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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草峯」逃竄澳洲 政界譏「已成棄卒」

八大知識轉移袋62億元年增38%
中大16.2億稱冠 嶺大收1.2億元大升六成

大學知識轉移能惠及社會，

同時為各學府帶來龐大收入。

教資會近日公布最新《知識轉

移年度報告》顯示，八大於

2019/20年度共錄得62億元知

識轉移收入，較之前一年45億

元增加38%。其中，香港中文

大學「奪冠」，總收入高達

16.2億元，較上年度的4.8億元

大增2.4倍，主要是因為該校於

2019/20 年修訂持續專業發展

（CPD）課程計算方法，將自

資修課式研究生、證書及文憑

課程一併計算，令收益大增。

其他大學方面，嶺大知識轉移

收入亦增逾六成至1.2億元，主

要來自該校獲社會機構智能安

老與非遺教育項目的研究資

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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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億元

1.4億元

1.2億元

香港具備高水平大學的教育與研究，
而透過知識轉移，既可藉專利、顧

問研究及成立公司等將科研成果應用轉
化，持續推動創科發展，亦能藉專業培
訓、研討會與工作坊等作知識推廣，讓
大眾受惠。目前，教資會每年為八大撥
款6,250萬元推動知識轉移，各校亦需要
定期提交報告。

中大修訂CPD定義 收益大增
香港文匯報分析八大2019/20年度的
最新知識轉移報告，整體來說八大相關
總收入由前一年度錄得45億元，增加
38%至 62億元，當中以中大總收入最
多，達16.2億元，而該校單是CPD課程
帶來的收入已達12.3億元，而2018/19
年有關收入只錄得約5,400萬元。
中大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解
釋，由於2019/20年起，中大參照教資會
「通用數據搜集方式」修訂了CPD的定

義，大學和中大專業進修學院舉辦的自
資修課式研究生、證書及文憑課程均一
併計算於CPD課程內，而過往CPD課程
只包括中大專業進修學院和中大亞太工
商研究所舉辦的非學歷課程。
類似改變計算方法的情況亦見於浸會

大學報告，該校2019/20年知識轉移總收
入3.7億元，較前一年度2億元，增加
85%，其中CPD收益從上一年度約3,400
萬元增加至近1.3億元，該校報告亦提及
兩個年度的CPD定義有別。
在其他大學方面，港大2019/20年度

知識轉移總收入12.4億元，較前一年升
19.2%。科大則錄得10.4億元收入，較前
一年增加約9.5%。城大、理大、教大則
分別約9.7億元、6.9億元及1.4億元。
城大發言人補充，該校根據教資會匯

報準則每年提交相關資料和數據，由於
2018/19及2019/20年度牽涉不同匯報標
準，不宜比較兩份年度報告內數據。根

據該校記錄，其2019/20年度知識轉移收
入較上年度增長2.5%。

嶺大靠智能安老「吸金」
嶺大知識轉移總收入亦明顯上升，

2019/20年度錄得1.2億元，較前一年度
增加62%，其中以社會項目累積收入增
加最多，從前一年度1,414萬元大增至
4,379萬元，增幅達209%。
嶺大發言人解釋，大學在研究方面着

重社會關懷，令項目獲得社會機構支
持，包括「嶺大賽馬會樂齡科技與智能
安老計劃」（1,968萬元） 及「賽馬會
『傳．創』非遺教育計劃」（2,863萬
元）。
此外，部分大學報告亦列出研究成果

獲批專利權，以及將專利授權許可數
目，前者以中大最多共錄得257項專利，
後者則以錄得134個授權許可的理大最
多。

教資會於2019/20年
報亦列出多所大學的知
識轉移範例，涵蓋數據
技術轉化銀行應用、推
動社會可持續發展，及

以法律研究成果推動政府訂定保障弱勢社
群的政策，展示大學知識如何走出學院
「象牙塔」令社會民生經濟獲益。
香港科技大學在2019年5月成立「香港

科技大學—微衆銀行聯合實驗室」，是探
索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以及金融
監管科技等領域的前沿技術和培養科研人
才的新平台，有望把尖端銀行技術轉變成
對大灣區及其他地區有正面社會經濟影響
的產品。
中大社工系教授黃洪則於2018年成立

臻善評估中心，提供社會影響評估
（SIA）、成效評估及研究服務，SIA是
一套評估項目對個人、組織和社區層面的
影響的工具，有助社會創新者改良其產品
或服務，並制訂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計
劃。
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何錦璇及副教授李

