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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論物流管理學

切合社會需要，

成為熱門學科

科大工商管理學院

再度入選《金融時報》

世界排名榜首50位

科技創造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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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與賓夕凡尼亞

六學兩校工學院

組成策路聯盟

tl1界各周近年積扭扭動斜拉發展，把抖研成果產業化，不少國家和

Jl!J區已瘖此成功帶動，經濟榜長。如何有效jJjjffj斜拉促jJjj經濟發展?

香港符直可否從草些成功師案中技服，徑驗?為探討益師講起，

香溶科技大毒害與香港科技:m司公司jj~3月 19至22日合辦“抖投產業化

與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盧請歐洲、北美洲祝I亞洲的磨著、專家及

工商界領神分享妞，艙 ， iJfZ與150多位來自兩岸三尬的箏者、jJf(府官員

初企業，高層主管共同探討適合本Jl!J@發展的摸式。研討會先後在

香潑皮廣州爾沙舉行J宏觀世界，~賽結珠江三角洲。

說做l報告請者本刊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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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的優質教育
朱經武教授

在這份{通訊}的 2001年秋季刊裡，我提到“科

大能協助香港創造高新科技，發展高新產業，並

培植知識型經濟所需的、具有廣闊知識面的科

技及商業人才"。這一次我要談的，就是實踐培

育人才這個承諾的橋想。

在地圖上，香港只是個叢爾小城，實際上卻是國

際金勵中心、工商業和文化事業樞紐。這一切

都歸功於香港能夠掌握時代脈搏，緊貼國際潮

流。要維持甚至加強香港的優勢，必須為香港

的高等教育注入盟富的多元文化養分，為未來

的知識型經濟培養見識廣博、與時並進的科技

和商業人才，確保香港的競爭力。

科大一直秉承自由開放的傳統，締造國際化

的教研讀境。教研人員之中，不少是來自

北美、歐亞等3S個國家頂尖學府的優秀

學者。不論是教學、研究、或技術轉移，

成績都極其可觀，足以證明廣納人才

對大學發展最為重要。科大許多舉

世關目的科研成就，都是本地和海

外學者共同努力的結晶。

4 
我們不僅須廣納

費球資i菜單人，還要
吸納來自不同

文化背景的學生

我們不僅須廣納寰球資深學人，還要吸納來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學生。在國際化的氛圍下，學生認識其他國

