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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聯招收生政策更新 選科要留心
【大公報訊】記者殷向善報道：中學文憑試

放榜後，考生十分關注大學聯招課程改選以及各
大專院校的收生政策。由昨日起一連三日至本周
六，考生可進行大學聯招課程改選，學友社學生
輔導顧問吳寶城 「教路」 ，提醒考生院校過往的
收生成績不應作為唯一依據，考生應綜合考慮科
目計分比重、競爭人數、面試安排等因素。而七
間資助大學在新學年的收生政策亦有調整，考生
宜多加留意。

在嚴峻的疫情下，DSE前日終於順利放榜，
考生可於本周六（25日）前個別指定時段內更改
大學聯招課程選擇。吳寶城 「教路」 ，考生應善
用機會作最後一次修改，又指選科應以自身的志

趣條件為本，不應勉強入讀非心儀的「水泡科」。

限期前繳費註冊或留位
至於已獲自資課程取錄而有意入讀的考生，

吳寶城提醒，考生須於限期前（7月27日中午）
繳交留位費或註冊費；而今年各院校改為網上收
生，仍未獲課程取錄而考慮報讀的考生，應了解
不同院校的報名安排。

此外，今年有多間政府資助大學調整收生政
策，考生可綜合相關資訊作最終決定。新收生政
策包括：理大推出 「加分制」 ，成績考獲5、5*
和5**科目，分數會額外加0.5、1和1.5分。港大
已於去年實行 「加分制」 ，今年將該制涵蓋至所

有課程。
城大的收生政策則更改為四個核心科目其中

一科成績低於課程入學要求一個級別，但四個核
心科及兩個選修科成績達到相關學院獎學金的分
數要求，亦有機會獲得取錄。

浸大將基本入學要求改為四個核心科目及兩
科選修須達 「332233」 的成績，文學院推行雙
軌收生制，工商管理學院改為聯合收生制。科大
理學院則將課程一拆二，分為主修物理科學組別
A，及主修化學與生命科學的組別B。

教大則要求數學延伸部分M1和M2列入選修
科計算，但不可取代核心科數學成績；嶺大文學
院由雙軌制收生改為僅課程收生。

兒童之家男生獲佳績 不負亡母願
【大公報訊】記者楊天智報道：香港文憑試

（DSE）於周三（22日）順利放榜，一名來自香
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兒童之家的應屆考生獲得歷史
5**、中國語文及通識5*佳績。他自言沒有辜負
母親去世前的期待，努力考上了大學。喜愛運動

的他打算報讀浸大體育系。
18歲的張錦濤來自單親家庭，九歲時母親突

然患上癌症，他因此入住兒童之家，之後母親病
逝，他便留在了兒童之家慢慢長大。疫情期間圖
書館等公共設施都必須關閉，張錦濤為了擁有一
個更安靜的學習環境，不僅經社工安排前往其他
兒童之家更為安靜的地方學習，還經常早上六點
便起來溫習，每天學習11小時。他將自己多年領
取兒童綜援後積累下來的一點錢拿來請補習老師
，為DSE做準備。

錦濤十分喜歡運動，中四中五時每周要練習
四次手球，還是校隊成員，到中六才將頻率減低
為每周兩次。除此之外，他還在2017年獲資助前
往澳洲參加 「2017澳洲黃金海岸馬拉松」 十公里
比賽，亦在香港跑過三次馬拉松。對他來說，運

動能鍛煉意志，讓自己不會停步不前，學會堅持。

打工賺生活費自力更生
本次文憑試他獲得了歷史5**、中國語文及

通識兩科5*佳績，他坦言也是完成了母親心願，
成功入讀大學。

由於已滿18歲，張錦濤即將離開兒童之家，
並不能再領取每月1800元的綜援。他已通過在快
餐店打工、為學生補習賺取生活費，亦會搬入共
享房屋。目前他打算報讀浸會大學體育系，如果
將來有機會也想繼續攻讀研究生。

談到對師弟師妹們的建議，張錦濤希望他們
盡力學習，千萬不要因為覺得自己的分數已經足
夠就不再努力，要知道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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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資局撥款2.3億
資助七科研項目
【大公報訊】記者練怡蘭報道：研究資助局昨日公

