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大學發展消息

1. 大學資訊
．	第 87 屆大會（頒授學士及碩士學位）

2. 大學科研成就及貢獻
．	研發納米發電機輸出能力評估方法
．「三重檢測法」可提升「早產妊娠毒血症檢

出率」一倍
．	研發全球首部「人工智能便攜式定量相位顯

微鏡」
．	率先引入全基因組測序技術作胎兒產前診斷
．	開發新方法提升成像速度三至五倍
．	中大 9 位教授獲嘉譽為「全球最廣獲徵引研

究人員」
．	研發極輕便人體動能採電系統

4. 大學發展
．	中大賽馬會研究生宿舍（二座及三座）現已

落成
．	獲贈巨額捐款：羅桂祥基金捐贈 1 億及	

田家炳基金會捐贈 500 萬

5. 書院 / 學系消息
．	崇基學院校友日
．	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
．	逸夫書院獲國際獎項
．	伍宜孫書院創意實驗室

3. 獎項與榮譽
．	4 位年輕科學家獲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
．	新晉學者榮獲 2019 教資會傑出教學獎
．	環保先鋒獲頒利黃瑤璧千禧獎學金赴英國

牛津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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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資訊

第 87 屆大會（頒授學士及碩士學位）

大學於 11 月 7 日舉行第 87
屆大會（頒授學士及碩士學位典
禮），由校長段崇智教授主禮及
頒授各科學士及碩士學位。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研究團隊研發了一種
評估納米發電機輸出能力的通用標準化方法，比
起傳統方法更加準確地反映發電機的實際輸出能
力，為這種新興能量收集技術的實際應用和商品
化奠定重要的基礎。此研究成果近日於著名科學
期刊《自然—通訊》發表。

醫學院最新改良
的「三重檢測方法」，
結合病史、孕婦特徵
與多項生物指標，有
效預測懷孕 11-13 周
亞洲孕婦患早產妊娠
毒血症之風險，傳統
篩查的檢出率僅兩成
六，新方法提高檢出
率至四成八，令檢出率提升一倍。有關研究結果
已於國際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發表。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周仁杰教授領導的團隊研發全
球首部「人工智能便攜式定量相位顯微鏡」，為普通
診所及低發展地區提供低成本、快速又高效能的血液
檢測技術。顯微鏡大小猶如一個公事包，分析過程全
電腦化，精確度逾九成，預計 3 至 5 年後將研究成果
商業化，期望未來更可檢測血液中的癌細胞。

大學科研成就及貢獻

▲	段校長致辭。

研發納米發電機
輸出能力評估方法

「三重檢測法」可提升
「早產妊娠毒血症檢出率」一倍

 研發全球首部
「人工智能便攜式定量相位顯微鏡」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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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科研成就及貢獻

醫學院婦產科學系成功引入嶄新的全基因組測序技
術，以進行遺傳學入侵性產前診斷。新技術能
夠更精確檢測致病性的基因組微缺失或微重複，
從而提升診斷胎兒是否患有嚴重先天性疾病的
靈敏度及準確性。有關研究結果已於國際期刊
《Genetics	in	Medicine》發表。

中大 9 位教授獲選為「2019 年最廣獲徵引研究人員」（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2019）。
他們的學術著作獲國際學者廣泛引用，並在學術界及研究範疇有重大和廣泛影響力。

率先引入全基因組測序技術
作胎兒產前診斷

中大9位教授獲嘉譽為「全球最廣獲徵引研究人員」

臨牀醫學	 莫樹錦教授		
	 醫學院腫瘤學系系主任兼李樹芬醫學基金腫瘤學教授

跨領域	 陳力元教授	
	 醫學院副院長（外務）及中大肝臟護理中心主任

	 沈祖堯教授	
	 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及中大消化疾病研究所主任

	 黃煒燊教授	
	 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腸胃及肝臟科主任

	 關美寶教授	
	 社會科學院卓敏地理與資源管理學教授及太空與地球	
	 信息科學研究所所長

	 余濟美教授	
	 理學院卓敏化學教授

	 汪正平教授	
	 工程學院電子工程學系榮休教授

經濟及商業	 區大衛教授（Prof.	David	AHLSTROM）	
	 工商管理學院管理學系署理系主任兼教授

精神科	/	心理學	 李誠教授	
	 醫學院精神科學系（名譽）臨牀教授

工程學院開發全新成像方法，在 1 秒內即可完成
對三維樣品的雙光子螢光成像，速度是傳統點掃描方
法的三至五倍。這種新方法可以讓生物與
醫學領域例如光遺傳學有新發現，促進生
物醫學領域研究。相關研究成果近日於著
名期刊《Optics	Letters》發表。