家的文化，擴闊視野，對個人成長和就業都有莫

大褲益。如何使科大的學習生活更加國際化，須

從收生政策和課程設計著手。

科大已招收了一些高素質的非本地學生，並計劃

增加這額學生的比例，尤其是非本地本科生。 目

前，科大的非本地學生人數約佔全體學生人數

8%-其中本科生只佔 1 %。在未來十年，我們將逐

步把非本地本科生的比例提升至10%-從東南亞開始招生，逐步擴展至其他地

區。這個十年計劃規模不小，不宜擱置或拖延。大學招納、培育人才，責無旁貸，何

況香港矢志發展高增值工業 I uH自力資源"更是不可或缺。

國際化的師生，還須配合國際化的課程和學術活動。科大一向與海外及國內著名

學府進行合作計剖，例如工學院與美國史丹福大學合辦本科生工業進修課程，最

近又與賓夕凡尼亞大學結成策略聯盟，促進雙方在科技管理碩士課程上的合作

和交流。工商管理學院與美國首屈一指的西北大學Kellogg 管理學院合辦行政

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成績有口皆碑。這些合作課程都是學術與應用並重，以

期能促進經濟發展及文化互動。同時 ， 多個學系都提供海外交流計劃，讓學生到

外地頂尖學府進修。

科大推動國際化教育之餘，不會忽視吸納本地優秀學生。我們將積極

招收更多本地優才生，而留住這些優才生的其中一個途徑，就是提供

多元文化和具備國際視野的學習壞境。我殷切期待有一天，看到更多

優秀的本地及海外學生在科大景色宜人的校園裡交流學問，建立友誼。



李稻葵教授
科大經濟學系副教授

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香港在大中國經濟中的比較優勢

基於堅定不移的經濟改革和市場開放，中國

大陸經濟的高速增長已持續了20多年，這一

事實正在重塑世界經濟的大格局。包括香港、

澳門和台灣在內的大中國經濟預料將會繼北

美和歐盟之後，成為世界三大經濟群之一。

這是否意味著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繁榮璀

燦已開始走向滅亡?肯定不是。大中國經濟的

幅起為香港帶來的不僅是重重挑戰，還有大

量新的商機。

體制

每一個經濟體系都有它的比較優勢，這取決

於該經濟體中的一些最根本的因素。香港最

突出的優勢是她大量的商業人才和有效的市

場支援體制，例如法治、廉潔的施政條例等

等。在這些方面，中國內地沒有哪個城市能在

可見的將來接近香港的水平。如果我們把現

代商業活動視為一條長長的增值鏈，從規割、

諮詢、財務、會計和生產，到分銷、批發、零售

和售後服務，那麼在增值鏈最高的鏈環便需

要最優秀的人才和最複雜的市場支援體制。

這些鏈環也通常擁有最高的增值。這正是香

港的比較優勢。隨著內地經濟的持續增長和

開放，香港相關的行業將會面對極大需求。這

是大中國經濟為香港帶來的第一類商機。

編

人才
第二類商機便是大陸市場對香港專業人才的需求。香港專才在文化

和語言上與內地人共通，不同的是他們在一個全面的市場環境中成

長，因此更有條件在內地市場大展拳腳;特別是會計、商業顧問、法律

服務、商業銀行、地產等行業。有人以為這樣會導致香港經濟嚴重流

失。其實，只要香港保持她作為領先國際都會的優勢，繼續為企業和

高收入專業人士提供理想的營商支援服務和居住環境，他們就會繼

續以香港為基地。在全球賺錢，在香港花錢，便會讓香港繼續繁榮;這

是全世界發展成熟的大都市中常見的現象。

挑戰

機會多，挑戰也多。商界如要在香港擴展業務，必須提升僱員素質，在

本地和外地篩選和延攬人才，以鞏固競爭力。如想進軍內地市場，則

必須認識和適應一個新的營商環境。中國內地經濟是世界上最複雜、

也是轉變最快的體系之一。應該先在一個地區建立業務，站穩陣腳，

然後學習如何擴展到別的區域。同時必須了解內地政府的行為目標

和處事方式，與各級政府機構和內部派別建立良好關係。要取得持續

的成功，必須有先見之明，學習預測當地的政策和體制變化。

看來最艱巨的任務落在香港特區政府肩上。

對內，她需要改善市場支援體制，改革教

育和福利制度，包括住房和醫療。對

外，她必須學習怎樣跟中央政府有效

地溝通，反覆說明:要消除對香港商界的

政策障礙，以充分發揮香港的比較優勢，這

不僅對香港有利，對內地對大中國經濟更

是有利。

輯 科大是一所不斷自我鞭策、宮發糊糊。他991年創校至今科大在研究和教學上創出了不少舉世關目的成就，短短11年
案 間成為了國際知名的研究型大學。

踏入第二個十年，科大要進一步貫徹創校的使命一在精選的教研頡域裡走在國際前洽，繼續推動香港成為知識為本的社會，對

頭 國家的經濟及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為了反映科大在這些方面的長足發展和成果，我們擴充蟬新了這份{香港科技大學酬，

期望能提供一個更有效的渠道，與科大的朋友和社會人士溝通。

在革新的{通訊}中，我們邀請學者專家發表他們對經濟、教育、科技和社會發展的觀點;定期報道科大在研究、教學、社會服務

和環球聯繫的進展;以圖片和人物專訪呈現科大人的蓬勃朝氣和進取精神;並且，傳達科大在資源發展的需要。

面對政府削支和經濟轉型的種種挑戰，科大極需要各界人士繼續鼎力支持，使我們能達成建校的使命。編輯組希望得到你的意

見和迴響，歡迎你與我們聯絡。電話: (852) 2358-63 17'傳真: (852) 2358-0537'電郵 : editor@ust.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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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一一科技創富的關鍵

在3月 19至22日舉行的“科技產業化與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上，來自美國、英國、德國、

中國、加拿大、瑞典、以色列、印度、新加坡、韓國、台灣和香港的20多位講者分享各地經驗，

檢討政府政策對科技產業化的影響，並尋求珠江三角洲的未來發展方向。

發起這個研討會的科大研究及發展副校長林垂宙教授說.“科技產業化是知識型社會獲致

財富的主要因素。研討會匯要去了世界各地成功的經驗，集中尋求共同的因素，羊毛香港和珠

江三角洲提供重要的參考。發表報告的國家都面對獨特的環境因素的考驗。"

