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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iGEM)

First Gold
in iGEM

Our team used genetically modified E. coli as a tool to tackle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water. The team won a gold meal
when they presented their idea at a worldwide biology event.

Our students presen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explained the operation
principle of the heavy metal absorption device B-CAD to the judging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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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iGEM 於美國波士頓舉
行，共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
及地區逾 350 支隊伍參加中學
及大學組賽事。由仁愛堂田家
炳中學、滙基書院（東九
龍）、五旬節中學、保良局何
蔭棠中學及德蘭中學學生組
成的 HKJSS 聯校隊伍，憑
着以基因工程修改大腸
桿菌，大大增加其吸取
重金屬的能力，成為首
生命奇妙而神秘
科學家多年來孜孜不倦地探尋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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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工程師」。來要。仁愛堂田家炳中五生龔錦
5 所中學三十多名學生組成的 HKJSS 團
芊及五旬節中學中五生楊子權介紹
成功改 大 桿 的基因將之
成「吸 機器」 為 決 水
說，整個項目源起於 2015 年的「鉛水」事件，引發市民對食水安全的
屬污染問 帶來創新
。他們上月初於全球最大型的國 基
關注。隊伍認為當中科學問題大有探討空間，「我們做了問卷調查，訪
問不少市民、農夫，甚至金魚街商販，得知他們對水的關注度甚低，也
因工程生物機械競
iGEM 中 為 港 度奪得中學
不會特意處理水中的重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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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蔭棠中學中五生葉詩敏，頭頭是道地說明大腸桿菌的特質，「大腸
分享得獎 桿菌與生俱來就有吸金屬能力，但細胞機制會自動平衡體內重金屬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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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故會將吸收過多的重金屬排出身體。」
物科技教育作出反思。
在芸芸重金屬中，銅於水中的含量相對易檢測，加上香港養魚業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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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漢基
面對較大的銅污染挑戰，團隊遂選取銅作實驗，並期望成果可為解決其
他重金屬污染問題帶來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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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iGEM 於美國波士頓舉
行，共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
及地區逾 350 支隊伍參加中學
及大學組賽事。由仁愛堂田家
炳中學、滙基書院（東九
龍）、五旬節中學、保良局何
蔭棠中學及德蘭中學學生組
成的 HKJSS 聯校隊伍，憑
着以基因工程修改大腸
桿菌，大大增加其吸取
重金屬的能力，成為首
批於中學組奪金的香港
隊伍。
水乃生命之源，乾淨
食水對人類來說無比重
要。仁愛堂田家炳中五生龔錦
芊及五旬節中學中五生楊子權介紹
說，整個項目源起於 2015 年的「鉛水」事件，引發市民對食水安全的
關注。隊伍認為當中科學問題大有探討空間，「我們做了問卷調查，訪
問不少市民、農夫，甚至金魚街商販，得知他們對水的關注度甚低，也
不會特意處理水中的重金屬。」
何蔭棠中學中五生葉詩敏，頭頭是道地說明大腸桿菌的特質，「大腸
桿菌與生俱來就有吸金屬能力，但細胞機制會自動平衡體內重金屬含
量，故會將吸收過多的重金屬排出身體。」
在芸芸重金屬中，銅於水中的含量相對易檢測，加上香港養魚業普遍
面對較大的銅污染挑戰，團隊遂選取銅作實驗，並期望成果可為解決其
他重金屬污染問題帶來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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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穿過透析管
進入大腸桿
菌所在的
水管內。

