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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序

很高興在此為大家介紹首刊的《科大聯訊》。

有賴今天科技昌明，我們才能簡便地傳遞新聞與資訊。然而，要做到真正

溝通，互通本意，卻仍非易事。為了拉近科大與重要夥伴 : 中學老師、

校管人員、學生及家長的距離，增進他們對科大本科課程的認識，我們踏出

了第一步 出版《科大聯訊)) J 希望透過本刊物，向大家介紹科大本科

課程的最新資訊、校園新聞以及學生生活等等。

最後，衷心期望本刊能加強科大與中學界別的聯繫。若閣下就《科大聯訊》

的內容，具任何垂詢或意見，歡迎電郵至 deanug@ust. hk J 或致電 23586136 ' 

與我們聯絡。

譚嘉因

香港科技大學本科生教務長

資訊系統、商業統計及營運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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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繁昌校長:

r_.J是數字之始，文字之母 o

卓越、獨特、團|緝，皆是r_ .J這個數字的申延。

陳繁置教授，去年剛接任為科大校長，

在其數學東眼中，科大未來的藍區也最適合

以神奇數字點題個科大 (ONE HKUST) 。

什麼是-個科大?

還是由新校長夫子自道更佳 o

" 



(固科人
發現科大

於香港出生及成長的陳繁昌教授，

先後在港及美國升學。與眾多本地

莘莘學子一樣，陳教授曾參加本地

會考，深深體會過香港的考試讀書

文化。在彼邦讀書及工作達四十

年，今天回到香港，陳教授坦言對

本地學生的觀感不斷有新發現，尤

其跟不少科大本科生接觸之後 r不

論中或英文，他們的表達和溝通能

力都很強。他們對課餘興趣的付出

和行動力，亦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盡科大之長

像他們在開學典禮上的舞蹈表演， 談及科大的優勢，陳校長提到自

在座的都感受到學生的熱情、活 己，以至世界學者對科大的初印

力。較之國際學校或海外學生，本 象 r在中國城市設立一所科技研究

地生或許真的更著重考試成績。但 為主的大學，於廿年前，對很多人

就我在科大所見，學生的面貌都 來說，尤其像我一樣的華人科學

很豐富，絕不刻板。科大同事一直 家，是幾近不可能的夢想。即使今

在發掘學生的多樣潛能，而我也認 天，近似的大學在內地仍不多。因

、‘ '1，、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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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用互補 7 我認為透過混合科技教

育、商業管理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共

融模式，為學生提供最佳的發展機

會是正確的方向。香港，以及中國

未來需要的領袖人才，除要通曉科

學與創新科技，更要廣泛涉獵其他

知識和文化。我們期望不只培訓學

為應繼續加強下去。」 此，我們確獨有優勢。今天，科大 生成為專才，而是社會領袖。」

在科學、工程、工商管理及人文社

會科學範疇的成績有目共睹。各學

院既有不同的長處，何不加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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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科大為-

「善用科大不同的長處，培育全面的

創新科技領袖，從而帶動社會經濟

和文化發展，就是我所謂 ONE HKUST 

的意思。具體而盲，科大將更加強

跨學科的課程或學分制，結合各長

處為一個整體優勢。」同樣地，陳教

授對科大的願景，也附帶混合特

色 r香港先後受惠於英國的制度與

中國的掘起，而科大是一所根據北

美大學模式而建的研究型大學，因

此當然希望它能集各家所長。最理

想的結合是英國的系統、美國的學

術、國際視野，再加上中國的文

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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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 3-3-4

高中教育改革與大學教育息息相

關。 3-3 -4 早為城中不同界別的話

題。對於曾在美國攻讀並任教職多

年的陳教授而盲， 3-3-4的挑戰是正

面的 r 四年大學制在北美行之有

效，眾多例子己說明四年大學制可

令大學與學生獲益，讓大學的學術

研究空間更大。」而面對新挑戰，他

認為科大要更著力爭取頂尖學生

入讀 r 今年是我首屆出席科大畢

業禮，科大頂尖學生的數目特別令

我驚嘆。我看到不少學系，它們的

學生幾乎全以甲級榮譽畢業|這正

好證明了科大課程之卓越，亦肯

定了科大栽培頂尖學生的能力。

如何將卓越課程加以推廣，讓優

秀的高中生得知並入讀科大將十分

關鍵。我們需要與中學有更多及更

好的溝通。」



盼與中學論優秀學生

作為新任校長 ， 接觸校內師生自是

馬不停蹄 ， 但與中學界別的溝通，

亦相當重要 r我希望與中學校長、

老師，以及家長，討論本地優秀學

生選讀大學的問題。 一般認為優秀

學生首選負笈海外 ， 但據我觀察及

親身經歷，情況卻未必當然。我想

課程是否符合學生本身的需要 ， 反

而更重要。今天本地大學學科的選

擇遠較從前為多 ， 加上全球焦點繼

續集中於亞洲 ， 特別

是中國。在中國最繁

榮的城市之一一一香

港就讀有名的學位課程 ， 將不可能

關於陳繁昌槽士

封面故事

是頂尖學生的次選。每年 ， 科大也

取錄不少國際學校和海外學生，當

中更包括不少科大外藉教職員的于

女。他們的取捨 ，正反映著實際情

況，以及科大本科課程的優勢。」

得知陳校長正積極安排參與中學界

別的活動。想親身感受科大新任校

長陳繁昌教授講述科大藍圖時的

熱情盛意 ， 敬請期待。

生於香港，曾先後任力n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自然科學院院長，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

助理署長，主管數學及自然科學部。其間，一直與香港多所院校保持緊密聯擊，包

括為港大、中大、浸大早日城大搞任客席教授及校外考試評審員等。

中學時，陳教授曾就讀慈幼英文中學及皇仁書院，及後負笈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攻設工程學理學士和工程學理學碩士學位，其後更於史丹福大學取得計算機科學哲

學博士學位。

|凍教授於 2009 年 9 月 l 日接替前校長朱經武教授 ， 成為科大第三任校長，並於

岡年 11 月 13 日舉行正式就職儲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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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專題

