

國家富強與否的一項重要指標，香港本身坐擁

優厚科研知識與人才，寄語各界應好好珍惜，

勿讓大好本錢白白浪費。他表示，早前發生的

「中興事件」正說明科技研發的重要性，剛卸

任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院長的他會繼續參與中大

及中科院於深圳的電子封裝研究工作，為國家

集成電路（IC）事業以及「中國芯」發展作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包含半導體集成電路的芯片（又稱晶片）是電子產品
的核心，相關的封裝技術，正是讓汪正平揚名全球

的科研領域。對於較早前發生的「中興事件」，汪正平感
受殊深：當美國一句不賣芯片，令得整個產業也受制於
人，感嘆「一個國家經濟強但科技不強，亦只會被人欺
負」。
他認為，相關領域目前在內地大有可為，因此在7月底

完成院長任期後，未來亦會繼續參與中大與中科院合辦的
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研發工作，尋求半導體封裝技術的
更大突破。

內地有資源 合作成機遇
「因為現今國家肯定了科技的重要性，尤其我做電子封
裝，有助配合國家IC（集成電路）事業發展」，他表
示，內地眾多科研領域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亦願意提供
足夠資源支持科研，深化與內地合作毫無疑問是個機遇。
另一方面，國家大力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汪正平指本港各所大學科研水平出眾，過往出過不少優秀
科研人才與研究，能力上絕對足夠。不過他亦提醒，科研
知識與技術即使再好，若不及時轉化利用只會浪費，稍一
不慎更有可能化為「逆刃」，反殺自己個措手不及。
他憶述昔日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轄下貝爾實驗室工作的

日子，該實驗室曾是極其出色的研究機關，不少諾貝爾獎
得主均在此誕生，「主要原因是當時公司在美國電話服務
市場處於壟斷地位，有錢從事各類的研究」，哪怕是未必
能為公司帶來即時效益的基本研究，公司都願意投入，因
此造就不少前沿科技。

舊公司「走寶」浪費新技術
「貝爾實驗室是首先發明Wireless技術（無線通訊）
的，但由於公司收入主要來源是電話線服務，結果做了錯
誤決定。」他表示，公司當年錯估無線通訊的龐大潛力，
斷送發展先機，待發現時已經太遲，利潤也因此大跌。本
打算在實驗室做至退休的汪正平笑言，當時只得另謀高
就，改往大學繼續科研工作，後來輾轉返港加盟中大。
他續指，同類「走寶」教訓並不罕見，好比昔日照相業
龍頭之一的Kodak，它率先發明了第一台數碼相機，卻始
終留戀膠卷菲林業務的龐大利潤，未及轉營導致衰落，
「凡此均說明科技的重要，你自己開發的技術，你認為不
重要，錯過就沒有了。」

論文作指標 轉化缺動力
面對無數「前車可鑑」，本港情況又是否似曾相識？汪

正平直言香港以往多少有過錯失，尤其大學升遷機制往往
以發表學術論文作指標，輕視了科研轉化貢獻，「在缺乏
誘因下，教授在發表（論文）後未必願意花時間繼續做，
外國公司隨時『一句多謝都無』就立馬用上，做產品搞專
利」，這無疑是一種損失。
話雖如此，他認為目前情況不至絕望，因這些年來香港

陸續有大學學者將優秀研究轉化創業，並在國際間取得成
功的例子。「以前無公司願意投資下來，也沒有地方給我
們發展。現在大家都意識到需要重視，愈來愈多創新中心
及相應配套培育意念」，加上國家資金「過河」等機遇接
踵而來，深信本港科研界仍能有力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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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及美
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汪正平的
科研實力與地位無庸置疑。不
過，這位在香港成長的優秀科學
家原來在求學初期對中國文學興
趣較大，中學畢業後更曾一度入
讀中文大學中文系，卻因哥哥的
一個邀請改變一生。
在廣州出生的汪正平，兩歲隨
父母來到香港，幼稚園至中學均
在港接受教育，「中學時候數
學、物理、化學都有讀，但由於
中文老師教得特別好，也使我對
中文培養出興趣」，多元學習興

趣無異是求學的良好態度，但升
讀大學畢竟只能二擇其一，結果
他選擇了中大中文系。

赴美升學 改變一生
「讀了大約兩個多月，在美國

讀博士的哥哥建議我赴美升
學」，既然決定在美國學習，汪
正平笑言在異地讀中文並不實
際，考慮到自己本身有「理科
底」，對化學亦很感興趣，加上
當地化學科師資與前景俱佳，最
終驅使他「棄文從理」選修化
學，成就科研人生。