則具有吸取重金屬的能力。所以團隊便基於基因工程技術，分別構思
行，共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
及地區逾 350 支隊伍參加中學 兩種策略，「首先是『刪除』，即將生產 CusF 運輸蛋白之基因敲
及大學組賽事。由仁愛堂田家 除，讓銅留在細菌體內；第二招則是加強吸銅能力，我們將能製造
炳 中 學 、 滙 基 書 院 （ 東 九 MT蛋白的DNA序列放進大腸桿菌體內，希望提升吸攝效果。」
龍）、五旬節中學、保良局何 團隊翻查海量資料，最終選定了包括 CusF 在內數種有可能控
蔭棠中學及德蘭中學學生組 制銅排出機制的基因，並從日本的大學研究所訂購改造後的大
腸桿菌；另一邊廂，隊伍設計了幾款有可能產生 MT 蛋白的
成的 HKJSS 聯校隊伍，憑
DNA 序列，讓生物科技公司以化學方式合成 DNA 實體，
着以基因工程修改大腸
2. 大腸桿菌不斷
隊伍隨後以「熱震」方法注入大腸桿菌進行改造。
桿菌，大大增加其吸取
將
吸收到
成員分別將兩種基因改造大腸桿菌，放進不同濃度的
重金屬的能力，成為首
內 直至 和為
銅離子溶液，葉詩敏說：「我們利用色譜儀，每兩個
批於中學組奪金的香港
小時量度一次溶液的穿透度，從而判斷吸銅效果如
止 減低水內的
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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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奪得 iGEM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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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文匯報記者 攝
經過多番測試，團隊確認敲除 CusF 基因能讓
食水對人類來說無比重
要。仁愛堂田家炳中五生龔錦銅停留在桿菌內，經 2 小時及 4 小時後，溶液
「有人說互聯網世紀已經結束，而
中銅離子濃度分別減少約 18%及 27%，效
芊及五旬節中學中五生楊子權介紹
生物科技世紀正在開始；然而在生物
能較沒基因改造的桿菌高一倍；至於修
說，整個項目源起於 2015 年的「鉛水」事件，引發市民對食水安全的
科技方面，香港的教育其實非常落
改 MT 蛋白基因亦能增加桿菌吸銅能
關注。隊伍認為當中科學問題大有探討空間，「我們做了問卷調查，訪
後」，HKJSS 領隊教師之一、仁愛
力，16 小時後溶液中銅離子濃度減
問不少市民、農夫，甚至金魚街商販，得知他們對水的關注度甚低，也
堂田家炳中學生物科科主任劉博說，
1A. 先將大腸桿菌內的 CusF 蛋白敲
少 31%，下降幅度亦較一般桿菌
不會特意處理水中的重金屬。」
縱使香港學界近年發展 STEM（科
令 留在細菌 內。
iGEM 金獎含金量極大，但閃閃生輝的獎
的14%多逾一倍。
何蔭棠中學中五生葉詩敏，頭頭是道地說明大腸桿菌的特質，「大腸
學、科技、工程及數學），但卻一窩
座背後，學生花了不少工夫：他們需要在短時間內打
團隊又以3D打印技術，製造
桿菌與生俱來就有吸金屬能力，但細胞機制會自動平衡體內重金屬含
蜂集中在機械人及編程方面，其他學
1B. 水池內的 水能穿過透析管
好知識基礎，包括掌握基因工程概念、尋找並分辨資訊真
了名為「B-CAD」的濾水裝
量，故會將吸收過多的重金屬排出身體。」
科往往受忽視，情況令人感慨。
偽等……從問卷調查、網頁製作、撰寫報告、上台匯報等等，
進入大腸桿
置；只要將裝有大腸桿菌的
在芸芸重金屬中，銅於水中的含量相對易檢測，加上香港養魚業普遍
劉博認為，現時中小學的 STEM
都需要一手包辦。對這些首次到外國參賽的學生來說，會場的經
菌 所教育，資源有向資訊科技傾斜的趨
在的
透析管放進帶重金屬的水
面對較大的銅污染挑戰，團隊遂選取銅作實驗，並期望成果可為解決其
歷和收穫，更是讓他們畢生難忘。
水管內。
他重金屬污染問題帶來啟示。 中，水中的銅離子由於較細
勢，例如今年財政預算提出的「中學
陳絲嵐表示，縱然知道生物科技應用廣泛，但一直只是專注自己的
小，能穿入透析管並被大腸
IT 創新實驗室」，每校可獲 100 萬元
改細胞技術
增吸
能力
報告，對相關技術的應用只有模糊概念，「去到會場看到世界各地的團
桿菌吸收，達到淨化效果。
資助，「但基本上純粹用來做IT，物
隊，發現原來實際應用比想像的更廣泛，其中一所來自大灣區的中學，
團隊亦根據農夫的回饋，增
東九龍滙基書院中五生陳絲嵐提到，在細胞層面，大腸桿菌擁有
理、化學或生物等，卻從沒獲得相應
看見他們用蜘蛛絲做衣服，真的非常驚訝，原來合成生物學的力量可以這
加控制水流的裝置，並簡
CusF 的蛋白，負責將銅排出體外，而另一種名為
MT 的金屬硫蛋白，
的資源。」
麼大！」
化機器使用程序。
則具有吸取重金屬的能力。所以團隊便基於基因工程技術，分別構思
另一名領隊教師、滙基書院（東九
各隊參賽者需要陸續上台，向評判展示研究成果；其後則有匯報
兩種策略，「首先是『刪除』，即將生產 CusF 運輸蛋白之基因敲
龍）生物科科主任石劍鋒亦指，教育
繁殖成本低 解變回
環節，各隊成員所屬攤位向在場人士及評判現場講解。詩敏憶述一
除，讓銅留在細菌體內；第二招則是加強吸銅能力，我們將能製造
界認同特區政府近年於 STEM 的重
段趣事，「其間一位評判來到我們攤位，說想多了解我們對 MT
葉詩敏指，市面有活性碳
MT蛋白的DNA序列放進大腸桿菌體內，希望提升吸攝效果。」
視，但普遍認為政策成效不明顯，
蛋白的理解；當他問到一些化學題目時，我們都在齊聲背誦
等濾水材料，但濾芯需要定期