布2020/21年度主題研究計劃（第十輪）的撥款結果，七
個新研究項目的總撥款額為2.63億元，其中2.3億元由
研資局提供，其餘3300萬元則由有關大學以配對方式
提供。七個項目中，由港大和城大統籌的助老智能機器
人研究項目，提出研發新型智能機器人系統，輔助長者
步行和活動能力。聯合首席研究員賴偉超博士稱，根據
人體機能學設計指標發展的個性化穿戴式機械人，「可
以像着衫一樣方便」。

由浸大教授呂愛平統籌的核酸適配子的分子機理及
用於診斷和治療的轉化研究項目，為從事癌症治療和診
斷的研究者提供新的基於核酸適配子的研究方法和方向
，長遠可幫助癌症病人獲得更早的診斷和更安全可靠的
治療方法。

由港大教授張彤統籌的 「抗生素耐藥基因的環境污
染傳播機制與控制阻斷策略研究」 ，目標將抗菌素耐藥
性納入防控整體策略，以降低公眾對抗菌素耐藥性基因
及耐藥病菌的環境暴露水平，紓緩香港面臨的環境健康
壓力。而由港大教授梁如鴻統籌的急性髓性白血病的精
準化和創新性治療項目，結合最新技術，將進一步研發
有效的藥物及治療方案。

增電動車無線充電效能
另外，由港大教授許樹源統籌的無線電力傳送研究

項目，發展高效能的無線充電技術和大型電動車無線充
電基礎建設設計，用以穩定電力系統，讓電力公司能夠
大量採用風能和太陽能，加速以電動車去取代汽油車以
及以可再生能源取代石油和煤，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排
放。由科大教授陳凱統籌的 「一種高性能分布式基於圖
的流數據機器學習框架及其在智慧城市中的應用」 研究
，將會基於已收集的的士調度數據，實現人工智能驅動
的士調度系統，以降低的士的空車率。

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 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41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 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我國在海南島文昌
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航天發射場 ，，，，，，，，，，，，，，，，，，，，，，，，，，，，，，， 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用長征五號
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遙四運載火箭把 「「「「「「「「「「「「「「「「「「「「「「「「「「「「「「「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天問一
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 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探測器發射升空 ，，，，，，，，，，，，，，，，，，，，，，，，，，，，，，， 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

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啟火星探測之旅 ，，，，，，，，，，，，，，，，，，，，，，，，，，，，，，， 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邁出了我國
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自主開展行星探測的第一步。。。。。。。。。。。。。。。。。。。。。。。。。。。。。。。

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 ，，，，，，，，，，，，，，，，，，，，，，，，，，，，，，， 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看到這一幕 ，，，，，，，，，，，，，，，，，，，，，，，，，，，，，，， 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沒
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有人比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
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程學系講座教授及副系主任容

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啟亮更激動了 ，，，，，，，，，，，，，，，，，，，，，，，，，，，，，，， 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因為探測器上的
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關鍵設備 「「「「「「「「「「「「「「「「「「「「「「「「「「「「「「「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火星相機 」」」」」」」」」」」」」」」」」」」」」」」」」」」」」」」 ，，，，，，，，，，，，，，，，，，，，，，，，，，，，，，， 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正是他
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及其團隊的研製成果 。。。。。。。。。。。。。。。。。。。。。。。。。。。。。。。 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追根溯源
，，，，，，，，，，，，，，，，，，，，，，，，，，，，，，， 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他的火星夢 ，，，，，，，，，，，，，，，，，，，，，，，，，，，，，，， 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從筲箕灣官立中
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學玩相機開始……

容教授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從小
喜愛攝影，想不到在數十年後，他的事
業頂峰竟然真的與相機有關。在他的童
年時代， 「玩相機」 是一件十分奢侈的
事，擁有一部相機，曾經是他童年的夢
想。

不管多困難都會堅持下去
在筲箕灣官立中學，容啟亮是老師

眼中的調皮學生，有一天突然創立了攝
影學會，而且擔任了首任會長，但沒有
相機怎麼辦？這個會長就去撿人家破舊
的鏡頭等器材零件，回家自行組裝了人
生第一部相機。那還是黑白照片的年代
，家中睡覺的床下底就是他的臨時洗照
片的暗房。

「只要我有興趣，不管多麼困難，
都會堅持下去！」 容教授回顧往事，感
慨童年時的夢想對人生特別重要。後來
他成了科學家，一步步在尖端科技方面
為人類作出貢獻。1995年，容啟亮獲得
俄羅斯邀請，為和平號空間站研製供航
天員作精密焊接之用的 「太空鉗」 ；
2003年歐洲的火星快車任務，他獲邀開
發 「岩芯取樣器」 ；他為2011年中俄合
作的探測火星任務設計和研發 「行星表

