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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浸大國際發明展掃 20 獎
壓力墊減瘢痕 警告系統防疲駕 助解生活難題
香港獲獎項目
獎項

研究項目

項目發明者

理工大學
特別大獎及評判特別嘉許金獎 增生性瘢痕治療平疤貼

康復治療科學系教授李曾慧平

特別優異獎及評判特別嘉許金獎 快速檢測流感病毒的納米生物傳感器

應用物理學系教授郝建華、生物醫
學工程跨領域學部副教授楊莫

特別優異獎及評判特別嘉許金獎 控制青少年脊椎側彎惡化的生物反饋智能背心 紡織及製衣學系助理教授葉曉雲

■理大代表團參與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國際發明展。

評判特別嘉許金獎

創造潔淨能源和環境的石墨烯/碳納米管
機械工程學系教授梁煥方
納米纖維

評判特別嘉許金獎

多無人機通訊中繼系統

金獎

應用二氧化碳養護法將廢棄木材製成低碳 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助理教
授曾超華
水泥刨花板

特別優異獎及銀獎

選擇性反射近紅外線和可見光的涼爽纖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紡織及製衣學系副教授費賓

浸會大學

伊莎）本港大學的科研成就
再次為港爭光！理工大學及
浸會大學在瑞士日內瓦舉行
的「第四十五屆國際發明
展」分別奪得 11 個及 9 個獎
項（見表），成果涵蓋範疇
廣泛，包括流感病毒檢測、
醫學診斷及治療等，對社會
和人類生活貢獻良多。

機械工程學系教授溫志湧

■浸大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奪九項大獎。

理大科研人員在今屆國際發明展上共贏
得 1 項特別大獎、5 項特別金獎、3 項

特別優異獎、1 項金獎及 1 項銀獎。其中，
獲特別大獎及評判特別嘉許金獎的理大康復
治療科學系教授李曾慧平，研究出新型壓力
墊，針對由燒傷、手術和外傷所引起的增生
性瘢痕，能緊貼身體曲線和輪廓，均勻施加
壓力，減少瘢痕形成，並防止受傷皮膚的水
分流失。

電腦科學組別優異金獎及瑞士
汽車會大獎

駕駛人士疲勞檢測及警告系統

計算機科學系教授張曉明

醫學組別金獎、波蘭遺傳學及
動物繁殖學院特別大獎、馬來
西亞研究科學家協會大獎

鑭系元素工具箱

化學系副教授黃嘉良

運動組別優異金獎、羅馬尼亞
創新科技協會特別大獎

單點步態測量法

物理系客席教授張大健

運動組別金獎、羅馬尼亞創新
科技協會特別大獎

便攜式身體平衡計

物理系客席教授張大健

浸大供圖
至於獲 9 項大獎的浸大，其計算機科學系
教授張曉明負責的「駕駛人士疲勞檢測及警
告系統」獲得電腦科學組別優異金獎及瑞士
汽車會大獎。研究人員使用檢測和追蹤技
術，通過智能手機的實時影像，可分析駕駛
者臉部表情和頭部姿態，當他們出現困倦徵
狀，警報會自動響起，以作出提醒。

熒光顯病毒 病人增存活率
由理大應用物理學系教授郝建華、生物醫
學工程跨領域學部副教授楊莫負責的納米生
物傳感器，可即場進行快速流感病毒檢測。
檢測器含有指定流感病毒基因互補序列，能
捕捉病毒基因，令熒光亮度產生變化，以顯
示病毒的存在，有助提升患者的存活率。研
究項目獲特別優異獎及評判特別嘉許金獎。

步行數據轉「3D圖」助診

資料來源：浸大及理大 製表：鄭伊莎

浸大物理系客席教授張大健則以「單點步
態測量法」項目獲運動組別優異金獎、羅馬
尼亞創新科技協會特別大獎。研究對象只要
在腰背繫上裝有特定程式的手機並步行十數
步，即可準確量度和記錄所需的步行數據，
並轉化為三維「步態力量圖像」，供研究分
析個人身體狀況之用，也可應用於醫學診斷
及治療，以及運動醫學。張大健的另一項目
「便攜式身體平衡計」，亦獲運動組別金獎