講者們談到各地政府的角色時，均提出政府在提供有利於科技產業化的環境上責無旁貸，

應率先建立基礎設施的硬件和軟件。這包括了提供組繡及法律架構、訂立科技政策、撥款

支持研究開發等。其中備受各地講者強調的是人才培養。

以色列和印度過去20年在世界科技市場迅速岫起，跟當地政府大力培養人才有極大關係。

以國工業及賀易部副首席科學家何瑪先生(Mr Azriel Hem缸)在會上指出:以色列目前

擁有的專利權數目在工業國家中排名全球第三，僅落後於美國和日本;該國的高科技工業

出口總值逾90億美元。教育在國家財政預算中高閱第二位，僅次於國防。該國有七所研究

型大學和近20所專上學院。在全國600萬人口中，大學生(包括研究生)數目逾16萬人。

印度的資訊科技業在世界市場佔有舉足輕重地位。 Mindtree Consulting Pvt. Ltd主席兼行政總裁蘇塔先生(Mr Ashok 

Soota)發言時說:‘在2000年底，印度全國軟件及服務專才約有41萬人。每年培育15萬5千個工程師及20萬專業証書持有

人。估計到了2008年，該國需要220萬知識勞工。印度政府已計劃設立虛擬大學，提供教師訓練及專業人員培訓課程，為此

作好準備。"

韓國經歷金融風暴打擊後，經濟逐步復蘇。韓國科學基金會主席、前任韓國科學技術部副部長全裕進博士指出:韓國政府面

對全球化經濟轉型的挑戰，計剖把研究資源增至國民生產總值的3%。教育部在1999年推出“8rain Korea21" 計劃'準

俯在七年內投資14 ，000億韓元，資助該國20所主要大學。

中國內地近2羽O年推行持續穩定的經濟改革，全面實施‘“‘科教興國“政策，提出了

的方針。 l內98招8年推出的“火炬計劃"在全國設立了多個科技工業園區和企業孵化器，並積極培訓技術管理人才。

中國科學技術部火炬高科技產業開發中心主任趙玉海先生在會上說:“人才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關鍵，創造吸引和留住

人才的創新創業環境是核心任務。一方面，我們要大力提倡企業家精神，實行多種形式的激勵機制，促使一大批具有全球市

場競爭意識的企業家成長起來。另一方面，通過政府的科技項目，有針對性的吸引海外頂尖人才，加快留學人員創業圓的建

設，為海外人才回國開展創新創業活動提供條件。"

中國科學技術部部長徐冠華教授在會上談到香港在國家技術產業化的角色:“香港在長期開放的經濟環境下形成了

獨特的經濟和地區優勢，如資本市場發達，融資快捷，有國際市場開拓經驗，具有現代化的資訊系統

等，都是內地所欠缺的條件。我們願意為兩地之間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聯繫和互動提供更有效

的政策支持，加快合作步伐，進一步推進內地和香港在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發展。"

香港能否把握這些機遇?能否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要視乎特區政府如

何培養經濟轉型中迫切需要的人才了 。



保安嚴密的流動電子商貿環境

現時越來越多商業活動在網上進行，如何確保資料保

密，對從事電子商質的企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一環。科大電腦網絡空間中心成功開發香港

第一套“公匙基建" (PKI)技術保安基礎設

施，完善地結合科技與保安，供電子手帳

(PDA)等手提器件進行流動交易之用。

公匙基建是一個由數碼證書、核證機關

及其他登記機構組成的系統，利用一

對公眾密碼匙和私人密碼匙組合，

核證和lìûf認參與互聯網交易各方

的身分。

科大電腦網絡空間中心主任、計算機

科學系隙天雄教授說:“以公匙基建為

基礎的系統有一個很大的優點:香港很

早就設立了{電子交易條例)，賦予公匙

基建法律地位，因此數碼簽署和電子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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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優
秀
科
研
者
獎
項

件跟人手簽署和印刷文件具有同等地位。"

