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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助局（研資局）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轄下的半獨立諮詢組織，負責透過教資會，向政府建
議香港高等教育機構在學術研究上的需要，以維持學術蓬勃發展和合乎香港需要的學術研究架構；同時負責評審
及批撥政府透過研究基金所提供的學術研究經費，並監管其運用。研資局現時有 33 名成員，約三分之二是本地非學術
界人士及本地及內地的資深學者，其餘為海外傑出學者，有助確保本港高等教育界的研究水平保持世界水準，亦有助保
持本港高等教育界的國際化。研資局一貫以來回應香港研究所需，透過不同的資助計劃，例如「協作研究金」、「主題
研究計劃」及「卓越學科領域計劃」等資助各類研究工作，竭力貢獻社會。本報特邀請到研資局主席黃玉山教授，以及
林漢明教授、潘烈文教授、甘劍平教授接受採訪，介紹研資局的職能及研究項目。

研資局「主題研究計劃
主題研究計劃」
」

研資局主席黃玉山教授簡
◆
介研資局的職能及
最新發展。

助港發揮卓越水準
保持國際競爭優勢
◆ 統籌者林漢明教
授解釋研究影響
力 ， 以及由研究轉
化作應用，
化作應用
， 為國家
帶來貢獻。
帶來貢獻
。

研究資助局主席黃玉山：
回應香港研究所需 助推學術研究水平

「植物與環境互作基因組研究中心：可持續農業與糧食
安全 」項目
統籌者林漢明：將基礎科學轉化為社會的前進動力

推動創新、持續發展、提升競爭力，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關鍵所在。
作為支援香港大專學界維持學術發展和學術研究基礎的一個半官方獨立組
織，研究資助局主席黃玉山表示，該局多年來透過評審多項研究資助計劃及批
撥相關資助款項，切實回應香港研究所需，在確保本港高等教育界保持世界級研
究水平的同時，協助香港在國際競爭中發揮優勢，加強發展動力。

香港研究水平普獲國際認可
黃玉山介紹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香港
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不受重視，資金援助不足，
研究經費往往來自大學自行籌募或商界資助，
金額大概只有三數萬至七八萬左右。至 90 年
代，政府決定透過提供資助提升香港研究水
平，研究資助局（研資局）由此誕生，於1991
年正式成立。1991年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捩點，
以專注科研教學及成果見稱的香港科大與研資
局同年成立，開展了香港邁向重視學術研究的
一個新階段。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各大學不
斷加大研究工作，香港研究氛圍越來越好。而
研資局的主要職能，正是向在大學從事研究工
作的團隊給予一個具競爭性的研究資助，其項
目必須符合香港的需要，包括學術上的水平、
具前瞻性及競爭性等，若通過研資局評審就能
獲得資助。
眾所周知，香港高等教育界高度國際化，學
術及研究均達卓越水平。黃玉山指，香港在大
學裏做的研究主要是學術研究或基礎研究，小
部分為應用性研究。隨着 30 多年不斷發展，
香港的研究水平普遍得到國際的認可。香港多
家大學已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排名優次
原因眾多，其中部分取決於研究成果，我們排
名出眾，反映出大學研究成果不俗。而據研資
局 2020 年發表的研究評審工作（RAE）結果
顯示，逾 4,200 位合資格教學人員共 16,000 多
件研究成果被評審，結果有 45%的研究成果達
國際卓越水準，25%達到世界領先的水準，亦
反映出香港的研究實力確是超卓。

研資局一直鼓勵研究人員根據國家所需進行研究，而由香港中文大學卓敏
生命科學教授林漢明所領導的「植物與環境互作基因組研究中心：可持續農
業與糧食安全」項目，正是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
需的最好證明。

