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化學病理學系教
授趙慧君憑藉無創性產前診斷研究及應用
，獲頒2012年度 「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
。她進一步將產前診斷的血漿DNA測序技
術應用於癌症檢測，研究出以一個血液樣
本檢測多種癌症而無不良副作用的方法。
血液中只要存在2%癌細胞，即可用該方法
對癌細胞進行DNA測序和比對而現形，避
免早期癌症無明顯症狀而延誤治療。

本報記者 彩雯

血檢DNA確診早期癌症
中大教授獲「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

藍皮書事件薛鳳旋遭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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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沙龍

「中國模式就不可以優於西方？中國文化
就不可以與西方普世價值平起平坐或互為補充
？」有聽眾認為國教科風波歸根究底是一場文
化衝突，在曾有殖民歷史的香港，所謂 「西式
民主」不可動搖的佔據了主導地位，中國傳統
文化卻被邊緣化。風波前後各方觀點和論據，
似乎沒什麼強有力的支撐。不得不令人反思中
國傳統文化優勢在哪裡，又該如何植根並傳承
下去。

對此，香港家長協進會主席黎曾慶毫不驚
奇： 「很多家長就無作為中國人的 『根』，怎
麼指望下一代對國家有歸屬感。」他認為國民

教育要從小做起。他借 2000 年獲諾貝爾醫學獎
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坎德爾關於記憶神經機制
的研究，證實 「三歲定八十」的民諺非空談。

倡培養兒童讀經
黎曾慶說，品德操守作為內隱記憶機制將

伴隨人的一生，所以對品德操守的教育應該從
啓蒙教育開始。兒童在0-13歲處於吸收、記憶
能力最強的階段，而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如《三
字經》、《弟子規》、《千字文》等，蘊含傳
統文化道德思想，且朗朗上口，兒童容易識記
。為避免再陷入 「洗腦」指責，黎曾慶指出

「經」等於文化經典，而非 「佛經」或 「聖經
」等宗教讀物。

「兒童讀經對其成長的積極意義早在 1998
年的成效試驗中證實。」黎曾慶以華東師範大
學幼稚園讀經實驗結果為據，表明從小培養兒
童讀經不單有助於其專注力、記憶力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隨着他們年齡的增長、理解力的提
高，對經典內容的理解也漸漸內化為其品德修
養，不斷促進其人格的完善。內地多個省市早
有推行兒童讀經活動。有聽眾問及港府有否相
關政策支持時，黎曾慶透露，多年來推動兒童
讀經活動的推廣，早在 2004 年尋求教育局協助
推廣，但分區總學校發展主任一直以非責任範
圍為由推卸責任。令他的安慰的是一些本港小
學如男拔和女拔都已將《弟子規》納入學習範
圍。

至於家長擔憂 「不會教」，黎曾慶表示
「帶讀就好」。兒童讀經不強求理解、背誦甚

至應用，只要大量、重複誦讀，並堅持不懈就
可達良好的成效。他強調，國民教育尤其在德
育方面必須推行 「父母不會教自己的子女不孝
順嘅。」

媒體片面反映事實
反國教風波中充當主力的八十後學生似乎

代表了一代人的看法。但論壇中，同樣八十後
的職訓局高等科技教育學院一年級學生鍾卓軒
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媒體對歷史事件過慮太
多，片面反映事實。老師有責任為學生展示全
景。 「老師非常關鍵。」他認為老師與學生溝
通最多，對學生的影響深遠。 「學生對於未曾
經歷過的歷史事件的評價往往依賴媒體宣傳，
如果老師對國家的認識亦不足，很難做到正反
兩面平衡展示歷史。」小學校長杜家慶亦認為
現時本港老師對國情認識不足。他認為任何事
情不能簡化為 「好」與 「不好」，老師教書育
人更要有理有據。

家長也應以身作則，不要人云亦云。教院
學者胡少偉認為香港的現實是教育政策多受家
長左右，所以國民教育如何推行，還要看家長
。 「要先讓家長認識到沒有國民教育的嚴重後
果，這樣家長才能有危機感。」而鍾卓軒則認
為很多家長並不了解情況： 「家長被傳媒宣傳
左右，早前有報道指有十幾萬家長在維園集會
反對推行國民教育，但事實上我們經常打球的
都知道，球場頂多能容納三四萬人。」黎曾慶
亦認為，要讓家長 「buy」國民教育，首先要問
家長本身是不是認可自己的國民身份，自己有
「根」，也不需要整個社會去推動國民教育。