關心社會固饋社軒

已定於 2012 年推行的大學四年制，標誌著香港高等教育即將

進入新紀元 o 為此，科大工學院將重新檢視現有課程，以培育

學生成為符合甘-世紀需要的工程師 o 新世代的工程學生，

作為面向世界的工程專才、全球公民-份子，除了掌握工學

科技知誨，更需擁有多方面的軟實力，包括良好的溝通技巧、

國際視野，以及與時並進的能力等。

因此，工學院去年開辦了首個附學分的「社會服務計劃J ' 

希望科大的工學本科生可透過參與不同的社會服務，增強與

社會的聯擊。

6 

科技訓練與社會服務的結合

工學院首個「社會服務計劃.J '得香

港華都獅子會(下稱華獅會)合辦及

贊助。首屆計劃共有二十名工學本

科生參加，分別向兩組服務對象

東華三院香港華都獅子會幼稚

園和保良局劉陳小寶長者地區中

心，教授全新的電腦水墨繪畫軟件

「墨戲」。



在華獅會成員及其青年會成員指

導下，我們的工學本科生充當學童

及長者的電腦教師，廠發他們對數

碼水墨畫的興趣。課堂上，不論學

童或長者均樂在其中，十分享受新

繪畫軟件帶來的便利和樂趣。而我

們的學生亦把握機會，教授長者基

礎的電腦及上網技巧。

從中獲得的軟技巧

除獲得實際經驗，學生亦可從中

學習如何策劃、執行和評估一項社

會服務計劃。學生在參與社會服務

的同時，亦會接受領袖培訓|、項目管

理、以及表達和溝通技巧等訓練。

為計劃擔任講者的，包括長者安居

服務協會總幹事馬錦華先生、慈善

家及五所高科技電子物料企業主席

周振基博士太平紳士，以及菱電發

展有限公司主席胡曉明太平紳士。

胡先生本身也是工程本科畢業生，

現於十六間機構擔任主要職位。

服務社會文化交流

參加計劃的學生，包括本地及海外

學生，以及來自多個級別，作為此

計劃的策劃人，工學院副院長(本

科課程)吳宏偉教授說 r此課程著

重培育工學院學生成為富有社會承

擔的公民。學生來自不同的國籍背

景，有利文化交流。學生們亦能

從中得到團隊工作和計劃管理的

技巧。」

來自斯里蘭卡的二年級學生 Sadique

Mohamed Salih '在參與計劃後講及

他的學習經驗道 r得知香港仍現存

簡陋的木屋、鐵皮屋，目睹不少本

地人受貧窮困擾，心情難過的同

時，很慶幸自己擁有很多機會及不

俗的際遇。參與這計劃無疑令我真

正走出校園，為香港人服務。」

華獅會前會長杜志輝表示，華獅會

一直致力改善及推動香港的教育。

他希望科大工學院學生能透過此計

劃更加關懷社會，運用他們的專業

技能，為社會有需要人

士提供支援和協助。

學院專題

r墨戲」是什麼?

該軟件為科大工學院博士生朱紹恆

所研發，是一結合了數碼科技與

傳統水墨技術的全新科技，用家可

利用軟件於電腦螢幕創作中國水墨

畫以及書法。此軟件於 2008 年曾

狸北京奧迎會選用，為京奧閉幕式

製作獨特視覺效果。

7 



學院專題

『商」管齊下 企業案例研習

為了讓學生取得更多實際的商業經驗，科大

商學院-直採用案例教學 o 此外，商學院亦

與國際企業合辦案例分析活動及比賽，而每

年-度的「花旗集團國際案例分析比賽」可算

是當中甚具代袁性的例子 o 還過參與比賽，學

生可獲寶貴的實際經驗與國際視野 o

國際案例創新思緒

「花旗集團國際案例分析比賽」於 2003 年創辦，由花旗

集團及科大商學院合作，邀請世界各地知名商學院的精

英學生來港，進行寶貴的學術和文化交流。賽事由花旗

集團基金贊助，旨在讓參賽隊伍模擬國際商業領袖在競

爭激烈的環境中處理商業問題，並同時促進跨文化的意

見交流和經驗分享。

Sponsor Citi I ,)undation 。rganlzers w !jl~}-!c~r 
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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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國際案例分析比賽於去年 11

月 2 日至 5 日舉行，共吸引廿一隊

來自十個國家，包括澳洲、加拿

大、中國、芬蘭、日本、韓國、荷

蘭、新加坡、泰國及美國的隊伍來

港參加比賽，創下歷來最多參賽隊

伍的紀錄。

主辦之一的花旗集團香港區行長

最曼章先生表示 r無論對花旗集團

或任何企業來說，成功之道在於能

夠發揮創意，制訂切合客戶所需的

計畫。。作為每年 r花旗集團國際案

例分析比賽 4 的主辦及贊助機構，

我們希望培養未來商界領袖的創新

思維。同學們遠道而來參賽，更可

親身體驗香港這個世界級城市的多

果多姿和澎濟活力。」

參賽隊伍須於簡介後二十六小時

內，就八達通公司正面對的策略性

事宜及管理難題，提出可行及創新

的解決方案。所有隊伍的方案由

十八人組成的裁判團進行評論，而

評審員包括花旗集團、科大、八達

通公司，以及其他多間企業的高級

行政人員。

學院專題

八達通公司行政總裁陳碧錯女士

總結 r今年參賽隊伍所提交的建議

書，質素及創意兼備，實在令我們

萬分驚喜。參賽隊伍的優秀表現，

以及當中所展現的才能、團隊精神

和創新思維，都是本公司的核心價

值。」

以分析實際案例，並模擬策劃相應

挑戰 r八達通」案例 今屆比賽由澳洲墨爾本大學摘冠， 解決方案的學習方法，不但鼓勵學

其為八達通公司制訂的十年業務計 生發揮創意，且能提升他們實際的

是次比賽，隊伍要處理的案例為 劃，創意十足，成功擊敗二十隊來

八連連卡有限公司。現流通量達 自世界各地知名商學院的精英隊

千九百萬張以上的八達通公司是 伍。而美國南加州大學及新加坡國

現時全球領先的非接觸式智能卡系 立大學則分別獲得亞軍和季軍。

統營運商。比賽一開始，隊伍便獲

專人簡介公司背景資料，以及其主

要業務發展。 業界好評實戰能力倍增

是次參賽隊伍提供的企劃建議書，

均獲評審團一致好評。評審之一的

商業能力。而「花旗集團國際案例

分析比賽」作為輔助性質的課外活

動，更額外但進了學生與世界各地

精英學生交流及分享經驗。鑑於案

例教學日漸深得學生支持，相信這

類教學方法，將於校園加以積極推

廣。

9 



學院專題

問:科大將強化四年制本科生的

理、化、生實驗課，當中整體的

做法是怎樣的?