電腦網絡空間中心開發的基礎設施具備四

種功能 : 確認身分、以編碼技術保密、保證

資料在傳輸過程中不被修改、沒有正確密

碼匙不能閱讀資料，及保證通訊雙方不會卸

責。這些都是企業(尤其是銀行和金融業)在

電子交易中所需的保證。中心正與渣打銀行

及摩根史丹利等公司聯手開發增值流動應用

技術。其中一個項目是利用電子手帳日益進步

的資料處理和記憶效能，結合高效率的無線通

訊器材，讓這些公司的僱員無論身處世界任何一

個角落，都可以利用電子手l悵查閱機密文件，而且能

250 夠聯合編輯這些文件。所有參與修改文件的僱員最後用
g車:M 數碼簽署確認定稿。中心的研究人員還開發了其他功

能，例如聲控及保密多!從l廣播。

在 1996年成立的電腦網絡空間中心不僅牽頭開發上

述基礎設施，更協助企業運用這些技術提升效率。陳天

雄教授說:“中心的角色是積極開發對企業有梅益的技

術。"2001 年7月，中心獲香港政府工業支援基金撥款約

470萬港元，並獲摩根史丹利、渣打銀行、IDT、數碼通及萬鎮

科技公司資助，進行上述項目的研究開發。

間1

科大物理學系副教授吳大琪博士(上圖左)及生物化學系副教授渴逸才博士(上圓右)於

3月 2 1 日獲裘搓基金會頒授“優秀科研者"獎項。此興項於 1 997年設立，以表揚香港科研

人員的傑出貢獻。得獎者於一年內專注研究工作，由基金會撥款聘請代課教授代行教學

及行政事務。

吳大琪博士是凝聚態物理學專家。他將會在未來一年繼續進行有關強烈相關電子的研

究，運用分析方法研究這類電子的不同行為，並正在開發新方法去描述它們可能出現的

新液體狀態。這項研究可能有助物理學家了解從一個基本物理學定律如何能產生已知的

大自然四種基本作用力，也可能影響其他物理學頡域。

?雷逸才博士主力研究正常和癌細胞周期控制的分子基礎。他利用先進的分子生物學及細

胞生物學技術，研究“細胞周期蛋白激鹿"。這類蛋白質是觸發細胞分裂的關鍵。科學家

相信:了解控制細胞周期的機理，可以帶來嶄新的癌症治療法。

裘搓基金會成立20多年，一向致力促進自然科學、技術和醫學的教育及研究。從1997年

至今，科大共有六位傑出教授獲該會頒授“優秀科研者"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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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世界的拓荒者一一

湯子康教授、王寧教授
過去兩年，不少本地和國際媒體報道了科大物理學系湯子康教授

和王寧教授成功研製全球最細小且具備超導符，性的單壁納米碳

管。這項突破性的發現使世人對香港的科研潛力刮目相看，更推

動了本港納米科技的發展。

湯教授1996年開始在科大研究納米材料，當時在科大這是一個

很少人涉足的新領域。他卻抱著冒險精神，立意要做“新一點的、

不一樣的東西"。

兩年後，湯教授利用沸石的微孔研製出全球最細、直徑只有0.4納

米的單壁碳管，不過還未能直接觀察它們的結惰。他在一個國際

會議上發表研究成果，卻遭到西方科學家的質疑。湯教授受到很

大的挫折，因此想過放棄。幸得當時也在場的現任物理學系主任

沈平教授對他殷殷鼓勵，他才堅持下去。到了2000年，王寧教授

加入科大，利用電子顯微鏡証實了湯教授的發現。這項研究成果

終於獲得科學界接受，在2000年 11月2日的{自然}雜誌上發表。

兩位教授總結這項研究的經驗，認為創意、冒險精神、堅毅的意志

和團隊合作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湯教授說潮意不等於坐在家

中空想，必須有扎實的基本功和良好的基礎知識，才能判斷是否

發現了新的特性，抓住機會，作出突破。"

王教授認為科學研究須從多角度証明一件事，合作精神必不可

少。科大物理學系的納米碳管研究隊伍涵括

了理論、製備和測量三方面的專才。

紀律和苦幹也是成功的關鍵。兩位教授說:

“我們今天的成果是由於團隊合作和不懈

的努力。"