團隊翻查海量資料，最終選定了包括
CusF 在內數種有可能控
「既然 STEM 已推行了好幾年，政
元素周期表，看得他莫名其妙！」
更換，「而大腸桿菌可以自己
制銅排出機制的基因，並從日本的大學研究所訂購改造後的大
府應該選取表現較突出的範疇，更集
她笑言，評判的臉本來是一臉正經，「真沒
繁殖，使用成本更低；加上細菌
腸桿菌；另一邊廂，隊伍設計了幾款有可能產生
MT 蛋白的
中及有系統地推廣策劃，爭取更佳效
想到我們能夠像普通朋友一樣輕鬆地聊
『吸飽』了銅後，只需要用火燒
DNA 序列，讓生物科技公司以化學方式合成
DNA 實體，
果。」
天！」
2. 大腸桿菌不斷
毀就會成為容易處理的固體，電解
隊伍隨後以「熱震」方法注入大腸桿菌進行改造。
「說起STEM只聯想到機械人、編
後甚至可以變回為銅，相信做法可以
將
吸收到
成員分別將兩種基因改造大腸桿菌，放進不同濃度的
程，但我們很少聽見，其實用生物科技
更加環保。」
內 直至 和為
銅離子溶液，葉詩敏說：「我們利用色譜儀，每兩個
亦可以解決氣候問題」，石劍鋒說，礙
小時量度一次溶液的穿透度，從而判斷吸銅效果如
止 減低水內的
於政府推廣不足，較前沿科學資訊難以
■ B-CAD
何。」
普及，「縱使是前線STEM教師，如
含量。
濾水裝置
經過多番測試，團隊確認敲除 CusF 基因能讓
果不是生物專科出身，也不一定知道基
銅停留在桿菌內，經 2 小時及 4 小時後，溶液
因可以用作合成，更不會知道科技發達
「有人說互聯網世紀已經結束，而
中銅離子濃度分別減少約 18%及 27%，效
的今天，其實一般學校都可以負擔得起
生物科技世紀正在開始；然而在生物
能較沒基因改造的桿菌高一倍；至於修
DNA實驗的工具費用。」可見只要善
科技方面，香港的教育其實非常落
石劍鋒則提到，其他地方參加 iGEM 的高中
香港教育制度將公開試成績奉為圭臬，其他有
改 MT 蛋白基因亦能增加桿菌吸銅能
加利用資源，生物科技教育其實大有可
後」，HKJSS
領隊教師之一、仁愛
IB 課
機 會 影 響 成 績 的 活 動 都 可 能 被 視 為 「 不 務 正 生，部分會結合正規課程，例如作品可作為
力，16 小時後溶液中銅離子濃度減
為。
堂田家炳中學生物科科主任劉博說，
業」。劉博坦言，縱使在 iGEM 中獲得金獎， 程論文題目，「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少人已獲得
少 31%，下降幅度亦較一般桿菌
分別帶隊參加iGEM四年及兩年的
縱使香港學界近年發展 STEM（科
「文憑試不會因而『高一個grade』，也不會增加
iGEM 金獎含金量極大，但閃閃生輝的獎大學錄取，因為大學為科技尖子制定保送政策，
的14%多逾一倍。
石劍鋒和劉博，近年一直到多個場合
學、科技、工程及數學），但卻一窩
讓他們高中時期就可以無憂地投身科研。」
大學錄取機會」，對學生積極性削弱不少。
座背後，學生花了不少工夫：他們需要在短時間內打
團隊又以3D打印技術，製造
推廣生物科技教育，並從中聯繫協
蜂集中在機械人及編程方面，其他學
他表示，參加 iGEM 的學生成績都不俗，但因
「港生唸理科的第一個想法，都是入讀醫療
好知識基礎，包括掌握基因工程概念、尋找並分辨資訊真
了名為「B-CAD」的濾水裝
調，有份參與 iGEM 的香港中學，由
科往往受忽視，情況令人感慨。
科。每年能夠全情投入科研的，也不知道有沒有 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有潛質學生未必留港，
偽等……從問卷調查、網頁製作、撰寫報告、上台匯報等等，
置；只要將裝有大腸桿菌的
2016年只有1所增至今年10所。劉博
劉博認為，現時中小學的
STEM
一兩個」，劉博指：「香港的大學研究人員多來 過往便有成員選擇到華盛頓大學、慕尼黑大學升
都需要一手包辦。對這些首次到外國參賽的學生來說，會場的經
透析管放進帶重金屬的水
提到，雖然當局於生物教育資源未見
教育，資源有向資訊科技傾斜的趨
自內地、海外，縱使港人研究院畢業後，也很少 學，對香港來說確是種損失。
歷和收穫，更是讓他們畢生難忘。
中，水中的銅離子由於較細
積極，但民間及學界卻相當支持，今
勢，例如今年財政預算提出的「中學
石劍鋒又說，國際知名的生物科技公司
Gink留在科學界。」他又以今次 iGEM 奪金項目為
陳絲嵐表示，縱然知道生物科技應用廣泛，但一直只是專注自己的
小，能穿入透析管並被大腸
次聯隊赴美參賽便獲田家炳基金會及
IT 創新實驗室」，每校可獲 100
萬元
例，很多成員因要準備文憑試，沒有空間進一步 go Bioworks，就是脫胎自早年 iGEM 的參賽隊伍
報告，對相關技術的應用只有模糊概念，「去到會場看到世界各地的團
桿菌吸收，達到淨化效果。
各校補貼，「很多老師沒想過有
資助，「但基本上純粹用來做IT，物
深化研究，「若能繼續下去，我們希望將能生產 及其當時作品，強調社會科研發展需要看到十年
隊，發現原來實際應用比想像的更廣泛，其中一所來自大灣區的中學，
團隊亦根據農夫的回饋，增
iGEM 這樣的比賽，但我們的經驗正
理、化學或生物等，卻從沒獲得相應
MT 蛋白基因及已剷除 CusF 蛋白基因的大腸桿菌 後的長遠眼光，「香港不能只光推 STEM，更重
看見他們用蜘蛛絲做衣服，真的非常驚訝，原來合成生物學的力量可以這
加控制水流的裝置，並簡
好告訴他們，生物教育其實也能這樣
的資源。」
■石劍
左 與劉博 右 認為 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 令
合併，進一步加強吸銅功能。」對於中斷一個富 要是建立升學、就業、創業的完整體系，以培養
麼大！」
化機器使用程序。
做。」
■ 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另一名領隊教師、滙基書院（東九
