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國科學院昨日簽署

《關於中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確立中科院在港設

立院屬機構，推動其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和自動化研究所，分別

落戶香港科學園建設的「醫療科技創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

技創新平台」，開展研發工作。特首林鄭月娥在簽署儀式上同時宣佈，

教資會將成立「聯合實驗室資助計劃」，本學年撥款港幣3,000萬元，為

獲得中科院認可的聯合實驗室提供研究資助，可望在今年年底前推出。

四大目標
科研創新
吸引國際一流的科技創新領軍人才、
具有國際影響力且應用前景明確的研
究開發項目落地香港，開展關鍵核心
技術研發，推動香港和內地科研力量
的協同創新，支撐香港重點領域科技
發展。

成果轉移轉化
利用香港和內地優勢及資源，推動香
港和內地科技成果的雙向轉移轉化。
創建青年創新創業平台，形成優良的
創新創業生態，服務香港創科產業發
展。

協調聯絡
推動由中科院和香港的大學共建的22
個聯合實驗室以及曾為夥伴實驗室的
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之間的互利合
作。同時，作為日後在香港成立的粵
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秘書處，負責該
聯盟的日常運作，協助鼓勵粵港澳大
灣區內的院士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
為國家科技發展作貢獻。

科技教育與科學普及
培養香港和內地青年科技人才，開展
科學普及活動，舉辦高水平學術會
議、科創展覽、學術研討會等，增進
公眾對科學技術的認識及興趣，提升
粵港澳大灣區支持科技創新發展的良
好氛圍。

資料來源：

《關於中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

備忘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中科院兩研究所落戶科學園
教資會撥款3000萬資助 研發醫療科技AI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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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為了
解香港中小學幼稚園國慶慶祝活動情
況，以及教師對國情教育的看法，教聯
會在10月國慶月向全港學校發問卷，結
果顯示，分別有逾七成教師認為「國家
的歷史與發展」及「國旗、國歌、國徽
及升旗禮」課題應納入國情教育內。教
聯會指，當中後者較去年大增11個百分
點，相信與國歌法本地立法進程有關。

國慶活動增歸屬感 認同教師增
是次問卷調查共收到202份有效回

應，當中小學教師佔約一半，其餘則為
中學和幼稚園老師。有8名教師（4%）
指其所屬學校今年並沒有舉辦慶祝國慶
活動，比率與去年相若；其餘有賀國慶
活動教師中，79%人指學校有舉行「國
慶節升旗禮」，亦有60%人指學校有以
「唱國歌」方式賀國慶。此外「懸掛國
旗」及「早會／周會國情專題活動」都
是較多學校進行的賀國慶活動，分點有
57%及53%受訪者選擇。
過半數（54%）受訪教師認為，舉辦

國慶活動能增強學生對國家的歸屬感，

較去年的31%大增23個百分點。整體而
言，有八成受訪教師認為今年的學校國
慶活動，與去年隆重程度相若。
而日常的國情教育活動方面，七成受
訪教師表示其所在學校會「組織學生到
內地參觀訪問」，為最普遍的國情教育
活動；而「與內地學校締結成姊妹學
校」亦有62%教師選擇，比率持續上
升，教聯會認為，那與政府增撥資源予
學校推動姊妹學校締結有關。另外亦有
52%教師指學校平日會以「周會專題講
座」形式推國情教育，遠較去年的39%
多。
至於國情教育的內容，分別有72%教

師指應包含「國家的歷史與發展」及
「國旗、國歌、國徽及升旗禮」，後者
較去年增加了11個百分點，教聯會估計
那與香港正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有
關。
與此同時，約半數受訪教師分別認為

「國家的民族、人口和地理」（56%）
及 「 國 際 社 會 中 的 今 日 中 國 」
（54%）、「內地人民的生活現況」
（48%）及「國家發展所遇到的困難與

機遇」（48%）等課題亦要包括在國情
教育之內。

教聯會：對改革開放關注不足
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問到特

區政府對相關課題教育的支援是否足
夠，教師表示「足夠」、「不足夠」及
「沒意見」的比例相若各佔約三分一。
教聯會認為，那某程度反映教界對改革
開放40年關注度不足，值得教育當局注