開拓「大豆版圖」多地科研人員合作

多元資助類別聚焦特定領域

林漢明表示，近年最令他感到振奮和開心的，
黃玉山強調，香港學術研究的人才九成
就是看到由他團隊與甘肅農科院合作選育的數種
都在大學裏，八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及部
耐鹽耐旱大豆，在甘肅東起慶陽、西至酒泉，
分自資院校的研究經費要靠政府提
近兩千公里、約四萬個足球場大小的土地上
供。就此，研資局特透過各類資助計
廣泛種植。從天空向下進行航拍的壯麗情
劃，為各院校提供穩定的研究資金
景，讓他覺得這數十年的努力沒有白費。
來源。當中的資助類別五花八門，
大豆這種過去常種植在中國東北的經濟作
由1991年開始時只有一種個人的研
物，現在獲得了更加遼闊的生長空間，而
究基金，到其後推出的優配研究金，
這不僅關乎農民的經濟回報，更關乎糧食
◆ 林漢明教授
林漢明教授（
（ 右 ） 為達成合
以至於當前進行中的多個協作式研究
安全；不僅關乎讓農民創造自己的利潤，更
作 ， 去了東北
去了東北、
、 西北
西北、
、華
基金、主題研究計劃、卓越學科領域計
關乎幫助偏遠地區的農民找到更多出路，因為
南、華中等地
華中等地，
，與當地
劃、研究影響基金等，受惠的研究人員及
他所選育的，是農戶們「希望的種子」。
的科研人員見面。
的科研人員見面
。
項目眾多。
林漢明的「大豆版圖」遠不止甘肅一地。實際
「本局已預留 1.5 億元於今年中新推出一項
上，為了達成合作，他當時去了東北、西北、華
『策略專題研究資助金』」，協助香港應對當
南、華中等地，與當地的科研人員見面、交往，
前挑戰及把握國家「十四五」規劃發展機遇相
一個一個地認識朋友。因為要把事情落實，讓研
關的領域進行跨學科及協作性研究。五項策略
究真正從實驗室走到農田，就必須要與當
專題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應對逼切醫療挑戰、
地的小農戶打交道，得到當地人的協助才
致力推動在 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打造香港
能事半功倍。
為粵港澳大灣區領先的集成電路和光電創新科
他甚至還把種子帶出了國門，在南
技中心、管理疫症和其他公共衞生挑戰對社
非、巴基斯坦等地播撒希望。從最
會經濟的影響，以及創新及環保建築科技
初的小規模試點，由二十個農戶四
和物料。
十公頃地慢慢擴張。林漢明始終希
黃玉山坦言，策略專題研究資助金
望自己的種子影響力能夠再大一
◆ 大豆這種過去常種植在中國東 點。現在，由甘肅省農業廳進行的大
計劃將不同學科的所長聚焦於與香
北的經濟作物，
北的經濟作物
， 現在獲得了更加 豆推廣試點工作，在七種官方推薦的大
港策略需要相關的特定優先研究
遼闊的生長空間，
遼闊的生長空間
， 關乎幫助偏遠 豆品種里，兩種是由林漢明團隊所選育
領域，在多方協作配合下，深信
地區的農民找到更多出路。
地區的農民找到更多出路
。
獲資助的研究項目必將取得具
的。其一是隴黃二號，適合高海拔，在
影響力的研究成果，為香
港未來發展帶來裨益。