穎芝，則針對因殘疾而無法管理自己財務
事務的人，提出了「特殊需要信託
（SNT）」模式，將家長的資金以信託形
式匯聚投資及管理，確保父母去世後子女
福祉亦不會受影響。他們基於研究數據直
接促成香港政府於2018年撥款5,000萬元
成立SNT辦公室，全球首創以政府作為
SNT受託人，讓全港約25萬名殘疾者及
其家庭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走出「象牙塔」大學知識用諸社會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身負三宗
案件、九項控罪的民主黨前成員許智峯，
去年12月藉口公務外訪之名逃到丹麥，再
棄保潛逃與家人往英國。事隔3個月，許智
峯透過facebook發文，稱自己已離開英國
赴澳洲繼續打所謂的「國際線」。多名政
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許智峯明顯已成棄卒，無人願意接收，周
圍逃竄，口說「打國際線」，實為自己保
持人氣，繼續吃人血饅頭，市民應認清其
真面目。
許智峯日前聲稱已抵達澳洲，並開始接

受14天強制隔離。他聲言自己此次轉赴澳
洲「經過內心多番掙扎」，考慮了「國際
形勢及策略分析」，及在澳洲有更多親友
支援，讓他安頓好家人後可以安心「走更
遠的路」。
他續稱，自己是次到澳洲也是拿旅遊簽
證入境，與當日到英國相似，仍未有申請
政治庇護的想法，並聲言除非日後別無選
擇，否則申請庇護是最後選項。許還稱，
要游說澳洲和新西蘭，令兩國「有更強硬
的對華取態，對香港的自由有更強的支持
及實質行動」。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facebook發文
指，許智峯多次以「虛無飄渺」形容國際游
說工作，「控制唔到對方係咪真係會聽你
講，同幾時會做嘢。」當談及自己需要扶老
攜幼流亡時，又指「唔係我（許智峯）佢哋
（家人）唔使搞到咁」，並質問許智峯是否需

要老人家跟着他「顛沛流離」。

張國鈞諷許被英「手足」放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在 fb發帖揶

揄，許智峯當日聲稱「邊度要人就去
邊」，現時卻竄逃澳洲，證明英國「手
足」都不要他，待了3個月時間，最終碰了
一鼻子灰。
許智峯當日從丹麥「着草」到英國，當
時聲稱要走更遠的路，現由英國再「着
草」去澳洲，同樣又稱要走更遠的路，張
國鈞質疑他「究竟條路還有多遠」，「還
是根本沒有國家願意接收，需要四處逃
竄，揚言『打國際線』，只為保持自己名
氣，讓支持者繼續課金養活自己，故大家

應認清其真面目。」

郭偉强勸許「面對現實」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事件再
次證明許智峯已成棄卒，英國已被其他
「手足」霸了，一直都是無業遊手好閒，
卻扮全職「打國際線」，根本無人願意收
留他，簽證到期便轉到別處，預計澳洲簽
證期滿又再竄到其他地方，「全世界都畀
佢去過。」
他奉勸許智峯腳踏實地，面對現實，並

形容許智峯的Denial Mechanism（拒絕承
認機制） 極度超錶，不斷說大話令自己舒
服，市民大眾是否還要課金繼續支持他的
「超現實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工聯會社區主任陳穎欣日前在聯
合國邊會發言，講述2019年黑暴
期間自己的親身經歷，並引述本
地作家Nury Vittachi的著作，批
評有媒體引用假消息，對香港造
成嚴重的影響，並駁斥西方媒體
和政客長期對香港的謬誤。最
後，陳穎欣指自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社會亂象平息下來，市民的
生活亦逐步恢復正常。
陳穎欣近期在聯合國邊會發言

時，引述本地作者Nury Vittachi
的著作《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
ry》，書中講述一名美國人，屬於前
國際特赦組織僱員，多年來以中文
名假扮中國人，不斷散播抹黑中央
及特區政府的言論，更經常被外國
傳媒引用，在2019年，屢次發現
身處黑暴現場，直到香港國
安法實施的前夕，才離
開香港。
陳穎欣指，西

方媒體以偏頗角
度，營造出香港
警察殘暴的假
象，並把暴徒塑
造成具有祟高理想
的民主運動英雄的假
象，民主自由就成為激
進黑暴分子的藉口，暴

徒不斷破壞政府建築物、立法會
大樓、公共交通設施等，甚至有
警員被咬斷手指，普通市民被火
燒和慘遭磚頭砸死等。

指前年區選屢遭黑暴攻擊
她並提到，自己也是受害者：

2019年，她參加區議會選舉，按
照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一章，參
選權利應受到保障，但當時遭到
黑暴分子的屢次攻擊，其助選團
隊更收到死亡恐嚇。
陳穎欣表示，自香港國安法落

實後，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言
論自由等均受到保障，而完善選
舉制度，還可以確保公平選舉，
令黑暴分子不能再騎劫選舉，但
西方政客卻持雙重標準，不斷抹
黑香港國安法。其實，香港國安
法落實至今，只有98人因違

