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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去年9月獲國家教育部批准籌建

廣州校園，校長史維昨日介紹最新進展：位於廣

州市南沙區的新校園建校工程已經展開，目標

2022年9月正式開學。史維指港科大（廣州）首

階段收4,000名研究生，並以獨特的跨學科「樞

紐」學術架構取代傳統的學院模式。課程並會與

科大本校錯位發展，而兩校學生可互相使用校

園，畢業均可獲科大學位。同時，科大本校將有

多名資深教授到港科大（廣州）出任院長或主任

職務，以打穩前期創校根基。

科大穗校園開工 後年9月開學
首階段招4000研究生 畢業獲科大學位

港 校 內 地 辦 學 情 況
香港浸會大學（珠海）
◆2005年，浸大及北京師範大學於珠海市合辦「北師大－香港
浸大聯合國際學院」，該校是首家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
創辦的大學，設有工商管理、文化與創意、人文與社會科學和
理工科技四個學部，下設25個專業方向，實施全英文教學。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中大（深圳）於2014年成立，目前有經管、理工、人文社
科、生命與健康科學和數據科學五個學院，開設17個本科生
專業、18個研究生專業，全校學生約6,700多人。醫學院和深
圳音樂學院已經開始籌建。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科大去年9月獲國家教育部批准籌建廣州校園，預計2022年9
月正式開學，首階段招收4,000名研究生。該校將採用全面融
合學科模式，設「功能」、「資訊」、「系統」、「社會」四
個獨特的學術樞紐。校園亦設有六個中央研究設施，推動四個
樞紐的發展。

香港城巿大學（東莞）
◆城大校董會今年初決定在東莞市松山湖高新區設立校區，相關
工程預計在三年內落成，校方將先於東莞成立研究院，由東莞
市提供配套設施，預計在今年開始招收博士生。

香港理工大學（佛山）
◆廣東省今年3月公布本年度重點建設項目計劃，當中提及香港
理大（佛山）建設項目，建築面積達200公頃，設教學、實
驗、科研等大樓，估算總投資額折合343億港元。理大則指大
灣區建校事宜仍在計劃中，如有進一步資料將適時公布。

香港公開大學（肇慶）
◆公大與肇慶市人民政府及肇慶學院今年4月簽署協議，共同籌
辦香港公開大學（肇慶），辦學首四年計劃共招收約4,000名
學生，再逐步發展至在校生約一萬人；校園選址在肇慶市新
區，佔地約2,500畝，定位為應用型的教學研究綜合大學。

港科大（廣州）校園選址廣州市
南沙區，毗鄰廣深港高鐵慶盛

站，由西九高鐵站前往需約30分
鐘。史維表示，法律基礎而言兩校
是不同系統，不同學校，財政完全
獨立，不會互相補貼，亦不存在從
屬關係。不過，在學術、研究、學
生培養上必須同軌同步，「都會是
香港科技大學的學位」，選址此處
的其中一個理由正是在於便捷，可
讓人員即日往返，方便兩校師生互
相使用校園設施。

課程採新架構 5年招400教員
科大副校長（研究及發展）葉
玉如介紹，港科大（廣州）校園
會建立六個中央研究設施，包括
實驗動物中心，生命科學高尖科
技中心，納米系統製造實驗中
心，材料創新與測試中心，資料

中心，設計、材料和製造服務中
心。兩校研究人員可以共用，推
進科研發展。
史維表示，港科大（廣州）校園

的課程不會與本校重疊，將以跨學
科為主。為此，該校會採用獨特的
「樞紐」學術架構取替一般學院制
度，分「功能」、「信息」、「系
統」、「社會」四個類別，下設
「先進材料」、「人工智能」、
「計算媒體與藝術」、「智能交
通」等16個前沿研究領域。
科大首席副校長倪明選補充，上