答:邏輯分析能力的培養是滲透到

每個課程裡面的。至於基礎實驗觀

測能力，則主要依賴物理、化學、

生物的實驗課來培養。到四年制

時，理、化、生的基礎實驗課都會

在大一或大二修讀。就四年制課

程，教資會要求各院校以目標為本

的方式來設計。簡單而盲，我們

的課程及教學活動的設計，要瞄準

學生的學習目標，使學生可達到我

們定下的目標。

10 

關於籌備

近代科學蓬勃發展，它的兩大支柱是還輯

分析及實驗觀測 o 科大一直很重視培養學生

在這南方面的能力 o 為迎接四年制的到來，

大學更是花了不少心思擴大相關的理、化、

生實驗諒 (Experiment Course) 。至於靄備的

最新進展，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前理學院院

長、現任書理副校長(學術)鄭紹遺教授接受訪

間。

各院校課程的 問:硬件的挑戰來自什麼地方?

學習目標一般

大同小異，都

包括溝通能力、領導和協作能力，

以及實際解難能力的培養等等。這

些學習目標在一股課堂教學活動是

難以做得好的;相對而盲，實驗課

是一個寶庫。經過精心的設計，實

驗課是很好的學習活動，以培養學

生的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及解難能

力。故此在開始設計四年制課程

時，我們就很重視實驗課程的質

素。要達成優質理、化、生實驗

課程的目標，我們面對的挑戰不

少，主要的挑戰可分為硬件和軟件

兩部份。

答 :科大三分之二的學生是主修理

工科的，粗略估計在四年制時，平

均每人要修讀三個或以上的理、

化、生實驗課。為應付這個需求，

我們要設立六個，每個約 250 至

300 平方米的實驗室。這樣一來，

我們就最少要有 1 ， 500 平方米實驗



學院專題

四年制實驗課的答問

室地方，才能應付四年制理科教學 樓。而實驗大樓竣工後，基礎理、 聖地牙哥分校流水式作業的管理

的需求。 化、生實驗室短缺的問題就可解決 方法，我們也到了台灣中正大學

了。 參觀了源自麻省理工學院的 TEAL

科大是研究型大學，理工科的教學 實驗室 (Technology Enhanced Active 

和科研均需大量的實驗室及設備配 但由於攘款及審批程序需時，實驗 Learning) 0 至於大型實驗室的設計

合。由於我們教學和科研的發展蓬 大樓要在 2014 年才能竣工。我們 及管理方面，我們副校長黃玉山教

勃，現時我們的實驗室是短缺的。 已擬定一些臨時措施保障 2012 和 授便曾率團到英國及澳洲參觀最新

四年制時，我們將有更多的教學及 2013 年入學同學選(事實驗課的需 的設計理念及管理方法。在實驗課

科研人員，自然就需要更多的實驗 要，我們計劃把寒假及暑假都用 程設計安排、考核學習目標方面的

室了。 上，以一星期六天，朝t晚十一的 設計亦已開始進行，約需半年時

作業方式運作實驗室，以滿足需 間完成。現時，我們正積極準備在

有見及此，科大向教資會申請撥款 求。 2011 年開始試教四年制實驗課。

興建實驗大樓，教資會十分支持科

大在教學及科研上的努力，所以他 在理學院教職員的努力及校方的大

們己同意申請，接款給我們加建 問:理學院如何加強軟件配合? 力支持下，我們有信心可在 2012 年

8 ，000 平方米的教學及科研實驗室。 開始為學生提供優質的理、化、生

實驗室對教學及科研是不可或缺 答:實驗課的軟件方面，涉及課程 實驗課程。

的。科大補上自己籌募得來的款項 設計管理、安排及考核等問題。我

後，將興建巾，000 平方米的實驗大 們曾往外地取經，觀摩了加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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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首推 學科曙傭輯程
理學士(環境管理&.科按)

課程號碼 回 5036

簡稱 : EVMT 

課程長度 3年

科大最新的 r單境管理混科按」課

程 (EVMT) ，由環境學部開辦。而

課程的首屆本科學生將於 2010 年 9

月入學，預期學生在修畢三年課程

後，可時任多個環保相闊的職位，

為解決全球迫切的環境問題出-分

力。

EVMT的課程設計跨蓋多個學科，如

綠色建築、、 環境經濟及政策、能源

應用，以及綠色營商策略等。授課

期間，學生將有機會參與多種課外

活動，包括海外課堂、講座及實

解決地球問題

地球日益人煙桐密，各國亦漸加富

庶，可持續再用的地球資源正慢慢

消失，就是新鮮食水、空氣也不再

唾手可得。世界正處於決定時刻，

我們如何解決氣候變化、?K質變

差、能源短缺、海陸空資源缺乏、

物種減少和污染等問題，大大影響

著人類的未來。由於中國經濟急促

發展，我們如何致富、運用環境

資源，可謂全球關注。

習。而主修學生均需提交畢業報 要解決環境問題，極真挑戰性。看

告，以現實世界裡的環保問題為

論題，應用所學提交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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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單一的問題，如淨水或氣候變