意及加強支援，並促請局方明年應更早
地準備，幫助香港學校迎接國慶70周年
的活動。
教聯會又提到，不少受訪老師反映目

前國情教育及「一國兩制」教育的教材
欠趣味性，較難吸引學生學習，建議當
局推動業界分享有趣教材，鼓勵前線教
師進行培訓，並設法加強教學互動元
素，另外亦可多舉辦內地創科交流團，
讓師生了解國家科技發展。

國歌課題納國教 逾七成教師認同

簽署儀式昨日假禮賓府宴會廳舉行，由
林鄭月娥和中科院院長白春禮代表簽

署。出席嘉賓包括中聯辦副主任、中科院
院士譚鐵牛，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等。
《備忘錄》確立中科院將在香港設立院

屬機構，並列明4大目標包括致力科研創
新、推動科研成果轉移轉化、協調中科院
與本地大學的合作，以及進行科技教育和
推廣工作（見表）。根據《備忘錄》指，
在中、長期而言，總結香港院屬機構建設
經驗，中科院將逐步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
的綜合性創新研究院，並優先考慮落戶在
香港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與中

科院簽署《備忘錄》落實有關安排，是兩
地科技合作的重要新篇章；中科院在香港
設立院屬機構，將於香港科技創新發展發
揮重大的推動作用，為兩地的科技界帶來

新機遇，而該院屬機構也將成為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一大亮點。
她指特區政府會繼續宣傳推廣，鼓勵更

多頂尖科研單位落戶兩個創新平台，匯聚
各地優秀人才。
另一方面，為進一步支持本港學術研

究，推動本地專才與內地的科研合作，協
助聯合實驗室的發展，林鄭月娥又宣佈教
資會將推出3,000萬元的「聯合實驗室資助
計劃」，待教資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敲定
安排細節後，資助計劃可望於今年年底前
推出，為中科院與本地大學共建的聯合實
驗室提供更多研發資源。

將成為「灣區院士聯盟」秘書處
此外，院屬機構將成為日後在香港成立

的「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秘書處，負
責該聯盟的日常運作。林鄭月娥致辭時介
紹指，「院士聯盟」將為促進成員跨學科
交流融合、討論與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相

關的政策、推動科技教育和科學普及活動
等方面發揮作用，呼籲香港的兩院院士積
極參與，共同為發展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作出貢獻。
白春禮致辭時指，《備忘錄》是雙方貫徹
落實國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建設的具體舉措，對於深化內地和香港科
技合作，助力香港創科事業，支持大灣區創
科發展意義重大。

他又提到中科院與本港6所大學一直維持
良好關係，至今組建的聯合實驗室共有22
個，開展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持久合作，
並取得卓有成效的進展。
他並讚揚林鄭月娥出任特首以來，在創科

方面推出多項措施，營造良好環境。
林鄭月娥於儀式後宴請出席儀式嘉賓，

當中包括大學校長、中科院和中國工程院
院士，以及本地研發機構代表。

社署「老有所為
計劃」的屯門區冠
軍，是仁愛堂屯子

圍新慶村青磚圍鄉郊社區服務中心的舉
辦的活動「傳承圍·友·里—城鄉共
融計劃」。他們招募當區退休長者們組
成長者導賞團，義務帶遊客遊覽屯門圍
村，介紹圍村獨具特色傳統文化，並舉
辦傳統手工藝作坊，教遊客親手製作迷
你花牌和美味茶果。長者導賞員們表
示，對能向公眾介紹屯門圍村傳統文化
很感自豪。
仁愛堂社工胡惠茵指出，屯門圍村仍

保存不少特色傳統文化，如每年太平清
醮都會舉辦隆重的儀式，村內有很多保
留完好的忠義堂、祠堂等歷史文物及頗
具特色的傳統民俗等。
因此仁愛堂於去年9月啟動長者導賞