孔美琪

城大「最美天線」奪國家科研獎
介紹，DRA在過去20年來廣受關注，因為
它小而輕，且容易激發，「以前是把一塊
金屬片放在玻璃上用作天線」，但他和團
隊別出心裁，率先只使用耐熱玻璃製作天
線。最後成功製成天鵝形狀，「看起來很
美，放在客廳生色不少」，除了是造型優
雅的裝飾品，這條功能強大的天線，更可
用作無線通信。

助全球定位系統發展
梁國華與華南理工大學的研究團隊下一
步將尋找更輕的透明材料，研製多波段天
線，以擴大應用範疇。梁國華指出，對於
全球定位系統及使用移動技術的個人通信
系統，上述研究將大有用武之地。
另一香港領導項目「尋找作物改良的
功能基因」，由中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林漢明團隊與華大基因研究院及中國農
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合作完成，獲
得自然科學二等獎。有關研究致力尋找
控制農作物的生育期、株高、葉面積、
果實重量等可以代表農作物品種特點的
相關性狀的功能基因，並研究其分子機
理，範圍包括大豆基因組測序與耐逆基
因功能，植物非常規 G-蛋白在抗病和耐
逆機理的調控功能等。

香港院校獲獎項目
第一完成院校
（其他參與院校）

獎項

研究項目

自然科學獎
一等獎

膠體金納米晶的製備、表面等離子體共振 香港中文大學
性質及其應用
（北京大學、北京計算科學研究中心）

自然科學獎
一等獎

介質諧振器天線的理論與應用技術

香港城市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自然科學獎
二等獎

尋找作物改良的功能基因

香港中文大學
（華大基因研究院、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

自然科學獎
一等獎

砂土各向異性特性及其對樁土作用機理影 浙江大學
（香港大學）
響研究

自然科學獎
一等獎

土的統一硬化本構理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上海大學）

自然科學獎
二等獎

多智能體系統分佈式協同控制

東南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資料來源：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 整理：高鈺

幼教邁步新里程
：
兩地交流集大成



是次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獎共向全國不
同大學或院校授獎312項，其中有114項為
自然科學獎。香港方面，中大、城大、港
大和理大 4 校共獲獎 6 項，當中 3 個項目以
香港學者為第一完成人，另 3 項則為內地
學者主要完成、香港的大學參與其中（見
表）。
由中大物理系教授王建方領導，與北
京大學以及北京計算科學研究中心攜手
合作完成「膠體金納米晶的製備、表面
等離子體共振性質及其應用」獲得教育
■梁國華展示他製作的天鵝形玻璃天線。
部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有關項目不僅對
城大供圖
金納米晶顆粒本身進行系統研究，並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鄭伊莎）國 索 一 系 列 應 用 ， 在 該 範 疇 帶 來 很 大 突
家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近日公佈 2016 年度 破。
研究團隊成功對金納米晶顆粒的形狀和
「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科學技
術）」得獎名單，香港 4 所大學共取得 6 個 尺寸進行了精確調控，有系統地分析其表
獎項，成果斐然。其中，中文大學與城市 面等離子體共振性質和行為，並利用金納
大學各有一個項目，以第一完成人身份獲 米晶材料優異的光學性質探索了一系列應
得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前者涉及新型的金 用，包括對溫度敏感的食品和藥品的時間
納米晶材料，應用範圍包括食品和藥品指 指示劑、氫氣濃度探測器以及太陽能吸收
示劑、氣體探測器以至太陽能等；後者則 和利用等。
至於城大的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獲獎項目
以玻璃製作介質諧振器天線，這條玻璃天
鵝天線，可用作無線通信，或是「最美的 「介質諧振器天線（DRA）的理論與應用
技術」由該校電子工程學系講座教授梁國
天線」。
華牽頭，並與華南理工大學合作。梁國華
港4院校共奪6科研獎