化，往往涉及多個學科

範疇。因此，學生有必

要接受跨學科訓練。建基

於科大的跨學科教學傳

統，環境學部結合了多個

相關學科的內容，創辦了

EVMT 課程。

EVMT 課程設計小組，集

合了不同學科，包括工

程、社會科學、科學及

商學等專家成員，並邀

得本港主要企業為顧問，

共同籌備這獨特的跨學科

課程，以訓練合適的未

來專才，於商界、政府

及非牟利機構擔任相關環

保職位。

收生人數: 25人

綠色職位有增無滅

我們估計市場對 EVMT 畢業生的需

求將有增無減。課程主任霍恩德教

授 (Prof Paul Forster) 就表示 r於香

港及中國內地營運的企業，不斷感

受到來自全球的壓力，極需要尋找

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出路，以期不

需再為發展犧牲環境。企業渴求一

些能掌握環保科學及科技概念的員

工，讓他們於工作崗位發揮所長。

我們的課程正可培育具備相關條件

的新類型專才。」

環保工作機會不斷增加，有多項研

究指出，持續蓬勃的綠色行業求才

若渴。而中國正是當中發展潛力最

大的地方之一。根據突破研究所報

告，亞洲將於未來五年加快開發潔

淨能源，估計開支將為美國的三

倍，而中國更將為其首，帶動拓展

潔淨能源開發。就亞洲綠色工業職

位的估算，亞洲企業領袖協會提

到 r 中國備有最佳的條件，創造更

多綠色工業職位。」對於 EVMT 學

生而盲，綠色行業不單是工作，更

是機遇，讓他們改變世界，同時開

拓理想的事業路徑。

欲知更多相關課程資料，請閱:

http://www.evm t. ust.hk/index.html 



王學院拓展選科彈性

大學聯招生展中六優先取錄

生的喜訊-則:科大工學院

為有意修讀工程學，卻未能

即時還定主修科目的大學申

請人，提供-個全面展高靈

活性的選科模式 。 工學院逝

期新唱的「統-收生計劃J'

於現有的科目還項基聽上，

為高中學生多海7-個 r學

院入讀』的選擇 。

「統一收生計畫。」把原有的工

學院課程，就屬性分為兩大組別，

大學考生可透過組別申請入讀工學

院，而不須選定主修科目。循計劃

入讀的學生，在開學後的數月內，

可自由涉獵所屬組別內的科目，然

後才決定適合自己志趣的主修工程

學科。

經「統一收生計畫。」入讀的本科 ，

生，須於首學期完結前自行選定主

修課程 。 而選科前，學院教授會向

學生提供建議，而工學院及其部門

亦會為學生舉辦諮詢講座，協助他

們選擇日後的主修課程。

「統一收生計劃」共分兩大組別(見

右圖) : 

組別甲:化學工程、土木工程、

機械工程

5311 化學工程

5323 化學及環境工程

5347 化學及生物產品工程

5361 土木及環境工程

5373 士木結構工程

5610 機械工程

5414 計算機科學

5426 計算機科學，資訊工程

5464 計算機工程

5517 電子工程

5529 電子工程-信息及通訊工程

5567 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

5579 物流管理及工程

組別乙:計算機科學及工程、

電子工程、工業工程及物流管理

工學士 " 統-入學組別甲
課程號碼 ﹒ 5505

課程簡稱﹒ ENGG-A

課程長度 :3年
預計收生 : 別人

工學士﹒統-入學組別乙
課程號碼 : 5555 
課程簡稱: ENGG-B 
課程長度 :3年

預計收生: 100人

簡而吉之，組別甲以化學、土木工

程及機械工程學為主;組別乙則以

計算機科學和電子工程，以及工程

管理學為主。在新安排下，意向

明確的大學考生仍可繼續申請報讀

現有的十三項工學課程，早早主攻

志向的主修科目。

「涉獵而後專注 J 是「統一收生計

劃」的主旨。新安排下，工程學生

於起步階段的彈性將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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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最前錢

應用、思考並童的商管課程

科大商學院開設7多個案例分析起

商業傳意課程，這些課程均強調訓

練學生的跨學科應用、批判思考、

團隊合作以及表達能力等。它們著

重研討、報簡多於傳統的單向課堂

教學。由於課本不再為盒科玉律，

「案例」成7商管學科的上佳教材。

這類課堂的家課亦提供了充足機

會，讓學生深入調查，然後向導

師、同學簡報分析結果。這樣的學

習過程，活脫就像真實世界裡的商

業運作。現時，這些課程包括:

LABU101 商業案例分析

科大學生於歐策雅行銷大獎賽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預期學生在修畢課程後，可將技巧 式作結，從而挑選成績優異的學生

本課程為商學本科生首年必修科 應用於其他商管科目，以至日後的 參加國際案例比賽。

目，它把英語訓練及商管學習結 工作之上。

合，希望透過分析及簡報商業案例

的過程，增強學生英語會話的自 籌辦相闊的課外活動

信，磨練他們的判斷力，以及提升 BMGB202 環球商業個案研習

他們的批判、分析和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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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是專為高年級學

生而設的進階課程。

BMGB202 課程要求學

生自組團隊，合作分析

不同的國際商業案例，

並於課堂簡報團隊的建

議。課程最後以比賽形

對學生而言，參與外界的企業案例

比賽是重要的，因為此舉可讓他們

真正學以致用，模擬進入實際的商

業場境，策劃合理可行的方案。商

學院鼓勵學生盡量爭取機會發揮才

能，因此著力協助他們參與不同的

比賽。去年，便有多位商學院的學

生透過比賽獲得可貴的商學經驗。

科大商學院與無線電纜合辦本科生商業計剖比賽。



課程最前錢

以光影流聲學習物理

科大理學院將於 2010-11 學年推出

全新通識課程 「物理與電影」。

看電影時，觀眾大多沉醉其中，戲

裡的景物、事態，常輕易讓觀眾游

走虛幻與真實之間。「物理與電影」

課程以電影片段為教材，學生將有

機會仔細分析電影 當中的情節描

當太空甜宇宙航行時，我們能夠聽

到它的聾響嗎?

電影 《鐵血戰士》裡的異彤是否真

的可以贖身?若可以，怎樣做到?

修讀課程後，學生將更具識別真偽

的能力。日後觀賞電影，學生大可

邊享受故事情節，邊發揮他們的科

學分析頭腦，同時增進物理知識。

高速巴士是否真的

可以跨越斷橋?述真的合乎科學法則，抑或只是推

高觀眾官能的戲法?一如: 若真的能夠，鵬程可

達多遺?