本地的科研人才。」 ■ 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科研人才外流。
科研人才外流
。
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發展潛力的項目，他直言感到可惜。
各隊參賽者需要陸續上台，向評判展示研究成果；其後則有匯報
龍）生物科科主任石劍鋒亦指，教育
繁殖成本低 解變回
環節，各隊成員所屬攤位向在場人士及評判現場講解。詩敏憶述一
界認同特區政府近年於 STEM 的重
段趣事，「其間一位評判來到我們攤位，說想多了解我們對 MT
葉詩敏指，市面有活性碳
視，但普遍認為政策成效不明顯，
蛋白的理解；當他問到一些化學題目時，我們都在齊聲背誦
等濾水材料，但濾芯需要定期
「既然 STEM 已推行了好幾年，政
元素周期表，看得他莫名其妙！」
更換，「而大腸桿菌可以自己
府應該選取表現較突出的範疇，更集
她笑言，評判的臉本來是一臉正經，「真沒
繁殖，使用成本更低；加上細菌
中及有系統地推廣策劃，爭取更佳效
想到我們能夠像普通朋友一樣輕鬆地聊
『吸飽』了銅後，只需要用火燒
果。」
天！」
毀就會成為容易處理的固體，電解
「說起STEM只聯想到機械人、編
後甚至可以變回為銅，相信做法可以
程，但我們很少聽見，其實用生物科技
更加環保。」
亦可以解決氣候問題」，石劍鋒說，礙
於政府推廣不足，較前沿科學資訊難以
普及，「縱使是前線STEM教師，如
果不是生物專科出身，也不一定知道基
因可以用作合成，更不會知道科技發達
的今天，其實一般學校都可以負擔得起
DNA實驗的工具費用。」可見只要善
石劍鋒則提到，其他地方參加 iGEM 的高中
香港教育制度將公開試成績奉為圭臬，其他有
加利用資源，生物科技教育其實大有可
機 會 影 響 成 績 的 活 動 都 可 能 被 視 為 「 不 務 正 生，部分會結合正規課程，例如作品可作為 IB 課
為。
業」。劉博坦言，縱使在 iGEM 中獲得金獎， 程論文題目，「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少人已獲得
分別帶隊參加iGEM四年及兩年的
「文憑試不會因而『高一個grade』，也不會增加 大學錄取，因為大學為科技尖子制定保送政策，
石劍鋒和劉博，近年一直到多個場合
讓他們高中時期就可以無憂地投身科研。」
大學錄取機會」，對學生積極性削弱不少。
望他們再到汶川去看一看。十一年了 災區浴火
推廣生物科技教育，並從中聯繫協
他表示，參加 iGEM 的學生成績都不俗，但因
「港生唸理科的第一個想法，都是入讀醫療
調，有份參與 iGEM 的香港中學，由
生 曾經的廢墟 現已 樓林立、滿山蔥 。
科。每年能夠全情投入科研的，也不知道有沒有 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有潛質學生未必留港，
2016年只有1所增至今年10所。劉博
「啊 咁樣咩
」他們既 歎內地的
發展
一兩個」，劉博指：「香港的大學研究人員多來 過往便有成員選擇到華盛頓大學、慕尼黑大學升
提到，雖然當局於生物教育資源未見
自內地、海外，縱使港人研究院畢業後，也很少 學，對香港來說確是種損失。
又 奇 港居然甚少報 。我
他們應 多到內
積極，但民間及學界卻相當支持，今
石劍鋒又說，國際知名的生物科技公司 Gink留在科學界。」他又以今次 iGEM 奪金項目為
次聯隊赴美參賽便獲田家炳基金會及
地 一
看一看 從多角度了 內地的發展、多
例，很多成員因要準備文憑試，沒有空間進一步 go Bioworks，就是脫胎自早年 iGEM 的參賽隊伍
各校補貼，「很多老師沒想過有
深化研究，「若能繼續下去，我們希望將能生產 及其當時作品，強調社會科研發展需要看到十年
層次感受內地的 化。他們也用一 一挫的「港
iGEM 這樣的比賽，但我們的經驗正
MT 蛋白基因及已剷除 CusF 蛋白基因的大腸桿菌 後的長遠眼光，「香港不能只光推 STEM，更重
普」加着比畫向我介紹如何學習粵 、如何更快融
好告訴他們，生物教育其實也能這樣
■石劍
左 與劉博 右 認為 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 令 合併，進一步加強吸銅功能。」對於中斷一個富 要是建立升學、就業、創業的完整體系，以培養
做。」
■ 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入 港的生活等等。
本地的科研人才。」 ■ 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科研人才外流。
科研人才外流
。
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發展潛力的項目，他直言感到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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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中學三十多名學生組成的 HKJSS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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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 Post》
1A. 先將大腸桿菌內的 CusF 蛋白敲
令 留在細菌 內。
1B. 水池內的