等。
浸大校長錢大康祝賀各得獎團隊，並指
獲獎的發明都深具社會影響力，能解決現
實生活中的難題，例如「駕駛人士疲勞檢
測及警告系統」就是不少國際專家致力研
究的課題。
他表示，浸大學者的研究極富知識轉移
潛力，大學師生再次證明本港學術界的豐
富創意和研究能力，獲國際的高度肯定。

周 年

之：我的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忞）回歸以來香港幼兒教育步
入多個重要的新里程，除了
「學券制」及即將於新學年開
展的免費幼教先後落實，有關
教學內容、方式都趨向更現代
化發展。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總
校長、前世界幼兒教育聯會世 ■孔美琪熱衷於教育，圖為她在維多利亞幼稚園分校參
黎忞 攝
界會長孔美琪，於上世紀 80 觀孩子的展覽。
年代中期起已積極為香港幼稚園引入新教 法，並透過聘用來自香港、內地和海外的
學法，她表示回歸後更有效促進香港與內 老師，「集百家之大成」啟發孩子的思
地幼教交流，教師互訪觀摩增多；課程方 維。後來她更讓機構擴展至開辦中小學，
面，內地不少學校注重前線課堂研究藉以 並引入 IB（國際文憑）課程，採用探究性
引領教學策略，本港則多年來以兩文三語 學習，以將教育理念延續。
教學，均可為對方提供寶貴的實踐經驗。

實戰增興趣 確立幼教路
孔美琪在幼兒教育的氛圍下成長及工
作，其母丁毓珠為維多利亞教育機構創辦
人，10 多歲時已於機構下的幼稚園幫忙協
助開學。她憶述自己當年到美國升讀大學
時，其實是心儀數學和心理學，並未有考
慮教育學科，而於就讀心理學期間，她到
當地兒童醫院交流觀摩，認識到醫院遊戲
治療的實踐等，同時亦曾於大學的實驗幼
稚園擔任實習教學助理，種種經驗激起她
對教育的興趣，故在高年級時選擇主修心
理學及教育，隨後亦於當地幼稚園及小學
實習，逐步確立自己的幼教路。
她於上世紀80年代中畢業回港，開始擔任
幼稚園助教和代課老師。有一天其母向她遞
上一張招標廣告，鼓勵她試投標辦新幼稚
園，「當時我很興奮，因為如留在美國當教
師，不知道何時才可以擁有自己的幼稚園，
但在香港就有這個機會，可以於一所新的幼
稚園實踐自己對教學的想法。」雖然那次投
標未能成功，但機會很快再次出現，1986年
孔美琪成功於康怡花園首辦幼兒園，而為了
更「貼地」，她亦進修校長課程，期望做好
學校領導的角色。
孔美琪希望推廣以兒童為中心的教學

回歸增互訪 取長助教學

孔美琪表示，回歸以來香港與內地互相
交流加強，亦有效促進幼教發展；現時維
多利亞教育機構亦有於內地開辦多所幼兒
園，所以香港維多利亞亦有派教師到上海
觀摩中文教學，而內地分校的老師也常來
香港總部交流學習。
課程發展上亦有兩地互動交流元素，孔
美琪指，內地學校較注重先導式的教育研
究，並以此引領教學，例如深圳的學校會
透過參加早期閱讀課題組，深入研究四類
圖畫書的教學策略，他們會邀請有關老師
來港分享。她續說，香港教育則較強調實
踐兩文三語、沉浸式的語言學習方式和雙
班主任制，亦為內地學校開展雙語教學提
供了實踐經驗。
除了學校營運外，孔美琪亦積極將自己
專業教育知識和經驗回饋社會，上世紀 90
年代初起已參加世界幼兒教育聯會香港分
會的工作，後來更加入聯會的全球理事
會，曾擔任聯會世界會長 3 年直至去年底
卸任。此外她亦有參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議 會 、 香 港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婦女事務委
員會、家庭議會等公職，於婦女、兒童權
益及教育等方面提供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