述四個「樞紐」的院長已有人選，
均由本校資深教授赴分校全職擔
任，而多個研究領域的主任人選亦
將由本校教師出任。
他表示，分校5年內預計招聘約

400名教職人員，期望在2022年9月
開學日能有150名教員在任，如明

年招聘到教員，將安排他們到來本
校了解教學及管理方法。

史維：打穩前期根基
關於廣州分校校長人選問題，

史維表示已在進行全球公開招
聘，按法律規定校長必須是中國
籍，其他管理層及教職人員則無
國籍限制。他又提到，當初跟廣
州領導商討辦校事宜，對方欣賞
科大的學術水平、創新能力，希
望分校具國際視野接軌能力，而
不是與其他內地大學相似，因此
特別重視安排首批到港科大（廣
州）的創校人員，「把前期創校
的根基打穩」。
被問到港大副校長人選最近引起

爭議，史維指自己無相關資料，未
能回應，但他強調，包括科大以及
國際間其他大學，任命人選均着重

學術資歷、專長及相關經驗。他又
指自己在台灣出生，強調不應單純
以背景將人歸類，籲各界應把眼光
放在人選的能力之上。
為進一步了解港科大（廣州）的

課程成效，科大兩年前在清水灣校
園開展「先導計劃」，試行廣州校
園的跨學科研究生課程，有份參與
計劃、修讀「計算媒體與藝術」的
吳婷彥昨日分享指，其研究項目是
關於網絡跨文化的政治參與和交
流，「我現在有兩位導師，其中一
位來自政治學，另一位則來自計算
機科學，兩位在過程間給了很多意
見」。
她笑言，自己以往對計算機科學

的認識為「零」，「有一個計算機
科學導師話我知做得啱唔啱，其實
已經差好遠」，認同課程有助自身
獲得更廣闊的知識層面。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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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首屆「粵港澳大
灣區傑出青年企業家評選活動」頒獎典禮昨日在
香港、澳門、深圳三地同步連線舉行。香港特區
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香港會場致辭時指出，
香港將繼續大力支持青年創業活動，同時會通過
各種項目促進香港青年去大灣區創業和實習，增
強青年對國家的向心力。香港中聯辦副主任譚鐵
牛，全國政協常委、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創
會主席蔡冠深等亦出席了香港會場的頒獎禮。

港澳深連線舉行 譚鐵牛等出席
張建宗在致辭中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
大發展戰略，香港一定要抓住這一歷史機遇，特
區政府會繼續積極推動青年發展工作，進一步培
育香港青年，希望他們能各展所長，對社會有承
擔，同時具備國家觀念、香港情懷以及國際視
野，並在大灣區發展中擔起重任，推動大灣區與
國際市場接軌。
他介紹，特區政府會繼續通過青年發展委員會
推行的「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及「青年內地
交流資助計劃」等措施，大力推動香港青年前往
內地交流實習，幫助他們通過親身體驗加強對國
家的認識。他希望粵港澳大灣區的企業家可以為

香港青年提供更多的實習崗位，讓他們拓展社交
人脈，積累工作經驗，尋找發展方向，相信有助
他們日後在大灣區有所作為。
他強調，面對未來的挑戰和全球經濟格局變

化，香港更應該把握「一國兩制」賦予的特殊身
份與角色，發揮自身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力量，互惠共贏、相輔相
成，在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中繼續貢獻力量。

蔡冠深：欣慰青年灣區創業發展
蔡冠深致辭表示，參加評選的企業家來自世界

各地，創業項目涵蓋各行各業，看到這些青年人
願意在大灣區創業及發展，感到非常欣慰。
深圳市副市長艾學峰在深圳會場致辭時表示，

港澳青年選擇在深圳創業亦帶動深圳發展，深圳
市會繼續做好各項支援措施，繼續落實建設高質
量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等措施，為港澳青年才
俊來深發展提供更好的服務，助其安居樂業。
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亦為頒獎

典禮錄製視頻，勉勵青年去大灣區施展抱負。他
說，澳門特區政府為青年提供了創業諮詢和大灣
區實習等計劃。澳門亦一直與珠海充分溝通，希
望能讓橫琴的營商環境像澳門一樣開放。