團計劃，招募長者居民擔任導賞員，提
供圍村導賞服務，又根據長者居民的專
長和結合圍村傳統，舉辦由長者居民主
導的傳統手工藝工作坊，讓他們親手設
計眾多表演和傳統文化攤位，以達至
「城鄉共融」。
66歲的黃惠珍說，她並非圍村原居
民，對圍村文化也不太了解，但由於大
學時學中國文化，見到有導賞員培訓，
便拉着丈夫一齊報了名，才發現屯門文
化那麼有特色，值得向公眾推廣與傳
承，「剛開始帶團時也挺緊張，不習慣
帶領那麼多人，現在已能和團友打成一
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社
署昨日為2018「老有所為活動計
劃」舉行頒獎典禮，以表揚2016年
至2018年度「兩年計劃」及2017
年至2018年度「一年計劃」中表現
傑出的團體及長者，並藉此宣揚跨
代共融、敬老愛老，老有所為的信
息。社署自推行「老有所為活動計
劃」20年間，已撥款資助地區團體
舉辦逾5,000項活動計劃，總參與
人次逾330萬，成績驕人。勞工及
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張琼瑤表示，樂
見長者能發揮潛能，繼續貢獻社
會，實踐「老有所為」精神。
社署「老有所為計劃」大埔及北

區冠軍，是一隊身形矯健的長者飛
鏢隊，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
平長者鄰舍中心舉辦，邀請了專業
導師將8名長者培訓為飛鏢指導
員，再由該隊「長者飛鏢隊」往各
長者院舍、學校推廣飛鏢，並成隊
伍參與飛鏢大賽，獲大批長者歡
迎，至今已有1,984人次參與，青
年會已決定將項目恒常化。

可訓練手眼心協調
基督教青年會社工陳姑娘指出，

飛鏢運動可鍛煉肌肉、提高大腦平
衡和協調能力，亦可活躍腦細胞，
有助延緩大腦退化，「此運動對長
者來說十分新奇、刺激及有挑戰
性，但他們平日接觸的機會不
多。」她指是次活動透過推廣飛鏢

運動，協助長者培養運動的習慣，
擴闊他們視野和滿足學習新事物的
期望，讓他們挑戰自我、展現活
力，突破長者定型和生活框框，亦
有助他們擴闊社交圈子，藉此在區
內宣揚關愛鄰里的信息。
68歲的長者飛鏢指導員邱亞成指

出，練習飛鏢後，原本很容易緊張
的情緒變得放鬆很多，手、眼、心
協調能力加強，身體和精神狀況都
得到改善，還認識了大班「老友
記」，「別看一些長者坐輪椅，他
們照樣飛得很好。」

71歲的李錦雄表示，自己以前很
「宅」，天天悶在家裡，身心狀況
每況愈下，練飛鏢後注意力、集中
力和身體平衡感均有改善。
70歲的葉慶聳表示，之前從沒接

觸過飛鏢，參加長者飛鏢隊後立即
迷上這個運動，嫌中心每周才訓練
一兩次不過癮，自己花了兩千多元
買了套專業飛鏢，有空便練，之後
更隨飛鏢隊參加比賽，「輸贏係其
次，最開心是過程。」他現時有空
便和11歲的孫子在家玩飛鏢，他很
自豪說：「個孫唔夠我技術高。」

「宅老」練掟飛鏢 展活力擴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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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右右））和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教授和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教授（（左左））簽署簽署《《關於中關於中
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教聯會公
佈國慶活動
及國情教育
問卷調查結
果。
主辦方供圖

■長者飛鏢隊正在練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恒生管理學院在10
月30日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批准升
格，校方昨日特別舉行正名啟動禮，宣告「香港
恒生大學」正式成為香港第二所私立大學。校董
會主席鄭慧敏（右四）、校長何順文（左四）、
創辦人家族代表，連同數百名師生、教職員、校
友及持份者出席，一起為恒大的新名字及新校徽
揭幕，開展歷史新一頁。

太陽能發電技術日
趨普及，特區政府為鼓勵民間產能，早前引入
「上網電價」。新渡輪斥資25萬元在辦公大樓
天台鋪設27塊太陽能發電板，預計首年可產生
約1萬度電，抵消約5,400千克碳排放。新渡輪
並期望將計劃擴展至7個碼頭天台，銳意打造環
保碼頭，預計成本約1,300萬元至1,5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