【 「香港國民教育何去何從」 三之三】

家長要認同國民身份的根
國民教育撤科、課程指引擱置，但國民教育仍要推行

，問題在於如何推行。本報與教聯會合辦的 「香港國民教
育何去何從」 教育沙龍，聽眾對國教科的關注不在 「是否

推行」 ，而是擔憂對年輕一代如何接受國民教育、又如何打破僵局和被標籤化的輿論導向
。家長協進會主席黎曾慶重申家長要認同國民身份的根，善用讀經教育這正途，拔萃男女
小學已引進課堂。

本報記者 彩雯 呂少群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受惠跨境學童
湧港，鄰近邊境的北區中學收生壓力不大，但全
區亦願響應 「111」減派方案。該區小學校長建
議學生自行收生階段考慮跨區報讀大埔或沙田區
中學，博入心儀中學。

北區12/13學年升中一人數為3163，明年減
約160人。區內5所英中，包括道聯會鄧顯中學
、陳融中學、田家炳中學、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
中學、東華李嘉誠中學均採用 「111」減派方案
，明年學額每班減1個，即每校4個，但鄧顯中
學採用循環班級結構、即 「隔年加班」，中一級
將由5班變回4班，故該校中一學額大減約40個
。北區整體英中學額為 700 個，推算平均 4.3 人
爭一英中學額，競爭與去年相若。

建議跨區報大埔沙田
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表示，不少家長

希望區內中學申請豁免減派，即 「000」方案，
全區採用 「111」減派後將令英中學額更趨緊張
，整體學額亦可能不足，需向鄰區借調學額應急
。他表示，小六生於自行收生階段最多可選報兩
間官立或津貼中學，建議可選擇一所北區中學，

另一志願考慮跨區到大埔或沙田的中學。
資料顯示，大埔區明年升中生約 1933 人，全區 5 英中

參與減派，整體英中學額約 680 個，推算平均 2.9 人爭 1 英
中學額。至於最多英中的沙田區，除沙田官立中學不減派外
，其餘 12 所英中多數採 「211」減人頭方案，推算全區有
1700多個英中學額，平均約2.6人爭一英中學額。

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何主平認同 「211」減派建
議，認為大埔全區減少40個英文中學學額可接受，人口跌
幅就超過減派人數，相信學生入讀心儀學校機會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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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區中一減派形勢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浸會大學出版的
《香港藍皮書─香港回歸 15 周年專輯》，早前遭
中文大學投訴內容失實。浸大昨天公布調查小組報告
，確認中大投訴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薛鳳旋
在事件中涉及學術不當行為，浸大即時免除其所長
職務。

調查小組已提交報告予浸大校長陳新滋。陳新滋
表示，接納報告並根據建議，即時免除薛鳳旋的職務
，並啟動校內檢討委員會，考慮適當紀律行動。他強
調，無論委員會結論如何，在薛合約於數月內屆滿後

，大學都不會與他續約。
陳新滋指出，《藍皮書》指稱中大的 「通識教育

課程由美國一個基金贊助並協助撰寫教材，其教學方
向實際已由該基金主導」絕無根據，並不正確。就此
錯誤對中大造成影響，他謹代表浸大向中大道歉，事
件對浸大的聲譽帶來影響，令師生校友感到擔心和困
擾，他對此深感遺憾，重申學術操守和學術自由是浸
大的核心價值。

浸大已委任歷史系教授周佳榮為當代中國研究所
署理所長，立即與《藍皮書》出版社商討有關訂正錯

誤的安排。浸大亦將檢討轄下機構以浸大名義發表文
章和出版書籍的程序和處理方案，希望短期內完成建
議。

調查報告指出，薛鳳旋是有關中大通識教育陳述
的作者，但未能向小組提供任何證據，證明美國某基
金贊助中大的通識教育課程，或涉及撰寫該通識教育
的教材，或主導其教學方向。報告指他在《藍皮書》
出版過程中，有足夠機會更正該陳述，但無作出更正
，收到中大投訴後也沒有處理。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首屆內地高等院校免試招
港生計劃，最終971名港生獲內地多數院校錄取。第二屆免
試招港生的內地院校將增至70所，但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
表示，暫時無考慮資助學生到內地或海外升學。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內地高校免試招收港生
計劃，楊潤雄表示，明年參與免試招港生的內地院校將增至
70所，包括2所外國語大學。免試計劃並推出改善措施，包
括改行 「順序志願」收生、順延到明年5月初文憑試後才開
始報名，及放寬體藝類科目的最低錄取要求至 「2211」等。