水能穿過透析管
進入大腸桿
菌所在的
水管內。

東九龍滙基書院中五生陳絲嵐提到，在細胞層面，大腸桿菌擁有
CusF 的蛋白，負責將銅排出體外，而另一種名為 MT 的金屬硫蛋白，
則具有吸取重金屬的能力。所以團隊便基於基因工程技術，分別構思
兩種策略，「首先是『刪除』，即將生產 CusF 運輸蛋白之基因敲
除，讓銅留在細菌體內；第二招則是加強吸銅能力，我們將能製造
MT蛋白的DNA序列放進大腸桿菌體內，希望提升吸攝效果。」
團隊翻查海量資料，最終選定了包括 CusF 在內數種有可能控
行財
秦豹
制銅排出機制的基因，並從日本的大學研究所訂購改造後的大
綿力 很感動能夠
建橋活動 現人 真情。」
腸桿菌；另一邊廂，隊伍設計了幾款有可能產生 MT 蛋白的
幸福無止 心橋相 。 烈 無止橋 被老百姓
DNA 序列，讓生物科技公司以化學方式合成 DNA 實體，
稱為「幸福無止橋」。竣工 天 村民為了慶祝從
2. 大腸桿菌不斷
隊伍隨後以「熱震」方法注入大腸桿菌進行改造。
此可以不用淌着冰冷的河水 河 放 炮、
旗、燃篝火 我們每天朝夕相處 感情已
一般
將
吸收到
成員分別將兩種基因改造大腸桿菌，放進不同濃度的
的朋友 彝家人將我們圍成一圈 端
碗 「
2008 年「5 12」汶川大地 突如其來 山河
內 直至 和為
銅離子溶液，葉詩敏說：「我們利用色譜儀，每兩個
四方的朋友 我們不常聚 有相見
泣、滿目瘡痍 一幕幕仍在我腦海中反覆回蕩。當 方 的
小時量度一次溶液的穿透度，從而判斷吸銅效果如
止 減低水內的
年 6 月 國家發出了工程 專業人員可到四川參與 時……」用最樸實的祝 歌表 感激之情。義工
■ B-CAD
何。」
有
一瞬
有些冷場 彼此 心照不
「 然沒有 勞 也沒有特別的嘉
志 服務的號召 我與家人商 後 以志 者 份 Long事後
含量。
濾水裝置
港的現狀。我能感覺得到
相
揚 但我們收穫了其他事物無法取代的東西。村 宣 我們 繞不
四川省漢源縣參加抗 救災。
經過多番測試，團隊確認敲除
CusF 基因能讓
也想向我
。 港市民希望有
因曾偶然在
上見
港無止橋慈善基 會做 民的熱烈歡 及殷勤 樸 孩子們熱切期待的心情 聚時他們想
銅停留在桿菌內，經
2 小時及 4 小時後，溶液
「有人說互聯網世紀已經結束，而
縱然 便捷的出行環境和安全的生活環境 希望享受繁榮 ■ 烈 無止橋。
的 目 我 着
E–mail 和 港方 聯繫 希 及欣欣笑容 與志 者及村民 純真的友
無止橋慈善基 會圖片
中銅離子濃度分別減少約
18%及 27%，效
生物科技世紀正在開始；然而在生物
成了奢望 法治、人
彼此未必有機會再見 但 條無止橋永 聯繫着眾 穩定的生活 但眼前 些
望他們能夠 注災區的恢復 建。儘管並沒抱什
能較沒基因改造的桿菌高一倍；至於修
對 的抗拒 決不了問 在修築切合他們 要的橋樑 同時緊扣人與人之
人的心。」 座橋 不僅
了河流兩岸 聚 了 權、自由更是 不可及。
大希望 但三天後 我突然接到一個 852
的
科技方面，香港的教育其實非常落
心與心的溝 才能拉
。我們站在普 市 的聯繫 共築心 之橋。」 就是 港與內地一脈
自我介紹是基 會的工作人員。我不敢相信自 天南海北的我們 更像一座「心橋」 一 是
改 MT 蛋白基因亦能增加桿菌吸銅能
後」，HKJSS 領隊教師之一、仁愛
從不同的視角
當前的
己聽到的 「真的嗎 」「怎
快 」經 多 港 一 是災區 將 港同胞和災區人民緊緊 接 民的立場 敞 心扉 力，16
相承、血濃於水感情的真摯表現
小時後溶液中銅離子濃度減
堂田家炳中學生物科科主任劉博說，
港、
年 人的焦慮 理性分析各方應急處置的
次的交流和實地 研 2008 年 12 月 基 會為漢 在一 。
我們因無止橋相 、相 、相知 建立了深厚的
少 31%，下降幅度亦較一般桿菌
縱使香港學界近年發展 STEM（科
既相互答疑 惑 也探尋未來的方向 感情和友
時光荏苒 白
眼十多年 去了。今年 短板和不
源縣 烈
彝族居住地 和後域 各建了一座無
在當下 個特殊時刻再度相聚 是一
iGEM
金獎含金量極大，但閃閃生輝的獎
的14%多逾一倍。
來 深
但 理
明 有暴力 種 能可 的緣分。我們 共同擔當內地和 港
7 月 我有幸來港工作 幾經周折打探到了 港朋 和出 。夜
止橋。
學、科技、工程及數學），但卻一窩
座背後，學生花了不少工夫：他們需要在短時間內打
團隊又以3D打印技術，製造
事 750 萬 港市 「心 之橋」的「架橋人」
建橋 程中
港方 派了 10 名義工 他們冒 友的聯繫方式。我們立 建了一個網絡群 取名 就會有衝突。 港的繁榮穩定
以夢為
不
蜂集中在機械人及編程方面，其他學
好知識基礎，包括掌握基因工程概念、尋找並分辨資訊真
就在腳
着
的危
白天建橋 晚上對災區人民 展心 「緣聚& 港」 興奮地回憶着當年的一幕幕 彷 民的福祉 事 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華
把正能
的故事分享給
