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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科院成立 育年輕科學家
與教團簽備忘錄辦STEM推科創 鞏固港國際創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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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明選勉創知畢業生與時俱進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

確指出，要將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匯聚年輕科學家的

力量，培育科學界的明日之星，香港科學院（港科院）特別針對45歲

或以下年輕一輩的科學家成立香港青年科學院，並與不同教育團體簽

訂合作備忘錄，為青年學生舉辦不同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相關活動，於培養新一代年輕科學家出一分力，共同推動科學教

育及科創發展，鞏固香港的國際創科地位。

基
礎
教
育
缺
STEM

盼
學
院
可
補
不
足

創知中學日前舉行中
六畢業禮，有超過700名
嘉賓、家長及學生出
席。學校邀請得科技大
學首席副校長倪明選主

禮，為畢業生頒發證書，他並勉勵畢業
生要以創新思維立足於社會，及透過創
新推動國家向前走。

黃晶榕：抓機遇成社會棟樑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於校務報告總結

了過去一年學術及課外活動方面的成
績，包括各學科增值指標均達8級，有
34位畢業生成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而
學校也獲得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知名
學府給予的「校長保送資格」，將兩名
尖子保送到一流大學接受教育。該校學
生於田徑、羽毛球校際比賽獲得不少獎

項，又積極參加境外考察、文化交流活
動，參加的師生人次佔全校人數65%，
比率全港最高。
他並寄語畢業生要時刻謹記「勞校

人」的精神，常懷報效國家、關心母
校、終身學習之願，把握祖國機遇，成
為社會棟樑。
倪明選則以「與時俱進」為題致辭，
通過近代歷史向學生說明科技是人類發
展進步的原動力，創新才能創造未來的
意念。他又引用「青年興則國家興，青
年強則國家強」勉勵畢業生，應以創新
思維立足於社會，本着「從無到有，從
有到優」的信念推動國家向前走。
而創知的畢業生代表發言時，都感激

母校不辭勞苦的教導，他們又以歌舞表
演，回顧在母校的點滴，典禮最終圓滿
結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人類大腦的
結構及功能極其複雜，先進的腦部成像技
術，對神經科學領域研究的發展帶來革新
性影響。香港大學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團隊合作，開發新型高速光學腦部成像平
台，能夠以每秒超過1,000幀圖像的速度記
錄活體大腦的神經元電信號活動。團隊獲
美國「BRAIN」計劃超過200萬美元的經
費，期望3年內可建立系統雛型，幫助深
入了解大腦功能，為大腦疾病和退化等提
供更多線索。
人腦外部的大腦皮層，有約100億至200
億個神經元細胞，並透過稱為「突觸」的
接口交互連繫在一起，構成神經迴路，當
中不同神經元的電學和化學活動信號，可
導致情緒、感知、想法、動作和記憶等行
為。
傳統上，記錄神經元活動要利用電極或微
電極連接大腦組織，直接量度有關電信號，

但有關做法對腦部有一定入侵性，而信號清
晰度也有局限，相比下，近年光學腦部成像
快速發展，為相關研究帶來革新。

獲200萬美元經費建成像平台
港大電機電子工程系副教授及生物醫學

工程課程主任謝堅文，以其研發可提高成
像速度至少100倍的「FACED新型激光掃
描技術」為基礎，與加州柏克萊物理系副
教授Na Ji團隊合作，獲美國「BRAIN（使
用先進革新型神經技術的人腦研究）」計
劃超過200萬美元經費，構建新型高速光
學腦部成像平台。
謝堅文解釋說，神經迴路內部活動的電

信號變化非常快，通常在毫秒級別甚至更
短，而FACED的高速掃描有望突破這個
速度障礙。
團隊會採用最新的基因調控技術，把神

經元中的電學和化學活動轉化成光信號，

再利用FACED結合光學腦部成像概念及
最新的電腦科學運算，每秒可記錄超過
1,000幀有關活體大腦活動的圖像，特別是
神經迴路中的電信號，期望3年內可建立
系統雛型，提高神經科學研究效率，以對
大腦運作的機制有更全面及突破性的了
解。