78人獲六大獎項
該獎項旨在發掘區內有優勢、有潛力的青年企

業家，嘉獎其對大灣區作出的貢獻和成就。共收
到粵港澳三地超過500份報名表格，共78名青年
企業家獲得6大獎項，包括傑出青年企業家，傑出
青年企業家的最佳創意獎、最佳科技創新獎、最

佳文化創意獎、最佳商業服務獎和最佳社會責任
獎。
頒獎典禮以視像連線方式在三地同步舉行，先

輪流宣布得獎名單，再分別在各自會場頒發證
書。香港區今年共有8位企業家榮獲殊榮，包括紅
點子創作（香港）有限公司CEO李嘉俊、香港冠
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葉長春等。

灣區傑青企業家頒獎 張建宗籲北上抓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狂言要關閉
全美的孔子學院。香港市民團體
「孔教儒家運動」昨日到美國駐
港總領事館抗議，批評美方抹黑
孔子學院，打壓中國儒家文化，
並促請美方停止破壞中美之間的
正常文化交流。
團體一行4人昨日攜同「蓬佩

奧無理打壓中國儒家文化 反對
文化滅絕強拆孔子學院」的橫額
抗議。發言人鄧先生表示，孔子
學院的建立目的在於推廣中華文
化，其核心「大同思想」講求包

容、博愛，惟美國政府以己度
人，將儒家文化視為像西方文化
般具有侵略性，而愚昧地要求關
閉孔子學院，破壞中美文化的交
流橋樑。
他續說，在全球一體化的大潮

流下，國與國之間的經貿文化交
流已是必不可缺，但美國這個主
張多元文化的大國竟選擇排除他
國文化，背後正正反映了美式自
由主義的沒落。他呼籲美國政府
迷途知返，停止打壓，否則繼續
走向單邊主義，只會是死路一
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蕊）為了解香港國
安法及國歌法生效後國情教育的現狀，香港
教育工作者聯會於本月初向全港學校教師進
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七成受訪教師表
示會視乎教育局指引再決定如何推行國家安
全教育，逾八成人期望制訂清晰指引及提供
更多教學資源。教聯會指，隨着香港國安法
的落實，學校須開展國家安全教育，促請教
育局盡快推出國安教育的具體及統一教材，
讓學校和教師有所依循。
教聯會於本月初向全港中學、小學及幼
稚園進行問卷調查，共收到 234份有效回
應。結果發現，有七成受訪教師表示，將
會視乎教育局指引再決定如何推行國安教
育；超過八成教師則期望教育局制訂清晰
的國安教育指引，並提供更多教學資源。
約四成半教師則認同，國安教育應包括在
學校國情教育課題之內。
教聯會指，國安教育與國情教育相輔相
成，也是為國情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應得

到教師的重視，故教育局有必要加強相關宣
傳，並帶頭加強支援教育界，推動國安教
育。
教聯會表示，考慮到大部分教師缺乏專業

法律知識，教育局應盡快制定國安教育的詳
細指引，包括教授內容及教學安排；或成立
跨專業團隊，共同編寫教材及教學示例，並
到校支援。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指出，過去學校在

基本法教育中重點談「兩制」，而忽略
了「一國」的原則，令學生對國家的概
念模糊，再加之近年「港獨」思潮不斷
滲入校園，情況更令人擔憂，故特區政
府必須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向師生
強調守法的重要性，以及在課程及教材
中加入更多國情國史的元素，培養學生
的國家認同感。
調查還顯示，今年有更多學校積極舉辦賀

國慶活動，68%教師指其學校有辦國慶升旗
禮，62%指有於當日懸掛國旗，分別比去年

上升12個及25個百分點，估計與今年社會氣
氛回復平穩有關。

教聯會：八成師盼制訂國安教育指引

■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傑出青年企業家評選頒獎典禮。在港澳深三地同步連線舉行。圖為香港會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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