的你我他。
了名為「B-CAD」的濾水裝
科往往受忽視，情況令人感慨。
他們 下 只要每個人 向暴力 「不」 曙光就在眼
理 導。沒有
就 腳下水 床不夠 就打地 彿又回到了 個深山裡的小村莊。十 年
就少一分
多一分理
就少
偽等……從問卷調查、網頁製作、撰寫報告、上台匯報等等，
置；只要將裝有大腸桿菌的多一分溝
劉博認為，現時中小學的 STEM
睡帳篷 菜品匱乏 就用 椒 拌 條 山裡的 發揚「獅子山下」 港人精神 很多成了工程、
一分衝突 港珠澳大橋
了改 前沿珠海和「一
前。
都需要一手包辦。對這些首次到外國參賽的學生來說，會場的經
透 析 管傑爵士從無止橋基
放 進 帶 重 金 屬 的國兩制」的
水
冬天特別 冷 二十 天 沒 法洗澡。 然每天 療行業的專業人士。
港、澳
兩地年 人共建更多的
剛剛 世的大紫荊勳
教育，資源有向資訊科技傾斜的趨
歷和收穫，更是讓他們畢生難忘。
中，水中的銅離子由於較細
散若滿天星 聚是一團火。我們約在一個周二的 成立之初就一直擔任基
灰 土臉 但大家 不曾抱怨。義工 Song 由
會榮 主席 並
力行 「心橋」 「心橋」 「心結」 真 溝 、修補
勢，例如今年財政預算提出的「中學
陳絲嵐表示，縱然知道生物科技應用廣泛，但一直只是專注自己的
晚上 十年未見 再見如故 家人般
着各自的 與義工和村民同勞動 小，能穿入透析管並被大腸
剛來時的白白胖胖 得
瘦瘦 但他卻很
共創 港美
同吃住。他在基 成立之初 裂縫、包容不同 共守東方之珠
IT 創新實驗室」，每校可獲 100 萬元
心地
「很慶幸自己能夠用 手為 工作和生活。我自 地介紹了內地的科技創新、城
好未來
「修橋的意義並不在於完成橋的本
不管
報告，對相關技術的應用只有模糊概念，「去到會場看到世界各地的團
桿菌吸收，達到淨化效果。
資助，「但基本上純粹用來做IT，物
市建
分享了
、掃碼支付帶來的便利 更希 條橋橫 的河流何等細小 或是多 浩瀚 我們旨
災區付出一
隊，發現原來實際應用比想像的更廣泛，其中一所來自大灣區的中學，
團隊亦根據農夫的回饋，增
理、化學或生物等，卻從沒獲得相應
看見他們用蜘蛛絲做衣服，真的非常驚訝，原來合成生物學的力量可以這
加控制水流的裝置，並簡
的資源。」
麼大！」
化機器使用程序。
另一名領隊教師、滙基書院（東九
各隊參賽者需要陸續上台，向評判展示研究成果；其後則有匯報
龍）生物科科主任石劍鋒亦指，教育
繁殖成本低 解變回
環節，各隊成員所屬攤位向在場人士及評判現場講解。詩敏憶述一
界認同特區政府近年於 STEM 的重
段趣事，「其間一位評判來到我們攤位，說想多了解我們對 MT
葉詩敏指，市面有活性碳
視，但普遍認為政策成效不明顯，
蛋白的理解；當他問到一些化學題目時，我們都在齊聲背誦
等濾水材料，但濾芯需要定期
「既然 STEM 已推行了好幾年，政
元素周期表，看得他莫名其妙！」
更換，「而大腸桿菌可以自己
府應該選取表現較突出的範疇，更集
她笑言，評判的臉本來是一臉正經，「真沒
繁殖，使用成本更低；加上細菌
中及有系統地推廣策劃，爭取更佳效
想到我們能夠像普通朋友一樣輕鬆地聊
■
校共 30 多名學生的聯校隊伍
『吸飽』了銅後，只需要用火燒
■5 校共
305多名學生的聯校隊伍
果。」
天！」
在 「 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
毀就會成為容易處理的固體，電解
「說起STEM只聯想到機械人、編
（iGEM
iGEM）
）2019
2019」
」奪金
奪金。
。
後甚至可以變回為銅，相信做法可以
程，但我們很少聽見，其實用生物科技
更加環保。」
亦可以解決氣候問題」，石劍鋒說，礙
於政府推廣不足，較前沿科學資訊難以
普及，「縱使是前線STEM教師，如
果不是生物專科出身，也不一定知道基
因可以用作合成，更不會知道科技發達
2019
的今天，其實一般學校都可以負擔得起
年度的 iGEM 在 11 月初於美國波士頓 「Hong Kong JSS」聯校隊伍，於田家炳基 基因敲除，從而成功大幅增加大腸桿菌吸收
DNA實驗的工具費用。」可見只要善
石劍鋒則提到，其他地方參加
iGEM
的高中
香港教育制度將公開試成績奉為圭臬，其他有
舉行，共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與地區 金資助部分費用下，以基因改造大腸桿菌過 重金屬的能力。基於有關成果，隊伍更製造
加利用資源，生物科技教育其實大有可
機 會 影 響 成 績 的 活 動 都 可 能 被 視 為 「 不 務 正 生，部分會結合正規課程，例如作品可作為 IB 課
了一個首創的細菌過濾器「B-CAD」，並於
逾 300 支隊伍參賽，分有研究院、本科生及 濾水中重金屬的項目赴美參賽。
為。
其網頁報告、現場台上演講、海報展覽及 實驗證明「B-CAD」能以低成本去降低魚菜
高中三個組別，吸引世界各地知名大學及中