被問到當日拒絕赴美會是如
何，汪正平笑言很大機會成為一
位中文教師，那亦未嘗不好。
不過，他表示科研學者的身份

不但能春風化雨，培育新一代人
才，更可以在研究領域中獲得無
比自由，「自己喜歡研究什麼就
研究什麼，只要『有貨交』大學
也不能干涉。」當研究成果有日
轉化成產品，為社會帶來貢獻，
這份滿足感更是千金難求，也是
驅使他至今仍樂此不倦地從事研
究的一大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半路棄文從理 成就科研事業

工程有出路
科研前景好

汪正平憶述當年汪正平憶述當年「「棄文從理棄文從理」」赴美選赴美選
修化學修化學，，其中一項考量是前景更佳其中一項考量是前景更佳。。時至時至
今日今日，，出路成疑卻成了不少學子不敢投身科出路成疑卻成了不少學子不敢投身科
研的一大理由研的一大理由。。擔任中大工程學院院長多擔任中大工程學院院長多
年年，，汪正平強調所謂汪正平強調所謂「「工程無出路工程無出路」」只是一項只是一項
誤解誤解，，尤其在國家與特區政府日益重視科研發尤其在國家與特區政府日益重視科研發
展的大好勢頭下展的大好勢頭下，，前景很是理想前景很是理想。。

工程畢業工程畢業 薪酬理想薪酬理想
「「在我畢業的年代在我畢業的年代，，不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國不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國
家家，，讀工程的往往是最優秀學生讀工程的往往是最優秀學生」，」，汪正平指汪正平指，，
哪怕是在哪怕是在20002000年前的香港年前的香港，，工程學系都非常具工程學系都非常具
吸引力吸引力，，不時都有學生放棄從醫前來修讀工程不時都有學生放棄從醫前來修讀工程，，
情況直至科網泡沫爆破才轉差情況直至科網泡沫爆破才轉差，「，「不過不過，，近十近十
年明顯已見起色年明顯已見起色，，讀讀Computer ScienceComputer Science（（計算計算
機科學機科學））的學生尤其吃香的學生尤其吃香。」。」汪正平指不論汪正平指不論
是本地還是外國公司都需要有關人才是本地還是外國公司都需要有關人才，，畢業畢業
生薪酬亦很理想生薪酬亦很理想。。
尤其隨着國家資金尤其隨着國家資金「「過河過河」」支持支持，，汪汪
正平相信將能帶動香港科研生態鏈正平相信將能帶動香港科研生態鏈，，

「「科研人員有更多錢做研究科研人員有更多錢做研究，，一一
定會用上更多學生定會用上更多學生」，」，加上加上

特區政府近年日益加特區政府近年日益加

大投入大投入，，香港已具備相當發展條件香港已具備相當發展條件。。

工程發展 無分國界
他又寄語工程發展無分國界他又寄語工程發展無分國界，，過往亦有中過往亦有中

大畢業生到大畢業生到GoogleGoogle公司工作的例子公司工作的例子，，鼓勵學鼓勵學
生應放眼內地生應放眼內地、、亞洲以至世界亞洲以至世界，，不愁沒有出不愁沒有出
路路，「，「只待更多出色學生投身其中只待更多出色學生投身其中。」。」
不過話說回來不過話說回來，，汪正平直言讀工程科確實是比汪正平直言讀工程科確實是比

較辛苦較辛苦，，不排除部分學生怕難卻步不排除部分學生怕難卻步，「，「一來涉及一來涉及
學科知識廣學科知識廣，，數學數學、、物理物理、、化學化學、、生物均有涉生物均有涉
獵獵，，課程中亦有不少功課要做課程中亦有不少功課要做。」。」因此他提醒學因此他提醒學
生選科時宜三思是否感興趣生選科時宜三思是否感興趣，，以免恨錯難返以免恨錯難返。。
至於如何有效培養下一代人才至於如何有效培養下一代人才，，汪正平強汪正平強
調必須從小做起調必須從小做起，「，「大學才做已經太遲大學才做已經太遲，，學學
生假如無讀過生假如無讀過MM11/M/M22（（數學延伸部分一及數學延伸部分一及
二二）、）、物理物理、、化學化學，，入到來跟不上只會更入到來跟不上只會更
辛苦辛苦。」。」
對於中小學近年開始提倡對於中小學近年開始提倡STEMSTEM教教

育育，，他表示若能培養出興趣當然有他表示若能培養出興趣當然有
幫助幫助，，家長如發現子女對數理感家長如發現子女對數理感
興趣興趣，，也期望他們能多作鼓也期望他們能多作鼓
勵勵。。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姜嘉軒

■汪正平未來會繼續參與深圳先進院的工
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汪正平教授研發的不對稱超級電容器 (右上)，為發光二極
管(下)提供穩定的電源。 中大供圖

■汪正平在港開展的「智能化太陽
能技術：採集、存儲及應用」大型

研究，除統籌外，還親身從
事採集與存儲的研究
部分。 中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