這一切的原動力來自他倆對物理學的濃厚興趣。湯教

授對納米研究不離不棄，原來他中學時期就喜歡物理，

加上他那“看準一件事 ，就要把它做好"的執著，成為研

究物理學的“頑固分子"。王教授迷上了物理學中的實

驗物理，電子顯微術讓他可以馳騁於宏觀物體與微觀

原子各種自然現象之中。他倆都覺得科研成果能造

福社會，體現自己的價值，十分有意義。

談到科大在納米科技的發展前景，兩位

教授認為科大陸集了頂尖科學家，研究

實力雌厚，發展空間極大。以納米科技而

言，科大會繼續發展基礎研究的優勢，兼

顧應用研究，開發新的材料服務社會。

4 
首屆學午士學會節在2月19日

舉行，各社代表以嶄新形式
在新建成的沙池一帶表演

音樂、錄劫、舞龍、太極、

武術等多個項目

朱經孟t校長於2月8日舉行
科大首個教研人員公開論

與出席的300多位
教研人員交流意見

會

全球員縮小 (0.4納米)
且具備超導特性的

單璧納米碳管

會

j君子康教授 (站立)和王學教授對納米科技不離不~



隊員協會在3月2及3日 | 
往南沙、頤德和番風 | 

?行22人參飯科大聯合
南沙資訊科技園及
勝景畫自

科大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校友會

的四支隊伍在2001年毅行者
1 活動中跨得13萬5千多港元，
發主辦機構樂施會頒發

教育組別最高善款獎項

科大學生會十周年揭幕典禮

在2月19日舉行，第九屆早日
第十屆幹事會在典禮上

進行交棒儀式

? 

學生會及屆會在2月初至

3月底舉行選舉活動，
參選幹學會的隊伍

各出~諜，努力t車票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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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生物學系助理教授David Banfield獲邀加入網上學術團體“教研人員 1000" 。該組織由國際知名科學家組成，

專門評論生命科學研究的最新發展，以及評估近期發表的論文 (www.facultyoflOOO.com) 。

-哼抄 科大校董會成員史美{倫俞女士在星島集圈舉辦的2羽O∞O叭l年
此獎項表揚對商界或金融界貢獻良多而惠及本地經i濟齊的人士。史美倫女士是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圖， 化學系任能博教授 (Prof Reinhard Renneberg) 獲選為加州生物分析傳感器哥頓研討會主席。
此權威研討會集合國際科學家發表和討論生物學、化學及物理學的前沿研究。

﹒抄 物理學系主任沈平教授在星島集團主辦的2001年“傑出領袖選舉"中，獲選為科技界領袖。

此項榮譽表揚創新科技發明者或改良科技以造福社會的人士。

圖，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高秉強教授憑著用於集成電路設計的電晶體模型，獲頒2002年 “國際間態電路大獎"。

他與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胡正明教授分享此項殊榮。

圖， 科大創業計劃協助成立的SinoCDl'嗨u辦人暨技術總監、同時也是科大博士生的許丕文榮獲2001年“十大傑出
數碼青年"獎項。此獎項由香港生產力但進局、香港青年商會及創新科技協會合辦。

圖， 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博士生傅明新獲選為{遠東經濟評論)200 1 年“青年發明家獎"的 14位入圍者之一。本屆共有216個
來自亞洲區大學的項目參賽。傅明新的半色調71<.印技術利用圖像隱藏機密資料。他已為有關技術申請三項美國專利。



物流管理前景美好

科大於1997年開辦香港首個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學位課程時，社會人士對這個領域認識不多。今

天，物流管理已成為城中的熱門話題，而且更是

特區政府的主要發展項目之一。

科大“運輸物流管理"工學士學位課程的設立，

有助加強社會人士對這個領域的認識及興趣。報

讀這個課程的學生人數不斷上升，在2002-03年

度，近40∞Of個固學生透過聯校收生系統爭奪2泣2個學

傾 ，報讀人數超額 l悶8倍。而專1為為高級管理人員而

設的

及
應應、求 。其他本地大學亦相繼開辦同類學科。

科大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副教授張嘉文教

授說: “科大教授積極從事研究，以最新理論及技

術教導學生。我們的運輸物流管理課程部分科目

與美國史丹福大學協辦，並與其他世界一流大學

合辦交換生計劃，使學生具備國際視野。研究生

l∞ 

萬
誠
嘉

教 萬誠嘉教授(Prof Surendra Mansi帆舟個理想，
就是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得到個人化的指導和支援。

授 這位科大財務學系兼任教授把商科手酬學學生必修的
財務管理入門"課程來一個大革新 ，從三方面著手改變

以講課為主導的授課傳統:

(一)創造一個能激發學習興趣、使課程變得趣味十足的

簡 支援環境;仁)尋找能強化學習的教學方式在(三)評

估教學在人數眾多的班中的角色。

習 “與其說我是一個老師，毋寧說我是一個促進學生學
習的人。"萬誠嘉教授說。由 2001 年春季開始，他把

~. 課程重新組合，以每週一次、每次不超過30個學生

H'.' 的導修課配合內容精煉的講課。導師成為

實 教學隊伍中不可或缺的成員他們須具
備良好的溝通技巧以及協助學生改善

驗 學習的酬。 導師是我的耳目幫

助我更了解學生的需要。"

萬誠嘉教授說。

課程著意擴充學員的本地及國際專

業網絡，而且以小班教學，能優化

師生之間的互動交流。"

特區政府為了維持香港作為世界

連輸中心的地位，在中國及同區的

激烈競爭中保持優勢，於去年年底

成立了物流發展但進會及物流發

展局，以加速這方面的發展。在香

港，運輸物流及其相關行業佔本地

生產總值及就業率兩成以上，如何

維持地區領先地位至為重要。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物流專業人才的需求日益殷切，物流管理將

會是個充滿挑戰和機遇的行業。

科大畢業生已為此作好充分準備，憑著尖端物流知識投身國際速遞公司 、港

口及空運貨站、航空業 、貿易公司、批發商、製造商等。

以2000年工學院畢業生黃世運為例，他在科大學到的供應鏈管理知識在工作

上大派用場。首次面試即被嘉里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取錄，加入該公司的管理

培訓計劃 '現時任職助理物流主任。工作包括人力資源管理、營運規劃、營運

運算、及客戶聯絡等。他說:“科大的課程讓我有機會投身這個發展蓬勃的行

業;今天，我還不時翻閱以前的筆記作為參考呢!"

他和三位導師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溝通渠道，除了上課和導修外，還包

括電郵、網上論壇、面談、電話、傳真等。萬誠嘉教授估計教學小組在過去

一個學期內回覆了逾千個電郵'平均每星期花20多小時與學生會

面，備課和準備試題更用上幾百小時 ;但他認為一切辛勞都是

值得的。“我的責任是盡可能為學生提供學習機會，然後鼓勵

他們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在萬誠嘉教授和導師們的努力下，課程的內容豐富了，評估

方法重新調整，教學過程也受到監控，結果令人鼓舞。課程

在學系評估中得到高度評價，學生與教學隊伍之間的溝通

日益緊密，對老師們的表現十分讚賞。萬誠嘉教授仍

在不斷改善課程，引進創新的教學方式 ，其中包括

讓三年級學生輔導低年級同學。

2001 年 12月，萬誠嘉教授和教學小組獲科大頒

發“創新教學卓越大興"。但他謙稱:“這個計劃

就好比一個學習的實驗，因為我的學

生、我的助教，連我自己也在邊做

邊學呢 ! "



創新科技監測空氣質量
全球首部高科技大氣監測走航平台於4月 8日舉行毆用典禮。

這部由科大研究人員設計的走航平台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撥款 1 ，230萬港元建造，能實時收集空氣質量數據，提供

高密度和高質量的空氣成分時空分佈資料。走航平台亦將廣

泛於學校及公共場所進行示純，提高學生及公眾對環保的關

注和認識。

科大研究人員在多個部門的合作下，耗時一年多，在一部24座

位小型客貨車上開發出高科技走航平台。平台上裝備的儀器

包括:測量微量氣體及揮發性有機物質的傅里葉轉換紅外線

光譜儀、偵i~U空氣懸浮微粒粒

徑分佈的低壓電街擊器、元素 靈活追臨空氣污染物
碳分析儀、自動氣象站及全球

定位系統等。

首席研究員、化學工程學系副

教授陳澤強博士指出:從一輛

開動的汽車收集精確的環境

數據是一項嶄新的嘗試，需要

不同技術和工藝配合，確保高

度精密的儀器不會受車輛震

盪影響。他說.“在建造走航平

台的過程中，我們累積了不少

目前，環境數據是由固定的監測站收集得來。在監測站之間或以外的情況只能倚靠數

學方法去估算或模擬。然而香港市區大廈林立，導致氣流複雜，區與區之間的空氣污

染程度變化頗大，需要特別的方法來了解空氣質量的情況。科大的走航平台讓研究人

員只需沿著指定的路線走一轉，便可以收集到沿途的空氣質量數據。這些連續性數據

有助研究人員深入了解空氣污染物的分佈方式和擴散情況。

大氣監測走航平台計劃項目經理、科大環境及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方明教授說:“走