港大夥柏克萊研系統 秒拍逾千「腦活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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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昨日在深
圳啟動，來自香港11所院校的20名學生，
將在深圳5間企業進行職場體驗，讓香港
大學生感受深圳的朝氣和活力，了解內地
行業特點及企業環境，領略當地人文氣
息，在積累工作經驗和拓寬人際關係的同
時，更進一步了解國情。
據悉，未來之星同學會自「粵港澳大灣
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前稱：粵港暑期
實習計劃）以來，連續第五年參與主辦。
是次同學們實習的企業包括深圳南山區科
技創業服務中心、深圳市地鐵集團、廣東
拓萬律師事務所、中道集團有限公司、深
圳市有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6周時間內，
除了職場體驗，同學們還將前往深圳博物
館、深圳廣播電影電視集團、大芬村等
地，進一步了解深圳科創企業文化及發
展，體驗深圳文化藝術氛圍。
本次實習團團長、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深圳新聞中心主任黎冬梅表示，今年的
實習計增加了「粵港澳大灣區」這一亮
點，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最重要的是人的
互聯互通，是次交流計劃正體現了互聯互
通。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出台了許多創新舉
措，深圳依託前海和河套地區，出台了多
項針對香港青年的優惠政策。本次實習企
業都是精挑細選的熱門行業，希望同學們
利用這個機會，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機
遇，了解內地及企業環境，「用眼睛去觀
察，用腦去思考，用腳去調查，用筆去記
錄」，實現個人理想和抱負。
她續說，2019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值
建國70周年，五四運動100周年，深圳建

市40周年。「深圳是內地最年輕、最有活
力的城市，希望同學們發揚五四青年精
神，勇於擔當，體驗新環境，逐夢大灣
區，成為具備國家意識、香港情懷和國際
視野的新一代。」

企業盼港生添新思維
中道集團有限公司此次共接收了8名港

生前來實習，為接收實習港生最多的企
業，該公司特意安排了董事長及各部門負
責人與港生見面交流，除了目前安排的崗
位，同學也可以根據意願再行選擇感興趣
的工作。該公司金融合作部羅旋表示，香
港學生具廣闊國際視野，希望借由港生的
參與，為公司帶來新的思維方式。
科技大學計算機工程系的學生陳藝很期

待是次實習。她表示，深港之間交通便
利，許多同學對到深圳遊玩不陌生，尤其
是高鐵開通後，更將往來時間縮短到短短
十幾分鐘。不過，她指即使頻繁到深圳消
費，所見所聞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實習計

劃長達六周，加上粵港澳大灣區剛剛起
步，讓她有更多機會深入了解深圳各方面
的機遇。

港生冀了解灣區擴就業
陳藝又說，實習計劃為同學們提供了個
人成長的平台，也帶來了了解祖國經濟、
文化的契機，深圳在大灣區的定位是成為
「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香港
高校是背後人才輸送的基地之一，希望借
此了解大灣區狀況，為今後就業擴展空
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為適應時代變化及
「數字化」的大趨
勢，具備科學知識及
思維是新一代青少年
不可或缺的素質之

一。為了提升學生相關能力，進行中
小學的STEM教育是香港青年科學
院其中一項重要任務。
院長羅錦團慨嘆，現今香港基礎教

育制度較缺乏具系統性的科學訓練，
故希望透過香港青年科學院這個平
台，補足制度的不足。
他指出，以前唸理科班，科學類相
關的科目都是必修科目，反觀現時
「讀某一科只是為了升學」，學習的
歷程較為零碎，不利培養未來的科研
人才。
羅錦團指出，在理科方面表現最出

色的學生有不同的發展渠道可供選
擇，「然而我們要做的工作，對象包
括其餘大多數的學生。」
他表示，青年科學院將於本年7月

進行第一個STEM講座，屆時將邀
請約400位教師與學生參與，而未來
的活動不僅是集中在學生身上，也會
透過教師的培訓，期望他們能夠啟發
新一代的年輕人，走上創科的道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香港青年科學院昨日於科學園內舉行
成立典禮，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出席並擔
任主禮嘉賓。

