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大創科優勢 獻力灣區帶路
段崇智：善用生物醫學人工智能強項 囑學生抓機遇

國家及特區政府近年推行多項有

利創科發展的政策，銳意打造本港

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本港多所大學

擁有雄厚科研實力，毫無疑問是本

港創科界別的重要支柱。香港中文

大學校長段崇智日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形容本港目前正處於非

常令人興奮的時刻，中大將繼續發

揮包括生物醫學及人工智能等領域

的創科優勢，積極參與本港科學

院、大灣區以至「一帶一路」發

展，寄語學生要裝備自己、把握機

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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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香港浸
會大學應用經濟主修四年級生倫偉霖，
憑優異的成績與豐富的義工經驗，成為
香港地區唯一取得「董浩雲獎學金」的
學生。他將獲得兩萬美元獎學金，並於
本月開展一次「離地」的海上學習旅
程，其間會與世界各地約500名大學生在
國際海上學府進行107天的海上學習，走
訪11個國家、13個城市，開拓視野。

奪董浩雲獎學金 全因「夏橋」
能在眾多學生中突圍而出取得「董浩
雲獎學金」，倫偉霖指一切都是源於一
個叫「夏橋」（Summer Bridge）的非牟

利英語課程，其主要對象是基層學生。
來自草根家庭的倫偉霖在中二及中三暑
假曾經修讀上述英語課程，並受到來自
世界各地的大學生義工導師啟發，讓他
明白教育的力量。
當時其中一名叫Jerry的加拿大導師回

國後，給偉霖寫過一封長信，勉勵他遇
到逆境不要放棄，只要努力，相信他一
定可以成功。受到Jerry及其他年輕外籍
教師的影響，偉霖在大學期間，也回到
「夏橋」擔任義務教師。偉霖曾經坐在
教室裡面聽Jerry教授羅馬歷史，數年以
後，偉霖回到同一個教室、站到同一個
位置，教起了社會學，偉霖覺得「感覺

很奇妙」。
成為義務教師後，他有機會與不同的

人相處，因教師團隊非常「國際化」，
他英語能力得以提升，更慢慢學懂溝通
技巧，培養出開朗的性格，能與不同的
人打開話匣子，這讓他在申請獎學金時
大有優勢。
即將在海上學府學習，倫偉霖非常興

奮，「以前的我還真沒想到過我會有機
會在郵輪上課呢！」此外，同學們還獲
安排進行「Field Program」，到不同的
國家參與義工活動，他已報名參與加納
的建校工作，也會深入越南，感受當地
風土民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巴士是本港
主要的交通工具，不少學生返學放學都需乘
搭。青年民建聯趁開學日前到政府總部請願，
呼籲各巴士公司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為12歲至
25歲的全日制學生提供半價乘車優惠，一方面
巴士公司能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另一方面在
經濟效益角度也可吸引更多學生搭巴士。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昨日聯同約10人到

政總請願。他表示，目前九巴雖然有為學生
在部分長途路線提供即日回程半價優惠、及
擬在本港20間大專院校內安裝優惠拍卡機並
提供每程兩元車費回贈，但根據教育局資
料，2016/17年度有超過45萬就讀中學及大

專教育的全日制學生，而大部分中學學位也
是按「就近入學」原則作分配，因此需坐長
途巴士上學的學生不太多，而每程兩元車費
回贈未免是「小恩小惠」，幫助有限；部分
巴士公司甚至是沒有學生優惠。
他強調，不少學生住處遠離港鐵，巴士是

他們必須依賴的交通工具，家庭收入有限，
交通費是一大開支，故期望巴士公司提供全
面學生乘車優惠，如仿傚港鐵公司，為12歲
至25歲的全日制學生提供半價乘車優惠，減
輕學生的經濟壓力。
青年民建聯並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向巴士公

司施壓，其後有政府代表接收請願信。

浸大生登郵輪上課逾百天

青民促推學生半價搭巴士

除積極推動中大參與國家及特區
政府的創科發展外，段崇智指中大
在全球視野、正向心理以至人文學
科等不同領域亦有關注及發展，校
方正構思及推出各類選修科目，積
極裝備學生。他強調中大會積極發
揮連繫作用，培養學生迎接21世紀
社會的不同挑戰。
「好比是全球面對的人口老化問