土準備系統」 。
而令港人倍感自豪是 「月球相機」

的研製。2013年， 「相機指向系統」 （
月球相機）隨嫦娥三號在月球正面軟着
陸。這是中國探月工程首次採用香港研
發和製造的精密航天儀器，它能協助拍
攝月球圖像和幫助控制中心指揮月球車
的活動。2018年1月，容啟亮團隊研製
的月球相機隨嫦娥四號升空，實現人類
探測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軟着陸。

「香港搞創科不可閉門造車」
這次的火星探測，容啟亮團隊的火

星相機又派上用場。談到成功之道，容
教授心情激動： 「香港搞創科，唔可以
閂埋門來做。」 他認為，要搞好創科，
離不開龐大的市場，有了市場，人們看
到這個行業的發展前景，自然就會吸引
更多的人才。

容教授表示，今次負責 「火星相機
」 項目令他感受到，香港的創科要與國
家融合才有廣闊前景。他憶述， 「火星
相機」 在研製過程中，團隊需要多次赴
內地對它進行航天級的測試，而香港目
前暫無條件做這些。另外，是次項目的
經費大部分靠內地支持。

當然，打鐵還須自身強。 「人哋畀
你機會、畀你市場，但你自己無能力都
無用。」 容教授說。他的團隊雖然不是
第一次接觸國家航天項目，但每次開啟
新的航天項目，都是 「重新做起」 。 「
每一次的項目，都要研發新的方法，今
次 『天問一號』 要將繞、落、巡三個步
驟一步到位，對科學家們來講都是新的
挑戰。」 他坦言，過去港產發明不多，
但在國家支持下，相信香港未來在航天
等創科方面將不斷有新的突破。

▲容啟亮教授帶領科研團隊研發 「落火狀
態監視相機」，支持國家首個火星探測任
務

理大圖片

▶理大研發的 「落火狀態
監視相機」 模型 理大圖片

參與嫦娥四號登月後
理大再助國家探火
【大公報訊】記者湯嘉平報道：中國首個火星探測任務 「

天問一號」 昨早在海南島發射升空，預計明年二月進入火星軌
道，曾參與內地登月任務的香港理工大學亦再次參與其中。 「
天問一號」 今次搭載由理大研發的 「落火狀態監視相機」 （火
星相機），是火星探測系統上的一項關鍵儀器。

理大表示， 「火星相機」 搭載於着陸器外層平台上，以監
視着陸情況、火星的周遭環境，以及降落火星後巡視器的操作
狀態，包括太陽翼的打開及天線的狀況，有關資訊對掌握巡視
器能否在火星表面成功巡視至關重要。

「火星相機」外殼堅固
「火星相機」 由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副系主任容啟亮

帶領的團隊研發，該相機重量輕巧，僅重約390克，但外殼十分
堅固，可抵受穿梭地球與火星的超過九個月旅程期間，出現約
150℃的極端溫差，其後更要在火星表面極低溫的環境下運作，
並要承受相等於地球地心吸力6200倍的衝擊。另具備廣闊測量
視野，水平及垂直視野範圍分別達到120℃，同時顯著減低圖像
變形的程度。

理大校長滕錦光表示，非常榮幸能參與國家的火星探測任
務，研發成果再證理大科研團隊具備卓越的創造力、實力及信
譽，理大亦是香港唯一擁有航天任務實戰經驗的高等院校，期
盼將來再貢獻國家其他深空探索項目。

「天問一號」 由環繞器、着陸器和巡視器組成，目標是一
次過完成 「繞、落、巡」 三項任務，即順利登陸火星，同時進
行軌道和地面探測，是世界航天史上首次嘗試 「一箭三鵰」 的
探索任務。

▲容啟亮教授在筲箕灣官立中學
讀書時，十分喜愛相機，並在多
年後成功研製 「火星相機」

資料圖片

▲容啟亮教授（右一）向中國航天科技集
團副總經理楊保華介紹理大研發的航天儀
器，並匯報火星相機的進度

人 物
專 訪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

◀▶容啟亮團隊
研製的 「火星相
機」，已隨 「天
問一號」透過運
載火箭發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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