林鄭勉青年加入科研行列
林鄭月娥於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一
直致力推動教育科創，自她上任以來，
在教育方面至少投放83億元，其中不少
資源均分配於基礎教育，包括中小學方
面的STEM教育。
她續指，未來政府會增加5億元，在中

學設立「IT創新實驗室」及舉行相關活
動，期望相關措施能培養科技人才，鼓
勵更多年輕人加入科研行列。

徐立之盼「以心傳心」推科教
港科院創院院長徐立之則表示，新成

立的青年科學院將協助港科院，培養年
輕一代投身科創。
他認為，青年科學家均充滿熱誠，相

信青年科學院這個多元化平台，將可發
掘新的科研，並打造跨學科的合作，更
期望能夠「以心傳心」，鼓勵更多年輕
人投身科創，推進香港的科研及科學教
育。
青年科學院院長、科技大學物理學系

副教授羅錦團表示，成立青年科學院的
目的是希望提供平台予年輕科學家，讓
他們服務香港社會；並承諾一眾青年科
學院院士將全力推動STEM教育及促進
科學轉移，並引領對科學感興趣的中學
生踏上科學之路。
青年科學院直屬港科院，共有31名來

自物理、數學、生物科學、機械工程等
各個範疇的年輕科學家任創院院士。成

為院士需要45歲或以下，其院士資格於
50歲時屆滿，其工作包括推動科學及科
技研究，以及其轉化應用，促進國際科
學與科技的交流與合作。
羅錦團指出，現時政府的資源偏重於

「大」的科研計劃，相反基礎研究方面
的資源較少，故也希望透過這個新建立
的平台，為年輕研究員爭取更理想的研
究環境和待遇。
青年科學院昨日同場與香港資優教育

學苑及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簽署合作備
忘錄，其中將與資優學苑合辦科普活
動、以青年科學院院士主導的科學教育
課程，亦會致力培養培訓資優教育及科
學教育的導師。
此外，青年科學院會與香港青年工業
家協會合辦STEM相關教學活動，亦會
舉行講座及研討會，向本地年輕工業家
介紹具潛質進行商品化的科研成果，並
提供有關科研實業化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由香港
教育大學、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和理工
大學合辦的「大學生STEM創客計劃」
日前舉行項目展覽暨頒獎典禮，23支跨
院校隊伍即席展示其為非政府組織、學
校及商業機構等合作夥伴設計的STEM
方案，當中7隊憑優秀表現脫穎而出，
獲獎項嘉許。
「大學生STEM創客計劃」希望從不

同層面推動STEM教育，藉以培育人
才，推動經濟發展及解決社會民生問
題，計劃今年吸引超過120名大學生參
與，並有二十多個非政府組織、學校及
商業機構作為合作夥伴。參與大學生組

成跨院校隊伍，為合作夥伴設計出適合
他們的創意STEM解決方案，參加者有
機會前往海外參觀與STEM相關的機
構，擴闊視野。
而各參賽方案中，「智能家居及物聯

網」獲STEM教育組的金獎，以無人機
辨識地盤工作環境的「DJI 2.0」則獲
STEM產品組金獎。
項目負責人之一、教大科學與環境研

究系助理教授楊志豪表示，是次計劃打
破大學間分科的隔閡，讓修讀STEM學
科同學及準教師能涉獵主修科以外的
STEM知識，並互相學習交流，體現
STEM教學跨科學習精神。

大學生STEM計劃 7隊方案獲獎
■大學生STEM創客計劃，「DJI 2.0」獲STEM產品類金獎。 教大供圖

■謝堅文與加州柏克萊合作開發新型光學
腦部成像平台。 港大供圖

■創知中學日前舉行畢業禮。 學校供圖

■「星動深圳．未來之星—粵港澳大灣區香港青年實習計劃」昨日在深圳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學生向企
業代表贈送
團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望賢 攝

■香港青年科學院昨日舉行成立典禮，賓主合照。 香港科學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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