題，這絕不止是科學問題，當中還
涉及社會學、心理學等不同範疇，
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處理」，段崇
智指出，社會不少問題也是如此，
需要科技以外不同領域攜手合作解
決，為此大學同樣重視不同學科全
面發展，而非單純側重科研。
被問到當中有何構思，段崇智分

享其中三個點子，「一個是希望設
立多元藝術平台，持續推廣戲劇、
表現藝術、音樂等不同範疇；第二
是要在倫理學方面多做工作；第三
則是推動哲學，也許可以從科學歷
史跟科學哲學開始做起」，他笑言

這些概念目前仍在起步階段，但深
信這些都對學生有益，不排除未來
會推出相關選修課程，為學生帶來
更多多元知識。

設「正向心理學」助學生升AQ
另一方面，段崇智分享新學年已

接連推出「21世紀全球公民的重大
挑戰」及「豐盛人生：正向心理學
的理論與實踐」課程。他表示，期
望學生能夠認識21世紀所面臨的挑
戰，擴闊世界概念，從而了解如何
善用所學知識，應用於世界某一重
大挑戰。正向心理學課程則是理論
與實踐並重，段崇智期望學生可加
強抗逆能力，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
觀。
至於段在上任初期宣佈成立的

「環球校友諮詢委員會」及推出
「傑出校友訪問計劃」，他表示委
員會將在10月召開第二次會議「交
功課」，包括推動學生參與全球實
習機會，擴大就業可能，亦會組織

海外校友回校探訪，加強與學生交
流。「傑出校友訪問計劃」預計本
年底會先有一位校友回校，人選仍
待決定，「但預計會安排校友在校
住三天至五天，跟學生直接交流，
分享寶貴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段崇智出任中大校長至今
已9個月，訪問時他特別提到
今日將迎來在中大的第一個

開學禮，笑言十分期待。被問到如何概括近月的
工作感受，他以人生中「甜酸苦辣」作譬喻，形
容大部分日子都感覺很甜，惟他亦提到上任以來
經歷兩次學生離世憾事，每次都是心酸，使他更
堅定要在校內加強推廣正向教育，防患於未然。
「離開學校愈久，回憶中的校園生活愈是甜

蜜」，段崇智笑言上任以來常有跟不同校友溝
通，從他們口中聽來很多與中大有關的快樂回
憶，過去幾個月亦有不斷走訪校內各學院及書
院，聽取師生意見，「中大除了有學院及研究
院外，較其他大學還多了書院這個制度，以一
個月去兩間計算，每間花半日時間溝通，行程
非常豐富」，他坦言時間是否足夠見仁見智，
但會盡力跟師生校友保持溝通，至今為止的工
作亦很「甜蜜」，感覺高興。

大學的使命：給學生「好飲料」
不過，他亦提到任內兩名學生不幸離世的心酸

憾事，「發生的時候實在是晴天霹靂。」當時段
崇智曾撰寫網誌，裡面提到「水杯半空還是半
滿」的道理，提醒同學現實中還有「可以把水填
滿，甚或可以把水全都倒了再重新注入」等，說
明人生有很多可能性。

段崇智認為每個學生來到大學時都像帶來了自己的杯
子，「裡面不知道有多少水，甚至可能是其他飲料，大學
的使命是要為學生提供他們想要、好的飲料」，因此他上
任後亦積極推動正向教育，冀能加強學生抗逆能力。
本港各大學開學禮近年經常發生政治爭議，中大去年

開學更曾出現「港獨」橫幅及標語，引起極大混亂。訪
問當日，距離開學只餘數天，段崇智坦言首次迎接中大
開學日「經驗肯定無」，但笑言會以身作則正向面對，
哪怕有問題發生，相信大學管理層具有足夠經驗處理。
他又認為，學生上大學的目的主要在於保存、製造、分

享及應用知識，期望學生認清目標，迎接愉快大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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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今日全世界早已是四海一家，世
界連繫」，段崇智認為以往所謂

「閉門不理、獨善其身」的觀念已落後，為
此學生考慮未來就業發展絕不應局限在本
港，而是要放眼世界，「學生需要有此認
同，讀書考試求分數只是一個步驟，最後的
目的是要貢獻社會和人類」，而大學其中一
個重要職責，就是要讓同學認識世界需要他
的地方，並且努力發揮所長。