科大為中、小學生提供科普課程

除提供本科生教育，科大理學院亦銳意將科普教育

推及全港中、小學。因此，理學院早於十年前便特

別成立了非牟利的附屬機構「理學院教育發展組--，'

由專業的大學教員、職員及理學院學生全年不定期

為中、小學開設不同的科學課程，透過科學營、小

朋友@UST、數理互動工作坊等活動，提升青少年對

數理的興趣。現時每年均有逾千名中、小學生參加。

同時，科大理學院多年來也視培育資優生為己任，

教育發展組自 2001 年起，經常與教育局「特別資

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合辦多項不同類型的數學及

科學培訓課程，包括基礎數學增益課程、香港物理

奧林匹克訓練班等。每年，理學院的多位教授更免

費指導具數理潛能的中學生，協助他們前往海外

參加物理奧林匹克比賽，令本港的中學生連續多

年揚威海外。

此外，為增加中學生對自然科學、人文科

學及社會學的興趣，教育發展組以多元化

形式舉辦一系列由大學教授主講的通識講

座。截至目前為止，全港已有逾t千位師

生曾參加講座。欲了解教育發展組所提供

的課程及講座，可瀏覽

http ﹒//www.edp . ust.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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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舊生

與軍蠹聽對談

給科夫 立酒會

多年來，科大培育出不少出色畢業生，他們均在不同範疇晏現

出最 o 為與大家分享他們的成就，以至心路歷程， ((科大聯訊》

將每期與-名(第出校友對談 o 為我們打響頭炮的，有科大首名

晉身立法會的舊生一-李慧琮 o

學校能於短時間內取得國際學界認

受，很多科大舊生，包括我在內，

都十分以此為傲。相信假以時日，

當科大擁有越來越成就卓越的舊

生，並漸漸形成一己的特色與傳統

時，所謂的「缺點」亦會隨之消

悶:你認為在科大的學習生活， 的，也切實幫助了我處理議會工作 失。

如何影響了你的從政生濯? 裡變化萬千的公共事務。

答:雖然會計本科看似與從政大相 間:你對現今科大學生的印象

逕庭 ，但其實當中密集的數據分析

訓練 ， 磨練了我的邏輯思維 ， 這對

我之後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我亦是大學的活躍分子，當時除繼

續中學的義務工作，也參與了管理

學會幹事工作及加入了辯論隙。前

者為我帶來管理的經驗，後者則鍛

鍊了我的批判思考。說真的，知

識、科技 日新月 異 ，在科大所學的

知識，未必可持久讓我應付所有工

作，但大學教育令我懂得終生學習

的重要，亦讓我掌握了研究和資料

搜集的基本技巧 ， 這是更為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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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科大歷且不算悠久。作為其

畢業生，你認為這是壞處，還是

好處?

管:相比其他本地大學 ， 科大畢業

生所要背負的歷史包袱沒那麼沉

重 ， 發揮空間亦相對較大。以我為

例，當年參加區議會直選，也沒有

科大校友的經驗可供借鏡 ，我純粹

在 位區議員的鼓勵下，抱著姑且

一試的態度參選。 所以，捉票機

會、敢於面對挑戰更為重要。

如何?有人認為科大生較政治

冷感，你有甚麼看法?

答:我在不同的場合，也過過科大

師弟妹。與我同時代的同學一樣，

科大學生充滿活力 ，並且勤奮好

學。眾所周知，科大對學生的學業

要求甚高，但仍見不少學生十分熱

衷於課外活動。在我印象裡，科大

一直是個很好的學習地方。

由於傳媒少報導，所以大家很容易

以為科大學生不愛談政治。科大沒

有政政系、傳理系等政治性含量甚

高的學系，我們的學生即使關心政

治，態度也相對較溫和，所以也沒

有太多激烈事件可讓傳媒報導 。

可是，據我認識，科大學生一直有

對政治事件公開表達意見 ，尤其會

利用校內大字報發表。因此，我認

為這樣的批評並不公道。



問:攝你經驗，你會給希望從

政的科大學生什麼建議?

答 :今日的香港，不像十年前般缺

乏從政機會，現時的年輕人可循多

個途徑參與政治工作。依我看，大

家可考慮這三大途徑.加入政府、

政黨或非政府組織 (NGO) 。

加入政府一一成為公務員，年輕人

可直接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雖有

人笑稱公務員為香港第一大黨，事

實卻也顯示，公務員是本地真正的

政策制定者。所以，加入政府會是

我首選建議。

加入政黨一一現時參加政黨，已非

少見。而且，參加直選的確可磨練

個人品格，令人更易面對批評。對

於剛畢業的學生，是不錯的鍛鍊。

加入 NGO一不少科大畢業生都從

事相關工作，學弟妹不妨參考前人

之路。

問舊生

問:你認為今天的大學生應擁

有什麼特質?

告:溝通技巧與兩文三語的能力最

為重要。正如前盲，學科知識或會

隨時間消失，但溝通與語文能力等

軟技巧則不然。另外，現時很多場

合需要學生發表意見，因此邏輯恩

維及批判思考亦變得相對重要。

問:作為立法會議員及一名母親，

你對3-3-4教育改革的關注是什麼?

答 :我想改革方向是正確的，也期

望它可以改善本地教育制度過份著

重背誦的惡習。由於新高中課程加

入了通識一科，強調學生可靈活變

遇，發揮創意而毋須緊跟標準答

案，我希望這些新學習元素可強化

學生的軟技巧。作為立法會議員，

我會繼續監察政府，讓教育改革的

目的得以真正落實。

李慧辣， 1996年畢業於科大會計系。

畢業後曾當全職核數師及會計師，及

至廿五歲，參加區議會直選，成為當

時最年輕的女區議員。 2008年9月，

她初挑戰立法會直選，並於九龍商選

區贏得議席。現時，李校友為全i餓立

法會議員，特別關注香港的經濟、教

育以及發展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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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活動

科大興高中生共享普立茲獎得主講座

曼先生具前瞻性的環保概念及觀

點。大會最後安排了課程詢問環

節，讓今年已報讀環境學部最新本

科生課程 一一 「 理學士 (環境管理

及科技) -' 的高中生與負責該科的

教授面對面交流。該新課程甫推

出 ， 便成為 「競爭最激烈的本科生

課程」 第二位及 「 最受歡迎的本

科生課程 」 第三位，足見當今學生

們對環境議題的重視。

科大 2009 年度開辦的積境學部 ， 由佛里曼先生以全球氣候變暖為題 詳情及節目重溫，請參閱網址:

於 2010 年 1 月 7 日舉行了成立典 進行公開講座。 http ://ias.us t. hk/webcast 0 

禮 。 當天環境學部聯間科大高等

研究院舉辦了-場 rt世界又熱又

平又擠」的反思講鹿 (Reflections

on Our Hot, Flat and Crowded 

World) 。 講鹿邀請7普立茲獎三

度得主一一作索湯馬斯﹒佛星星

先生 (Thomas L. Friedman ) 主

講，讓公聽人士及高中生有機會

與這知名新聞從業員交流意見 。

科大環境學部的成立典禮暨佛里曼

先生的講座於當天四時正在科大的

演講廳、 B 舉行。成立典禮由香港政

府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諾貝爾

化學獎得主哈羅德 ﹒ 克羅托爵士

(Sir Harold Kroto) 、但隆地產

董事長陳啟宗先生、恩)~政

策研究所行政總監陸恭蕙博

士、科大校長陳繁昌教授及

科大環境學部署理主任陳澤

強教授主持揭幕儀式。接著

18 

在短短一小時的講座裡，佛里曼先

生分析及結連了多個世界大趨勢 ，

如全球化、人口膨脹等，並與在座的

嘉賓及學生分享、講解其主張 ， 建

議各國政府以強勢政策解決氣溫上

升問題。此外 ， 他亦鼓勵在座學生

及身在倫敦同步收看的大學生主動

走出來表達他們對環境的訴求 ， 以

喚醒全世界解決環境問題的決心。

講座後的研討及答問環節 ，由陳繁

昌校長主持 ， 他與主禮嘉賓們及逾

百位本地和海外學生一起討論佛里

關於湯馬斯 ﹒ 佛里量

m:里曼為世界知名的新聞工作者 ，

其作品三次為他奪得普立茲獎。 他

於 《紐約時報》 任職海外事務專欄

作家 ，其報導及評論範疇遍&美國

內部政治、外交政策、中東紛爭 、

全球經濟及環境問題等 。他獨特及

創新的論點， 令他常被譽為全球最

具影響力的新聞從業員。



理學院連串活動

科大理學院除著重學生追求知論

外，也認同以人為本的精神，期

望學生可在充滿關蜜的校園愉快

學習展露揮所長 。 為協助理學院

新生盡快投入&適應校閏生活，

理學院特別於 2009-10學年推出首

個「悶悶飯局」計劃，由職員邀

請所有新生參加悶悶飯局，向他

們講解科大理學院的發康、資源

以及學院為學生而殼的支提服務

等 。

同時，理學院希望藉計劃更了解同

學的需要、他們對大學生活的期

望，以至學習目標等等。在廣泛收

納同學意見和訴求後，將進行定期

檢討及改善，以建立開明互動的學

院文化。在飯局過程中，學院可

更全面了解各同學的所長，從而

提供合適的土壤，讓他們身心得以

健康發展，茁壯成長。同學也可透

過飯局，增加對理學院的認識，以

促進師生關係，建立和諧校園。

截至目前為止 ，已有逾二百名新

生參加了問問飯局，當中包括本

地同學，以及來自內地、海外的

非本地生。從該計劃中，理學院

更發現同學各有擅長 ，包括充滿

設計天份的同學、鋼琴高手、

圍棋冠軍得主、主王其球香港青

年代表隊、健身教練、魔術師

等.. . ...。

大學生活

培養學生關懷文化

「罔」字表面上為現時年青人的潮

語，但古字則解作「光明 JJ 皓

白」之意，這也是科大理學院對同

學的祝福，祝願他們前途光明。

除關懷學生成長外，理學院更希望

學生學會「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的精神，積極扶助弱勢社群。如四

川大地震發生後半年 ， 數位理學院

學生便趁寒假白發前往四川，向災

民驅寒問暖，並進入重災區探訪災

民及了解重建進度，以期為災區的

重建工作提供支援。

2009 年 6 月，這群同學在理學院支

持下舉辦了「四川地震災區助學行」

活動，四十多位科大師生一同前往

四川省什加市義教當地小學生。

師生們以有趣的數學和科學實驗課

程為小朋友創造活潑的學習氛圍，

提高他們學習的興趣，培養他們對

科學的探索精神。科大師生除了支

援災區的科技教育 ， 傳遞與推廣科

技教育的經驗和理念外，也於教學

過程中為小間友帶來游戲與歡樂。

不少科大同學亦趁機7解當地的社

會環境及脈絡、農村地區的生產方

式，以至基層人民的具體生活，並

就所見所聞進行討論、反思和總結

分享，從而加深了他們對社會及弱

勢社群的關懷關注。

為了延續送暖關懷行動，理學院已

計劃在未來兩年繼續支持學生前往

四川地震重建區、內地其他地方，

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貧窮地區，提

供短期義教及從事社會服務工作。



大學生活

工學本科生聯

科大工學院現設六個學科部門，

2009-10 年度新增了「統一收生

計劃」後，共提供十五項本科課程

選擇，為各學院之最。為了加強大

家庭內的溝通，工學院及其部門將

會舉辦更多類似活動，而學生的課

餘生活亦會隨之更多元化。

「萬聖節派對」於去年 10 月 26 日舉行，當日師生鑫歡。

及 ENGG-B) 而

舉辦。在派對

裡，師生們均

穿上別緻的萬聖

節服飾及面真，

除共享別開生面

的「驚嚇」美食

外，老師更與學

生打成一片，一

同參與集體遊

為加強科大工學生之間的聯繫團

結，工學院與其學生會於去年 10 月

及 11 月舉辦了數項學生活動，包括:

「萬聖節派對」及「閃避球比賽-' ' 

均得到同學熱烈反應。

戲。壓軸表演嘉賓更獻唱多首流行

曲，將派對推至高潮。

而「閃耀球比賽」則於大學大堂舉

行，三十三名工學生共組四隊隊伍

爭奪冠軍寶座。當天隊伍落力的比

「萬聖節派對」特別為新加入工學院 賽及在旁同學的加油聲，成功讓
於去年 11 月 25 日舉行的「閃過球比賽ν 場

面熱鬧，惹來全校師生觀戰。的「統一收生計劃 J學生(即 ENGG-A 不同級別的工學生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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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r學生大使計量。」
自成立以來，商學院「學生大使計劃」致力為學生

提供回鎮中學母校及經驗分享的機會。商學院學生

每年均可參與「學生大使計劃-' '自組大使團隙，

探訪自己的中學母校，與師弟妹分享選科心得及大

學生活樂趣。此外，大使亦兼任代表，積極參與

商學院其他活動，包括 : 科大開放日、校園導

賞、聯招資訊日及聯招面試技巧分享會等。

今屆共有一百二十名學生被挑選為「學生大使-' ' 