楊潤雄指出，免試招港生計劃容許港生根據文憑試或高
考成績報考內地大學，毋須額外考試，為有意內地升學的學
生提供出路，將繼續推動內地免試招生。回應議員馬逢國建
議政府資助港生到內地升學，楊潤雄回應，根據現行政策，
政府只資助學生於本港就學，若資助港生赴內地或海外升學
，將涉及龐大金額，因此暫時不會考慮提供資助或貸款。

有議員亦關注內地院校的資歷在港認受性問題，楊潤雄
表示，政府將繼續推動內地免試招生計劃，包括舉辦展覽及
增加參加計劃院校。過去2次展覽及印刷小冊子等宣傳開支
約300至400萬元。

教局拒資助港生境外升學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為期兩年的中小學 「網上禁
毒通通識，攜手創造健康校園」活動告一段落。是次由香港
警務處與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自 2011 年初合辦的活動，吸
引來自127間中小學約10萬名學生和6500位教師參加。

九龍灣聖諾翰天主教小學獲得 「最具創意禁毒攤位」和
「最受歡迎禁毒攤位」獎。該校學生林穎汶認為，通過攤位

遊戲的方法，對毒品的種類和危害有更深刻的印象。與她同
班的聾啞學生司徒明竣過去只知道有人為了賺錢而販賣毒品
，並不知道毒品的具體危害。直到參加活動才驚訝於毒品竟
可讓人神志不清甚至小便不利。儘管自己有溝通障礙，但他
仍希望通過懂得手語的同學告訴更多人 「無沾毒品」。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閉幕禮上，呼籲學生在聖誕假期與
親朋分享禁毒知識，過一個 「無毒假期」。

網上禁毒活動閉幕禮

「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是中國唯一為全國女科
學家而設的獎項，獲獎女科學家均在 45 歲以下。今
年共有 188 名候選人競逐，最後 10 人獲獎，趙慧君
成為港澳唯一獲獎的女科學家。 「這次拿獎比較特殊
在於這是我首次在跨學科領域拿獎，而過去都是在醫
學領域拿獎。」

取代抽羊水驗唐氏症
趙慧君的無創性產前診斷技術通過分析孕婦血液

樣本中胎兒釋放的代謝細胞，分析胎兒的DNA序列
，以診斷是否患唐氏綜合症。據悉，傳統的抽取孕婦
羊水檢測該病的方法，有1/200的機會導致孕婦流產
， 「無BB的機會還大過患唐氏綜合症的機會。」該
技術現已在美國、亞洲和歐洲部分地區作為常規臨床
檢測方法。

趙慧君繼續走前一步，由胎盤釋放進母體血液的
代謝物檢測胎兒全部DNA序列的理論，她想到同樣
由DNA變異產生的癌症，是否也可以用同樣方式檢
測。現時針對癌症的診斷主要依賴於患者產生症狀後
就醫，運用組織化驗或者正電子掃描來診斷是否患癌
。前一種方式需要抽取不同組織血液分別化驗，後一
種則因過量輻射而不能作為常規檢測。且單純依賴患
者產生症狀後再治療，往往錯失治療時機。

趙慧君的血液檢測DNA方法診斷癌症在理論上
雖然可行，實際應用卻困難重重：一個細胞會釋放
2000萬條基因，而壞死代謝的癌細胞所釋放的DNA

通常破碎不完整，且血漿之中最多的還是正常的細胞
。如何將癌細胞的DNA與正常細胞分離、並判斷不
同組織產生的不同癌細胞DNA，需要做大量數據分
析。

趙慧君及其團隊就此，發展出一個對癌細胞在血
漿中釋放的DNA分子做大規模平行測序的血液測試
方法，以檢測血液中與癌症相關的基因異常。 「大規
模平衡測序優勢在於數據分析方法，它可以每一個血
液樣本分析四億條DNA片段。測試胎兒唐氏綜合症
只需每個樣本檢測1000萬條DNA片段，胎兒的全部
基因序列需要每個血液樣本測試6500萬條DNA片段
。」

檢測肝癌準確無誤
到目前為止，其團隊已經在四個肝癌個案和一個

複雜個案做臨床驗證，證實大規模平行測序在檢測肝
癌、乳癌和卵巢癌上準確無誤。 「血液中存在2%的
癌細胞即可檢測到，意味着通常能檢測到第一期癌症
，有些甚至更早。」這一發現不但對癌症的早期診斷
，及時救治有着積極意義，甚至會推動治療早期癌症
藥物的研發。