業」。劉博坦言，縱使在 iGEM 中獲得金獎， 程論文題目，「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少人已獲得
分別帶隊參加iGEM四年及兩年的
學參加。競賽重視以基因工程及合成生物學 答問環節表現，成功獲評審小組頒最高級別 共生系統中，水裡面的重金屬水平。
「文憑試不會因而『高一個grade』，也不會增加 大學錄取，因為大學為科技尖子制定保送政策，
隊員之一的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學生余安怡
方法，解決本地社會問題，除了項目的科學 的金獎，說明研究水平達到世界級。
石劍鋒和劉博，近年一直到多個場合
讓他們高中時期就可以無憂地投身科研。」
大學錄取機會」，對學生積極性削弱不少。
表示，參加iGEM的經驗讓她學會很多關於基
質素外，評審亦會要求參加者以工程及數學
推廣生物科技教育，並從中聯繫協
低成本
共生
屬
他表示，參加
iGEM
的學生成績都不俗，但因
「港生唸理科的第一個想法，都是入讀醫療
因工程和科學研究的知識，從中獲益良多；而
模型概念去製造產品，及從人文角度進行社
調，有份參與 iGEM 的香港中學，由
會大眾的推廣及教育工作。
港生們因應香港地少人多，「魚菜共生」 赴美參賽交流，見識到世界各地年輕一代的科
科。每年能夠全情投入科研的，也不知道有沒有 香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有潛質學生未必留港，
獎，說明研究水平達到世界級。
隊員之一的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學生余
2016年只有1所增至今年10所。劉博
耕種方法近年日受歡迎的情況，發現「魚菜 研實力，認識到個人的渺小但亦能走出香港放
一兩個」，劉博指：「香港的大學研究人員多來 過往便有成員選擇到華盛頓大學、慕尼黑大學升
安怡表示，參加 iGEM 的經驗讓她學會很多
參
世界
提到，雖然當局於生物教育資源未見
共生」經常出現重金屬累積超標的問題。研 眼世界，更有推動力讓自己進步。
受
「魚菜共生」
啟發
■Hong Kong JSS
校
伍於iGEM比
場地合照。
受
供圖
自內地、海外，縱使港人研究院畢業後，也很少 學，對香港來說確是種損失。
關於基因工程和科學研究的知識，從中獲
該校帶隊老師、生物科科主任劉博則提
香 港 於 2016 年 首 次 有 中 學 隊 伍 參 加 究隊伍遂決定對大腸桿菌進行基因改造，以
積極，但民間及學界卻相當支持，今
石劍鋒又說，國際知名的生物科技公司
Gink留在科學界。」他又以今次
iGEM 奪金項目為
益良多；而赴美參賽交流，見識到世界各
港生們因應香港地少人多，「魚菜共
興趣及能力有明顯提升，可見活動有助學生
iGEM，而今年由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滙基 將其變成能吸附重金屬的生物，他們讓大腸 到，香港過去被指過度注重考試操練及背 為，iGEM 賽事可讓學生體驗真正科學家在
次聯隊赴美參賽便獲田家炳基金會及
go Bioworks，就是脫胎自早年
iGEM 的參賽隊伍
例，很多成員因要準備文憑試，沒有空間進一步
地年輕一代的科研實力，高興能走出香港
生」耕種方法近年日受歡迎的情況，發現
發揮所長，及激勵他們追求更高的層次，收
書院（東九龍）、五旬節中學、保良局何蔭 桿菌的金屬硫蛋白（metallothionein）過度 誦，於培訓學生科學探究能力及科學素養 研究中運用跨學科的知識及能力的過程，是
各校補貼，「很多老師沒想過有
穫甚豐。
棠中學及德蘭中學 5 校三十多名學生組成的 表達，及將排走重金屬的運輸蛋白（cusF） （Science literacy） 方 面 較 為 落 後 ， 他 認 非常難得的經驗，而同學在參賽後對科學的
及其當時作品，強調社會科研發展需要看到十年
深化研究，「若能繼續下去，我們希望將能生產
「魚菜共生」經常出現重金屬累積超標的 放眼世界，可以推動自己進步。
iGEM 這樣的比賽，但我們的經驗正
該校帶隊老師、生物科科主任劉博提
問題。研究隊伍遂決定對大腸桿菌進行基
STEM，更重
MT 蛋白基因及已剷除 CusF 蛋白基因的大腸桿菌 後的長遠眼光，「香港不能只光推
好告訴他們，生物教育其實也能這樣
■石劍
左 與劉博 右 認為 港科研環境並不理想 令 合併，進一步加強吸銅功能。」對於中斷一個富 要是建立升學、就業、創業的完整體系，以培養
做。」
■ 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本地的科研人才。」 ■ 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科研人才外流。
科研人才外流
。
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發展潛力的項目，他直言感到可惜。