2,100 米的高原上也可以成長、成熟；其二是隴
黃三號，在甘肅省境內具有廣泛的適應性。至於
隴黃一號，則是高蛋白、外觀好看，為食品公司
喜歡。

讓「大豆回家」繼而「向世界出發」
這個項目的主要工作，是對大豆的性狀進行篩
選，選種並非易事。隨着這一領域逐漸變得熱
門，競爭也日趨激烈，如果資源不足，爭得太
慢，一旦別人做出來，自己就白費了功夫。林漢
明笑稱，2017 年研資局資金到位，讓他更有膽量
進行研究，和別人鬥創意、鬥理念。2019 年，他
們成功發布了全世界第一個「優質野生大豆參照
基因組」，引領了一波潮流，帶領了研究方向，
也收穫了許多新的合作機會。
林漢明也在着手建立香港的大豆基因組平台。
這當中牽涉很多議題，也要用到不同領域的知
識，絕不僅僅是一個實驗室就能完成的。而在研
資局「卓越學科領域計劃」的支持下，很多想法
終於可以逐漸變為現實。
林漢明亦聯同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了中國近百
年廣泛種植的一百餘種大豆，發現遺傳基礎較狹
窄，因此選種育種還有大量的發展空間。林漢明
在香港的實驗室裏先把大豆帶回內地，讓「大豆
回家」，繼而希望能夠「向世界出發」，把香港
打造成業界的一個數據中心。而在他的引領下，
香港的許多青年學生也親身去到甘肅，看到眼前
的黃土高原，看到種植的大豆，了解科研如何真
正改變生活，他希望有越來越多年輕人真正參與
到科研當中。

「香港及鄰近海域富營養化，缺氧及生態後果的診斷和預測：
物理-生物地球化學-污染耦合研究」
項目
統籌者甘劍平：推動大灣區海洋合作保育發展
◆ 潘烈文教授為項目統籌者
潘烈文教授為項目統籌者。
。
該項目為研資局資助多項應
對 2019
2019冠狀病毒病的研究
冠狀病毒病的研究
計劃之一。
計劃之一
。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及其帶來的全球性影響，教資會及研資
局於 2020 年 5 月及 2021 年 1 月合共額外撥出 3.5 億元，透過「協作研究金」及「主題
研究計劃」資助相關的集體研究項目。這些項目橫跨社會、經濟、工程、商業和人文學
科等領域，各方通力合作，共同應對疫症難題。其中一個大型「主題研究計劃」由病毒學
專家、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冠狀病毒研究組委員之一、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
潘烈文教授領銜。

多領域協同 追擊實時疫情

見肘之感，但隨着研資局的資金到位，使他能夠
放開手腳，安心去做一些長遠研究。

潘烈文介紹，這一「主題研究計劃」主要涵蓋兩大
範疇，一是幫助認識病毒本身，二是認識人體免疫系
統如何進行反應。在項目統籌下，免疫學、病毒學、
流行病學、動物模型等多個不同醫學領域專家包括電
腦工程師等在內，一場緊密協作在不同的實驗室內同
時展開，共同推動任務進行。

保障資源 探索工作更長遠

有團隊協作的力量 處理問題自然效率高
某一波疫情從何而來，或是本地的感染如何發生，
要解答諸如此類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必須迅速及
時。在大家合作下，項目組的研究建議不僅能迅速傳
達給政府幫助推行政策，還會提交相關數據給國際機
構，做到四海一心。在潘烈文看來，更加重要的是要
把準確的數據和正確的觀念傳達給市民。不論是經由
講座、網上平台或媒體渠道，都要把最新的第一手資
料和相關結論告知市民。譬如鼓勵接種疫苗，就要充
分研究不同疫苗的保護率及不良反應等，以打消市民
的疑慮。對此，潘烈文身體力行，不久前完成接種第
四針的疫苗。
潘烈文表示，關於呼吸道傳染病的研究長期都有在
進行。以往是受政府或私人機構的贊助，但仍有捉襟

統籌者甘劍平教授促進本
◆
港高等教育界融入國家
的整體發展。。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病毒學、免疫學和流
行病學特徵」
項目
統籌者潘烈文：共同應對世紀疫症難題