並於去年 9 月起出席母校交流活動。如欲聯絡有關

同學回校分享心得，歡迎電郵

ambassador@ust.f泊，與商學院聯絡。



大學生活

r 科大悟學行」社群參與計劃全面做動

為迎接 2012 年四年大學制，科大

於 2009 年年底推出全新社群參與

計劃「科大侍學行--' (HKUST Connect) , 

鼓勵大學全體成員積極參與社區服

務，預期該計劃可進一步加強科大

與各社區團體的連繫，並建立長遠

夥伴關係。

該計劃將夥拍社區組織、教育機構

及企業等，合辦不同形式及種類的

服務項目。不只學生可從中得到寶

貴的課外學習機會 ， 教職員亦可從

協辦及參與活動中，輔助學生學

習，深化自己對教育的承擔。此

外，該計劃採用了與畢業生

互動的啟導模式 ，特別聘用

一班 09 年畢業的科大生為

社群服務研習統籌員 ，負

責策劃及執行項目，令

「科大侍學行」更添承傳意 欲知「科大侍學行」的詳情及最新

義。 活動，請瀏覽 http://connect.ust. hk 0 

工學院師友計劃2009
緊接去年 9 月新學年展開，由工學院學生會策辦， 的職業講座，更講得現於喜利得(香港)有限公司任

每年一度的「工學院師友計劃 J 於同年 10 月下旬正 職市場部經理的工學舊生梁瀚恩先生，與師弟妹分

式開鑼。一如以往，師友計劃以加深、加強本科生 享其工作歷程，令學生獲得不少工程業界的第一手

與業界聯繫為目標，展開一連串活動。今年，工學 資訊。

院學生會邀得多個業界人士

和機構參與計劃，當中包括:

俊和工程公司、正昌環保科

技(集團)有限公司、

Sengital Ltd. 及中華電力有限

公司等。

截至 2009 年首學期終結，計

劃共為學生帶來四次實地參

觀機會，並邀得業內人士合

辦職業工作坊及講座。當中 師友計剖包括多次實地參觀機會，間為參觀建築工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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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專欄

科夫描富一德.
撰文:關詠詩 (原文刊於《振翅之高飛報》第 17.2 期)

r彩虹位置 !彩虹」 科大同學時有「大頭蝦.J '不時遺下

錢包、手機等。當收到報失，他與

走到北間，從遠處就聽到洪鐘叫 同事便會通過對講機，一呼百應幫

聲 r 彩虹!彩虹|坑口走快兩 同學尋找失物。提到他在網上有二

步.J指示同學登上正確的小巴， 千同學擁聾，他大笑道 r 呵呵呵，

中氣十足的聲線，為科大同學所熟 這樣少? .J然後便把小記帶來的

悉一一他就是德叔。近日，更有同 Facebook 擷圖放進褲袋裡去。

學在 Facebook 成立「潮撐科大小

巴阿叔」群組，支持者直逼二干。

但同學對德叔又了解多少 7 為此，

我們訪問了這位科大親近的陌生

人。

小巴站長的工作

六十有六的德叔，曾經行船，懂少

許歐洲語吉及日語。三年前，從建

築管工位置退下來，後因難耐退休

投訴，調職

由於德叔公司收到六宗關於他的投

訴，去年 10 月被調離科大小巴站，

並轉駐守坑口總站。問起德叔，

他道 r有乘客投訴我聲浪過大、衣

衫不整，總之就不明不白 ! .J最後

問支持德叔的同學，他們直表示:

「小巴阿叔不在，彩虹車真的少了

很多呢.J

生活枯燥，走到科大當站長 r這工

編按:大學小人物 ， 向來有其傳
作，比建築工輕鬆多了...我喜歡當

鱗，車前劍橋大學也就頒7-個

榮譽文學碩士學位予清海工E倫

(Allan Brigham) 。 小巴為科大與

市中心之主要交通工具，人山人

海排隊等小巴的場面，可謂科大

生的日常生活及集體固體 。 移情

之下，科大站崗的小巴站長也成

7不少學生的友好 。 就與站長的

情誼，學生會《振迪之高爾報》

去年 12 月刊登7-相關篇報導 。

在此節錄部分原文，與大家分享

學生對科大小人物的人文情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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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長! .J德叔表示，站長日常工作

主要是管理及編排科大來往坑口

與彩虹兩港鐵站的小巴班次 r記下

小巴出入站頭的時間，就可推斷

同事有否偷懶，又或有否需要增加

班次。」

乘客如間友

「在科大做了一段長時間，很開心。

跟同學聊天，他們有時又會走來打

招呼，有講有笑。」然而德叔亦透露

後記

訪問德叔當天，不少途經的乘客、

車長都主動向德叔問好。做好站長

工作看似簡單，但要備受一般乘客

(如科大同學)的愛戴，卻不是想當

然的容易。

最後，德叔，謹祝你繼續生活愉快!



讓學生「富」起來
蘇家培副教授風險管理及商業智能學課程主任

聽家t奮教授為科大資訊、商業統計及營迦學系

副教授，活躍於多個教學發展計畫，其教學興趣包

括:問題導向學習及學生學習方法。曾九次入選十

大最佳講師，並磁教學獎項如 Franklin 優異教學獎、

創新教學獎及 2009 年度祁放卓越教學服務獎章等。

最近收到-封學生電鄧，談及他

大學生活的點滴 。 這位學生來信

感珊，由於太過輯聲學集成績，

令他-度失去學習興趣 。 不過，

當他完成我輛載的統計諒後，開

始對學習產生興趣 ， 並從此學會

享受大學課堂 。 電郵最後這樣說 :

r遲到，總好過混到 。』

對的， r遲到，總好過沒到 。」

可是，更理想的應該是: r早到，

總好過遲到 。」

懼。因此 ， 要迎合每位學生的需

要，實非易事。

因此，我發展了一套結合「問題導

向學習 -' (Problem-based Learning , 

簡稱 PBL)和「建設統合-' (Construc

tive Alignment '簡稱 CA) 模式的教

學方法來應付上述情況及達到理想

的教學目標。這套教學方法的最大

特點包括利用不同方法來評估及加

強學生學習成果 (CA) ; 及探用多元

化活動上課 ， 如小組相互評核、個

科大專欄

他們教授知識的上佳方法。我一直

期望可為學生日後的職業方向帶來

指引，並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學習態

度，以及讓他們得到發揮所長的機

會。因此，我教學的最終目標 ， 也

是盼望學生可從我的課堂 ， 真正

「富-' (RICH) 起來，得到不同的樽

益 ， 包括:

Refresh (溫故知新) ; 

Innovative (創造新意) ; 

Contributing (貢獻社會) ;以及

Happy (快樂學習)。

結準大學生的建議

對於各位準大學生，以下是我給他

們的幾點建議:

1 善用時間 ;

2. 保持好奇心一一例如 : 多讀書、

多發問;

3. 注重家課的質多於量;

案分析、網上小測、角色扮演和企 4. 持續培養創意;

我在大學主要教授統計相關科目，

經常需要教導背景極大差異的學

生，無疑是項挑戰。每次授課，總

會發現有些學生的數學根基很好，

有些則不然一更甚者對科目懷有恐

業實習 (PBL) 。

我想做到的不單是教導學生實質的

統計知識，更在於營造互動的學習

環境 ， 從而鼓勵他們多深入思考 ，

理解新概念，以至主動

學習。而我亦希望自己

執教的科目，能使他們

對統計學感到興趣，並

從中建立自信，獨立學

習。

此外，就我認為，與

學生亦師亦友，也是向

5. 留意身邊世事一一例如 : 養成每

天閱報習慣;

6. 改善溝通技巧一一例如 : 多與別

人討論有趣話題 ， 或參與社會服

務等。

對於學子而吉，大學生活著實是人

生寶貴的經驗。請盡情享受吧 | 我

經常教導學生使用分散方法來管理

風險，同樣的概念亦能應用於大學

生活。當同學把所有精神放在學業

時，不妨想想如何能平衡生活，做

個各方面兼備得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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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報告

r 知識無限」講座宗列繼續精采

科大理學院為擴闊本科生的視

野，增進學生對社會急關轉變的

了餌，以及揖升他們的批判思考

及洞愚社會時事的能力，於去年

新學年起，首次於各月舉辦多個

r知論無聞」講座系列，並邀請社

會各界知名人士與科大本科生分

享寶貴經驗，藉以告訴他們未來

將要面對的挑戰及現峙的社會實

況。

截至三月份 r知識無限」講座系列

已舉辦了六次講座，當中包括一

度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 探討香港普

及文化的 「解讀周秀娜現象.J ，討論

香港政制發展的 「五區總辭 : 香

港普選之路? .J ;協助大學生應付

未來挑戰的 「僱主眼中的惡魔」及

「不平則鳴之大學生的未來.J ，剖析

中國近代史的 「 孫中 山思想與香

港.J '以及反思全球氣候問題的 「全

球氣候關你祥事? .J 。

至於理科學生向來較

少接觸的歷史、文化

藝術及文學方面 r知

識無限」講座系列將特

別邀請多位世界知名的

學者於 3 月至 5 月期

間親臨演講，讓理科生

也能涉獵文學藝術知

識。當中精果內容預告

包括 : 知名作家、崑曲

專家白先勇先生演講

「崑曲與文學 .J '著名文

學家劉再復先生分享文

學藝術心得 ; 日戰時期

「東江縱隊」 香港老兵

親身講述日戰時期歷

史;以至曾與本港金

融界共渡多個重要關

頭、剛退休的前金管局行政總裁

任志剛先生 ， 也將擔任嘉賓講解本

港金融體系運作實況。

.間軍臨團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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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講座系列的名稱 「知識無

限.J '理學院循著讓學生全人發展的

方向 ， 認為知識、學術無界限，希

望藉講座系列繼續引起同學對理科

或以外的知識、時事的關注，突破

純理科人的局限 ， 激發學生發揮最

大的潛能。

t組省無阻)1"座系列(三..， .. 
r不平則鳴J 之六學生的*來 L ~ 

日用 IOO9 f1: 1 1 閉 ，自 rI : 
11 .1: 6 :10- ﹒岫且.. .-:'" 

擾11 別JiI.1ll1i1﹒〈ι10) ....司-

ZEtz酬，團圓圓圓王永平性，.~
個位...aull至~司P:..!f位...+
a J,UIUII . 8.11...118' 翟偉鐘內......eu.1UI. 畫像琴鍵盤.
...IlJeRÜ.... 軍繭.~"胞.，恥辱

，晨， 鹿'"、..也t::6AMItI ' ''''j
J!1.llDtII1\. 

-IìJ "'.!!i" i.I U'iiii , ".'!l"""-



Business YoungStars 計劃
將於9月再度招募會員

科大商學院於去年首辦 r Business 

YoungStars .J (BYS) 計劃 ， 致力為新

高中同學提供一個全方位體驗商學

課程和大學生活的機會，有助同學

探索未來升學就業路向 。

商務禮儀訓練、大學

課程體驗、公開講

座、工作坊、師友聯

誼、經驗交流分享、

商學院資訊速遞以及

夏令營等，是新高中

成功入選 BYS 計劃的高中學生將獲 學生獲得更多大學資

邀參與一系列活動 ，包括商學講座、 訊及聯繫的好機會。

首屆 BYS 計劃已於去

未來報告

年 11 月招募共五百多名高中一年級 新 一屆 r Business YoungStars .J計劃

生，同學們除有機會參與講座及各 將於今年 9 月開始招募 ，有興趣的

類精彩活動 ， 更可於 2010 年參加夏 同學可瀏覽有關網址:

令營體驗大學生活樂趣。 http://www.bm.ust. hk/ug/star叫ndex.

html 。

科大開放日 2010
每一度的科大開放日暫定蛤本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 開放日之最新情報，請留意科大網址

舉行。屆時 ， 科大校園將開放予公眾參觀。 中學教 www.ust.川的公佈，以及下期《科大聯訊》的介紹。

師、學生及家長可透過開

放日之各項活動，包括導

賞、講座、學院攤位、學

生表演，以及遊戲等，認

識科大各項本科課程，

是應屆中六、中t學生難

得與科大師生面對面交流

的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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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科大聯訊》

《科大聯訊》 為香港科技大學本科生教務長辦公室出版之刊物，專門報導科大本科課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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