航平台的優勢是邊走邊測，特別適合在一些觀測盲點，如隧道、山頂或交通繁忙的地

段進行空氣監測土作，更可以追蹤空氣污染物的擴散路線和微結構，這是固定監測站

做不到的。 "

寶貴經驗，有助日後開發類似 最近，政府鼓勵營業汽車改用石油氣為燃料，以改善香港的空氣質量。方教授和陳教

的研究設施。" 授認為:燃燒石油氣雖然會減少大懸浮粒子的排放量，卻可能會產生一些更細小的微

粒。這些微粒的成分和對大氣質量及人體健康的影響都是值得研究的項目 。現有的固

定監測站無法偵測這些細小的微粒，而平台上的儀器可以填補此空白 。

方教授又指出，“走航平台還有多方面應用 。例如為地產發展計劃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在垃圾堆填區的周邊進行測量，或在洩漏化學品意外現場監察情況。

"目前，方教授正籌備一項以走航平台技術為基礎的“香港 北京大氣走

航測量"計劃。研究人員將從香港出發，以北京為終點，沿途不間斷地 ‘

監測空氣污染情況，並與各市有關機構合作進行科學研究。

大力推動積佛教育

計劃中亦包括利用走航平台到市民和學生中

間推廣環保教育。在賽馬會的撥款支持

下，走航平台將訪問本港12間中學，以

及在三個公共場所作大氣走航監

測示純。兩位教授亦計劃邀請

中學生在暑假時到走航平

台接受短期研究培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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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產學研墓地

| 綜合大樓揭幕

由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學及科大合資1.2億人民

幣興建的深港產學研基地綜合大樓於l月 25 日

揭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丁石孫先生、

深圳市委副書記兼常務副市長李德成先生、北

京大學校長許智宏教授及科大學術副校長陳

11 I 玉樹教授主持剪穌儀式。大樓建築面積施，000

平方米，包括教學翼及產研翼。教學翼設有工

程、工商管理及遠程教育所需的教學設施;產

研翼設有多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並且為高科技

公司提供創業所需的環境及配套服務。

社會科學晚餐座談會系列

科大社會科學部舉辦“中國騰

飛"晚餐座談會系列，邀請傑出

學者專家l惕論中國在國際局勢

中的角色。在3月 12日的講座中，

著名作家章家敦先生(圖)闡述

中國步向世界強國的路，並分析

中國正面對的政經挑戰。

2月份兩次座談會的講者分別是

中國近代史權威Paul Cohen教

授及香港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

心總幹事邵善波博士。

詳情請查閱網頁

http./ /www .ust.hk/-w巴bsosc/

se ll1inar/sell1inet. ht ll1 

呵，重圓圓這

虛攝“新天蠅"

避中學生遊科大

在2月 21至24日舉行的“教育

及職業博覽2002" 中，科大以

嶄新有趣的方式向 19萬香港

中學生和市民介紹科大的課程

和校園生活。三個電腦動畫人

物透過電腦動畫、互動多媒體

示範及遊戲，帶領參觀者遊覽

“科大新天域並邀請即將升

讀大學的學生到科大“探素、

創造、體驗、起飛"。

j / 
t 圓桌晚宴厲示

納米科按前景

3月4日舉行的香港科技大學

圓桌晚宴中，物理學系陳子

亭教授向13位來賓介紹納米

科技的最新發展及應用前

景。圖桌晚宴由科大顧問委

員會成員蘇海文博士贊助 ，

目的是加強科大與本港商界

領袖、政府官員及駐港使節

的聯繫，推介科大的重點研

究領域，藉以發展緊密的合

作關係。

科大藝術節

提升校園文化氛圍

2月26日舉行的 “科大學生

會合唱團音樂會一一聲夜

悠揚" 為2002年度科大藝

術節揭開序幕。為期四週的

節目包括多個學生團體表

演(中樂、弦樂、管樂、鋼琴

及戲劇) ，以及展覽和文化

講座。科大首個樂隊比賽

“搖滾革命"亦是重點節目

之一。本屆藝術節鼓勵科大

學生不僅參與演出，更協助

節目籌備和推廣，藉以進一

步提升校園的文化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