創科良策屢出 學生發展良機
隨着近年多項有利創科發展政策接連出
台，加上香港周邊地區的不斷發展，段崇智
直言現在正是讓人非常興奮的階段，「加大
本港科研投資佔比至1.5%、落馬洲河套區
的發展」，而且特區政府亦已表明將銳意發
展生物醫學與人工智能，最近中科院亦已安
排轄下的廣州生物醫藥及健康研究院和北京
自動化研究所到香港科學園落戶，以至大灣
區規劃發展等等，「凡此種種都讓我感到非
常樂觀」，強調中大亦會配合相關政策，拓
寬學生發展機遇。

致力培養學生「雙創」能力
他表示，中大於生物醫學及人工智能研究
均處於領先地位，過往已有「無創產前診
斷」方法、「商湯科技」公司等能夠把研究
帶入社會的成功例子，在這些已有優勢支持
下，相信大學未來可進一步配合政府發展，
扮演重要角色。
同時，大學亦會積極培養學生創新創業，
包括去年已推出創業創新副修課程，啟發年
輕人創業精神和管理初創企業的能力，助他
們把握各類科創及社創新發展機會。
另一方面，段崇智提及大學近月任命生物
醫學學院院長陳偉儀出任副校長（策略發
展）一職，專門負責配合中央及特區政府的
最新科研與創新科技政策，並致力與香港科
學園、落馬洲河套地區、粵港澳大灣區以及
「一帶一路」國家等建立夥伴關係，促進科
研活動，「再加上中大本身已有的深圳研究
院，以及與中科院合作的深圳先進技術研究
院等」，有關合作將會持續，積極參與大灣
區發展。

段崇智認為本港未來
創科環境機遇處處，但
能否吸引學生投身其

中，成為另一個成功關鍵。段指出中大近
年不少學科收生情況理想，以今年的生物
醫學理學士課程為例，在醫學院各科的收
生成績僅次於內外全科醫學士，該學科亦
將在下學年產出首批畢業生，配合社會的

人才需求。惟他亦承認目前文憑試設計不
太利於培養理科學生，呼籲當局考慮優化
制度，由下而上全面推動人才培育。
「好多人或許很實際，要確保有工做，
才會去讀大學某一科」，段崇智認為這是
常見的想法，但並不完全正確，因世界上
亦有着不少人全憑「讀好奇怪嘅嘢」，結
果成就一番事業，尤其是理工學科，當中

有過不少人才為世界帶來貢獻，「只是他
們大都是埋頭苦幹，導致社會未必有太多
機會認識這些成功例子。」為此段崇智表
示會積極找來更多「真人真事」，讓學生
收集足夠資訊作好選擇。
被問到本年收生情況，段崇智形容結果非

常良好，其中在2016年起開辦的生物醫學
理學士課程，本屆收生成績僅次於內外全科
醫學士，「同時今年已經有第三年的學生，
再過一年便會畢業，人才是準備就緒。」

就外界關注今年經非聯招入讀本地政府
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數目上升，中大
和港大最少4個科目招收多於四成非聯招
本地學生，社會人士擔心相關比例偏高，
影響中下階層入讀大學機會。
段崇智坦言，擇優而錄是大學收生的第
一原則，同時亦明白地區性需求不容忽
視，考慮到每年學生人數不一，呼籲各界
不宜單憑一年數字下定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關注人文學科 推動多元發展

籲優化文憑試「下而上」育人才

■■段崇智笑言十分期待首次開學段崇智笑言十分期待首次開學
禮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段崇智提醒「水杯半空還是半滿」的道理中，還有着
不同可能性。 段崇智網誌圖片

▶倫偉霖成為香港唯一「董浩雲獎學金」
得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倫偉霖認為「夏橋」的義教經歷成就
了今天的他。 浸大供圖

■■青年民建聯要求巴士公司推出全面的學生乘車優惠青年民建聯要求巴士公司推出全面的學生乘車優惠。。 青年民建聯供圖青年民建聯供圖

■■段崇智指中大將繼續發揮包括在生物醫學及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創段崇智指中大將繼續發揮包括在生物醫學及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創
科優勢科優勢，，積極參與本港科學院積極參與本港科學院、、大灣區以至大灣區以至「「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發展發展。。圖圖
中段崇智正分享其關節相關研究工作中段崇智正分享其關節相關研究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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