濾

2019

年度的 iGEM 在 11 月初於美國波士頓 「Hong Kong JSS」聯校隊伍，於田家炳基
舉行，共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與地區 金資助部分費用下，以基因改造大腸桿菌過
側
逾 300 支隊伍參賽，分有研究院、本科生及 濾水中重金屬的項目赴美參賽。
其網頁報告、現場台上演講、海報展覽及
高中三個組別，吸引世界各地知名大學及中
機
學參加。競賽重視以基因工程及合成生物學 答問環節表現，成功獲評審小組頒最高級別
械 Daily》
《WenWeiPo》
研製細菌過濾器
基因敲除，從而成功大幅增加大腸桿菌吸收
「Hong
Kong JSS」聯校隊伍，於田家炳基 基因改造大腸桿菌濾重金屬
《Lion
Rock
的金獎，說明研究水平達到世界級。
方法，解決本地社會問題，除了項目的科學
編
金資助部分費用下，以基因改造大腸桿菌過
質素外，評審亦會要求參加者以工程及數學 重金屬的能力。基於有關成果，隊伍更製造
程
低成本
共生
屬
濾水中重金屬的項目赴美參賽。
模型概念去製造產品，及從人文角度進行社 了一個首創的細菌過濾器「B-CAD」，並於
實驗證明「B-CAD」能以低成本去降低魚菜
其網頁報告、現場台上演講、海報展覽及
會大眾的推廣及教育工作。
港生們因應香港地少人多，「魚菜共生」
忽
答問環節表現，成功獲評審小組頒最高級別 共生系統中，水裡面的重金屬水平。
耕種方法近年日受歡迎的情況，發現「魚菜
視
參
世界
隊員之一的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學生余安怡
的金獎，說明研究水平達到世界級。
共生」經常出現重金屬累積超標的問題。研
其
表示，參加iGEM的經驗讓她學會很多關於基
香 港 於 2016 年 首 次 有 中 學 隊 伍 參 加 究隊伍遂決定對大腸桿菌進行基因改造，以
他
低成本
共生
屬
將其變成能吸附重金屬的生物，他們讓大腸
iGEM，而今年由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滙基 因工程和科學研究的知識，從中獲益良多；而
學
赴美參賽交流，見識到世界各地年輕一代的科
港生們因應香港地少人多，「魚菜共生」
書院（東九龍）、五旬節中學、保良局何蔭 桿菌的金屬硫蛋白（metallothionein）過度
科
研實力，認識到個人的渺小但亦能走出香港放
耕種方法近年日受歡迎的情況，發現「魚菜
棠中學及德蘭中學 5 校三十多名學生組成的 表達，及將排走重金屬的運輸蛋白（cusF）
創
增5
乘數效應助
眼世界，更有推動力讓自己進步。
共生」經常出現重金屬累積超標的問題。研
■

改 「勁吸 屬
」

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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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功推動創科發展，人

揚威國

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羅列

iGEM
首奪金
中學聯手
iGEM
首奪金

低薪的清潔工可能每月收入由當時約4,500元收

iGEM: 2 Years STEAM Project
to Foster Science Talents

F.3

We aim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Synthetic Biology
and iGEM camp
literacy and expand their horizons. With
(HKUST)
STEAM training in school, university
coop-programs and opportunity to
presentation in public, there
ar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stretch
their research potential.

High School
iGEM Meetup

HK iGEM Symposium
(CUHK)

中四

Biotech Experiments
in School

中五

STEAM R&D
iGEM Jamboree in USA

Elicit High Intellectual Performances
Support Students Reach For Their Potential
In iGEM, we worke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lab.
Apart from scientific knowledge, we also need to
apply our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human skills in
order to creat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ies.
This project gave me hands-on experiences in applying
seemingly unrealistic biotechnology to our daily life.
During the competition, I learnt from university teams
that biotechnology can be integrated with medical care
to treat diseases in innovative ways. This inspired me
to pursue my dream of becoming a doctor.

Shom Man Chun
HKU Bachelor of Medicine and Bachelor of Surgery
We faced many challenge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but there are more solutions than there are problems.
As long as we are not giving up, these problems will
inevitably get straightened out.
The best thing with iGEM is the motivation and energy
that it brings to me. I am pushed to step out from my
comfort zone, so that I can create a momentum for
personal growth.

Mo Hau Yu
BSc (Hons) in Physiotherapy

Yip Sze Man
PolyU BSc (Hons) in Nursing

Most classroom in Hong Kong are configured
for passive learning, while the iGEM project let u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he project brings new
scientific, engineering and coordination challenges, we
need to find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topic and work
out a plan. The experience is unforgettable in my high
school career.
Being the team’s captain, I also needed to communicate,
coordinate and work with all my teammates. My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are polished
during the course of work, these life skills would be
always usef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