「所有的研究，固然要對這一刻有即時影響
力，但是也要面向未來。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
不知名病毒，也要有所準備、做好人手與配套的
儲備。」潘烈文如是強調。他續指，現在的研究進
◆ 近年包括香港在內
度之所以相對迅速，正是因為有當年應對非典型肺炎
（SARS）的基礎。因為有當時的人員和專家儲備、實 的大灣區海域富營養
驗模型和測試平台等的配套，處理新冠疫情才能更加 化和缺氧現象不斷加
劇 ， 導致海洋酸化和
得心應手。
其他生態系統受損。
其他生態系統受損
。
有研資局的支持，這一項目的時間跨度長達五年，
故許多着眼於長遠的研究才成為可能，與此同時，研
究的範圍也更加靈活。潘烈文舉例，如跟進感染新冠
人士的後續狀態，便不僅能夠以月為尺度去跟蹤記
錄，而可以是長達三、四、五年地去追蹤。而若沒
有資源保障，研究成果就會變得相對短視。
潘烈文介紹，項目固然要經過同行評審，但要
達成的目標仍是由自己負責。對於這一項目的
◆ 甘劍平（左三）表
最終目標，他最希望在五年後能夠認識到病毒
示，團隊在項目基礎上成
的演化情況，從而能夠根據相關指標去幫助
立了海洋環境研究中心。
立了海洋環境研究中心
。
找到合適的疫苗，乃至於下一代的疫苗。

研資局一直鼓勵研究人員與內地大學及機構進行研究合作，促進本港高
等教育界融入國家的整體發展，由該局資助香港科大推行的「香港及鄰
近海域富營養化，缺氧及生態後果的診斷和預測：物理-生物地球化
學-污染耦合研究」項目，正是其轄下「主題研究計劃」積極推動大
灣區海洋合作的好例子。

作多學科融合全方位診斷
據負責統籌該項目的香港科技大
學海洋科學系與數學系講座教授甘劍
平介紹，近年包括香港在內的大灣區海
域富營養化和缺氧現象不斷加劇，導致
海洋酸化和其他生態系統受損。在研資
局資助下，科大團隊於 2017 年開展了
一項專門診斷和預報香港外海區的
富營養化以及缺氧情況的主題研究
計劃，當中主題有生物、有化學
也有物理，盡顯其採取多學科融
合來面對疑難，運用海洋學專業知
識作推理診斷的研究特徵。
甘劍平解釋指，富營養化乃因過量
的營養鹽輸入並刺激有害藻類大量繁殖
而引起，其間會產生赤潮和海底缺氧現
象，導致生物死亡，對生態系統造成極
大威脅，並引發一系列嚴重的環境、經
濟和健康問題。香港水體的富營養化及
缺氧，主要由珠江和本地日益增多的營
養鹽、有機污染物等排入所導致。隨
着相關問題越來越嚴峻，他們的項目
組成立了一個多學科交叉團隊，開
展觀測調查實驗和數值模擬研究，
以全方位診斷和預測大灣區海域的
缺氧情況，概括來說，項目為富營養
化引發的水體缺氧提供了科學理據，並
透過預測未來演變，為利益相關者和政

府部門，提供緩解和管理方案。

冀港海洋環境可持續發展
「我們做研究報告，是想做些事情幫
助香港。由富營養化等問題導致的海底
缺氧，是香港未來改善海洋環境問題的
巨大挑戰，由於香港海洋不能獨立於整
個大灣區海洋，我們的項目研究顯然對
香港、對大灣區都是大有裨益的。」甘
劍平強調，大灣區海洋合作潛力無限，
富營養化、明日大嶼填海計劃、風暴
潮、海洋保育、汚水處理，這些海洋學
研究都跟香港將來的可持續發展，以至
整個大灣區的經濟民生息息相關。就
此，科大團隊發揮海洋研究專業，近年
積極從事海洋觀測和模擬研究，更於今
年初推出互動海洋模擬系統和可視化平
台 WavyOcean，透過收集大灣區水域數
據分析，讓政策制定者在海洋保育和社
會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海洋科學的研究領域廣泛，區域協作
就變得非常重要。甘劍平表示，他們在
項目基礎上成立了海洋環境研究中心，
藉此加強海洋科研內容，並發揮窗口作
用，對內，跟內地的海洋研究聯合起
來，對外，跟國際一流的海洋科學家開
展合作。他預告，中心 11 月將在澳門舉
行首屆港澳海洋論壇，為大灣區海洋環
境安全及可持續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