反國安法被捕，說明國
安法只針對極少數人
的罪行。
她最後表示，中
國被視為沉睡的巨
人，現在巨人已經
醒來了，國家抗疫
成績及如何協助其他
國家抗疫，大家都有目
共睹，當然裝睡的人是
不會醒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葵青區議
會昨日舉行會議，多名攬炒派區議員稱47
名組織及參與者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罪」是所謂「政治迫害」，葵青區民政事
務專員鄭健指政治宣示違反區議會法定職
能，與特區政府各部門代表離席抗議。多
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攬炒派區議員在區議會宣揚其攬炒主
張，企圖將「顛覆國家」行為合理化，絕
非愛國者，希望特區政府將「愛國者治
港」落實至區議會，撥亂反正。
葵青區議會昨日舉行大會，當議程進入
討論其他事項時，攬炒派劉子傑稱要代表
日前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現正
還柙待審的民主黨區議員尹兆堅讀出聲
明。其後，多名攬炒派議員大叫及舉起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停止政
治迫害」等文宣口號。多名建制派區議員

即時高呼及舉起「要求警方加強執行香港
國安法」、「支持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
者治港」等標語以正視聽。
鄭健指，上述行為屬政治宣示，並非區
議會法定職能，要求區議會主席單仲偕裁
決，惟單仲偕聲稱「接受不同表達民意方
式」。鄭健表示不同意，並與特區政府各
部門代表離席抗議，建制派議員亦離席。
攬炒派葵青區議員梁錦威其後聲稱「共
產黨是怕民意」云云。另一攬炒派區議員
劉子傑則稱：「我們再次呼籲香港市民，
不要因為政權『打壓』然後放棄或失望，
我們更加要忍耐，更加要撐落去。」

促區會落實「愛國者治港」
民建聯葵青區議員盧婉婷批評，這些人
利用區議會平台煽動市民支持攬炒主張，
企圖將涉嫌顛覆行為合理化的攬炒派明顯

並非「愛國者」，就算特區政府日後安排
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法及效忠特區，相信他
們的宣誓也並非真誠。
她強調，區議員有責任善用區議會平台，
與政府攜手造福社區，希望特區政府加快設
法在區議會落實「愛國者治港」，撥亂反正。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召集人李月民強
調，區議會屬非政治性的地區諮詢組織，
區議員應着力改善民生、加強地區建設。
攬炒派今次公然在區議會大會煽動市民支
持攬炒，企圖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罪」的反中亂港分子開脫，反映攬炒派都
是一丘之貉。
他透露，元朗區、葵青區等7區監察議會

聯盟就此計劃本周五到政府總部請願，促
請特區政府啓動本地立法，修訂區議會條
例，盡快有效落實「愛國者治港」，確保
區議員盡心為民生謀福祉。

開會撐顛覆政權疑犯 攬炒區員擺明不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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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芙
釵）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宣
布，政府將派發價值5,000
元的電子消費券。明愛長
者聯會於本月訪問1,020
名60歲以上長者，發現逾
五成受訪長者不同意政府
以電子方式發放消費券，
近六成受訪者表示不同意
分期發放，其中八成長者認為應一次過
發放5,000元。有長者說，分期派發對
於生活開支沒有太大幫助，又擔心使用
電子付款系統有困難。
調查亦發現，七成受訪者希望消費券

有效期為半年以上。逾九成長者指八達
通發放最方便。
長者林女士表示，雖然有使用智能手

機，但一直都是「打出打入」，沒有特
別了解其他用途，若要登入電子系統才
能使用消費券，覺得很麻煩。94歲曹先
生坦言，他平日主要到街市購物，如收

到消費券也只用於買餸、雜貨等，希望
小商戶可透過八達通收取消費券。
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前高級講師莫慶

聯表示，電子消費券有多項限制，而且
不少小商戶未有安裝電子消費系統，亦
沒足夠誘因促使他們安裝，變相大部分
消費額都落入大財團口袋裏，與政策本
意背道而馳。
明愛長者聯會主席陳鉅庭表示，疫情

下，5,000 元對基層市民是「救命
錢」，但消費券無法用於生活繳費，希
望政府向合資格市民一次性發放5,000
元現金。

逾半「老友記」反對以電子形式發券

●明愛長者聯會一項調查發現，逾五成受訪長者不同意
政府以電子方式發放消費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梁振英發文譏許智峯多次以「虛無飄
渺」形容所謂游說工作。 梁振英fb截圖

●張國鈞發
帖譏許智峯
當 日 聲 稱
「邊度要人
就去邊」，
現時卻竄逃
澳洲，證明
英國「手足」
都不要他。
張國鈞fb

截圖

●教資會近日公布最新《知識轉移年度報告》顯示，香港中文大學總收入高達16.2億元，為八大
之冠。圖為中大校園。 資料圖片

●陳穎欣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