趙慧君補充，該技術臨床應用還面臨許多問題。
大規模平行測序仍然需要收集不同癌症DNA數據進
行比對，且其穩定性還需要至少幾百至上千臨床個案
研究。 「將來通過血檢不但知道得了什麼癌症，還有
分析出癌症的嚴重程度，這就需要更精確的DNA數
據比對。」但現在最普遍的DNA分析平台，運用大
規模平行測序方法一個星期只能檢測四個個案，平均
每個個案花費十幾萬不等。 「科研做得到，但要是醫
療普通人承受不了，成本太高。」

【本報訊】本報校園通訊員陳嘉萱報道：為物色人選接
替辭職的嶺南大學現任校長陳玉樹，嶺大新校長遴選委員會
日前在校內舉行校友諮詢會，與會者都希望繼任人任期能達
五年以上。但多名校友批評諮詢會宣傳不足，質疑校方誠意。

綜合現場校友意見，他們希望新任校長是一位出色的聆
聽者、變革者及代言人，對未來有抱負，能關注校譽低落、
嶺南傳統流失和如何落實博雅教育等問題推出實際的解決方
案及措施，並且任期能達五年以上。

現場所見只有二十多名校友出席，發言者更多表達對諮
詢會宣傳不足之不滿。有校友表示只在活動前約一個星期收
到電子郵件通知，學校網頁及校內不見宣傳。有應屆畢業生
批評校方尚未開通其舊生電郵帳戶，故完全未獲告知諮詢會
的資訊，只是碰巧回校才能參與活動，認為諮詢會有欠誠意
，質疑校方只為履行程序，並非真心聽意見。

又訊，嶺大校友事務處近日電郵校友自行更新聯絡方法
，避免再錯過校方資訊。

嶺大諮詢會被指欠誠意

編者按：
是日稿擠， 「堂堂正正談國教」 順延一周。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香港自資副學位
課程如雨後春筍，但升學銜接和認受性不足，副學
士甚至被譏為 「倔頭進士」。台灣 「教育部」為助
香港副學位學生圓大學夢想，明年起為香港副學位
學生新增技職院校二年制學士班（港二技），供已
取得副學位的香港學生插班台灣科技大學等台灣技
職院校大三課程。

台灣大學學士班個人申請於12月28日截止，聯
合分發則由明年2月25日至3月29日止，港二技由
明年2月18日至3月15日止。近日，本報記者應台
灣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邀請，在海華服務基金會主
任李志文帶領下，赴台灣九間大學參訪，了解當地
高教情況。

台灣科技大學前身 「台灣工業技術學院」成立
於1974年，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科技大學。該校是
研究型大學，研究成果包括本年蟬聯德國紅點設計
獎（red dot）設計概念類第一名、營建工程系教授
陳生金研發的防震專利接頭獲台北 101 大樓等建築
採用、營建工程系教授楊錦懷團隊研發之太陽能節
能自潔玻璃去年吸引Discovery頻道採訪。

考慮到學生剛進入大學，專業和興趣尚不明確
，台灣科技大學大一、大二分院不分系，學生先修
讀基礎課程，到大三才自由選擇主修科目，被選系

方不得拒絕。
記者於五日內走訪台灣九間公、私立大學，發

覺各校大都環境優美，設備優良。相比香港，台灣
的大學開設的學系更為多元，涵蓋化妝品研究及應
用、獸醫、森林，甚至航空太空工程。對有特別志
趣的學生而言，台灣是一個不錯的升學選擇。

對台灣大學學位認受性存疑，是港生抗拒赴台
升學的主因。李志文表示，台灣學位的認受性沒有
問題，於台灣大學畢業的香港僑生只須提供詳細課
程資料予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證。不過，
台灣大學以普通話而非英文為教學語言，國際排名
普遍不及香港的大學。

記者曾與不少香港僑生交談，不少都於香港公
開考試成績不理想，未能在港升讀大學，於是赴台
發奮讀書，直言台灣給了他們一個重生機會。大多
港生都愛台灣與香港文化相近，大學學費廉宜，環
境優美，同學平易近人，老師對學生照顧周到。亦
有學生表示與台灣同學言語不通，且話不投機，難
以與他們結交。因此，決定赴台升學前，港生亦應
考慮自己的適應及自理能力，以免因不適應外地生
活而白白浪費時間、金錢。

【台灣高校巡禮之六，完】

台科大三年級才選主修科

▲2012年度「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港澳地區唯一得獎者趙慧君（中）和她的研究團隊 本報記者彩雯攝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教授楊錦懷介紹其團隊
研發之太陽能節能自潔玻璃

本報記者胡家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