開發新方法
提升成像速度三至五倍

莫樹錦教授

黃煒燊教授

汪正平教授

陳力元教授

關美寶教授

區大衛教授

沈祖堯教授

余濟美教授

李誠教授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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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極輕便人體動能採電系統

大學科研成就及貢獻

獎項與榮譽

4 位年輕科學家獲
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

中大 4 位年輕科學家獲選本年度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他
們每人將獲得 130 萬元人民幣的資助，並容許在香港進行研究，
資助期限 3 年。基金項目今年首次接受香港及澳門的年輕大學學
者申請，4 位獲資助的中大學者及其研究項目如下：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應屆畢業生鍾芯豫同學，獲頒利黃
瑤璧千禧獎學金，於本年 10 月負笈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環境
變化與管理碩士課程。獎學金得獎人獲資助的年期可達 3
年，總金額約 100 萬港元。鍾同學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環
保活動，曾經到多個國際組織實習和參與義務工作，更於去
年加入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環保先鋒獲頒利黃瑤璧千禧獎學金 
赴英國牛津深造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團隊最近研發的極輕便人體動能電
力採集系統，裝置以膝蓋為支點，能夠將步行時膝部彎曲的動
能轉化為電力，為計步器、健康監測儀和全球定位
系統設備等穿戴式電子產品供電。研究成果已刊登
於國際著名學術期刊《應用物理學快報》（Applied	
Physics	Letters），並獲編輯推薦為特選文章。

更多內容

新晉學者榮獲
2019 教資會傑出教學獎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系助理教授劉達銘教授榮
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頒
授 2019 年度教資會傑出
教 學 獎（ 新 晉 教 學 人
員），表揚他以學生為中
心及以體驗為基礎的學習
理念上作出的貢獻
及成就。劉達銘教
授專注機械人研
究，並教授及指導
本科及研究生。目
標是令學生能夠透過『學生—教學—體驗—朋
輩』模式有效地學習，把課堂變得有趣及難忘。

更多獎項資料

更多獎項資料

更多獎項資料

呂愛蘭教授	
		化學病理學系	—	
「血管疾病和再生」
田小雨教授	
		生物醫學學院	—
「血管穩態的調控機制與代謝性	
		核受體」
黃曦教授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	
「結腸鋸齒狀息肉的腸道	
		微生物群」
盧怡君教授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	
「電化學能源存儲與材料介面科學」

呂愛蘭教授

黃曦教授

田小雨教授

盧怡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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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獲羅桂祥基金慷慨捐贈港幣 1
億元，支持文物館擴建新大樓。此外，
田家炳基金會亦慷慨捐贈中大港幣 500
萬元，支持其教育學院擴充「田家炳訪
問學人計劃」，推動中國文化項目及開
展多元服務學習項目。

中大賽馬會研究生宿舍（二座及三座）現已落成

獲贈巨額捐款：
羅桂祥基金捐贈 1 億及田家炳基金會捐贈 500 萬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大學承蒙政府撥款，以及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同意捐助逾 1 億 3 千 7 百萬港元，於校園 39 區旁
興建兩幢研究生宿舍，現已落成啟用。新宿舍命名為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研究生宿舍（二座及三座）」，
面向優美的吐露港，舒適與環保兼備，成為中大以至
香港及國際綠色建築一個新典範。

更多內容

▲	中大早前舉行支票捐贈儀式，以銘謝羅桂祥基金慷慨捐贈港幣 1 億元，支持
中大文物館擴建新大樓項目。

▲ 	田家炳基金會董事局主席田慶先先生（右）與段崇智校長簽署合作備忘錄。

大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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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校友日
崇基學院校友日於 10 月 26 日舉行，節目豐富。首先是

「院長茶會及校友日聚餐」，活動邀請獲政府頒授銀紫荊星
章的劉燕卿校友、陳家亮教授及獲頒榮譽勳章的鄭新文教授、
陳麗群校友回校分享服務社會的心得；緊接進行「崇基校友
至善獎學金及崇基學院至善獎學金頒獎典禮」。其他活動還
包括：「親子和諧粉彩班」和崇基校園遊。

逸夫書院獲國際獎項
逸 夫 書 院 獲 國 際 促 導 員 協 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acilitators,	 IAF）頒發「IAF	Facilitation	
Impact	Award」2019 白金獎，表揚院方自 2015 年開展
「啟動逸夫」的項目，在學生發展、校友事務及書院行
政各方面引入促導方法，改善學生學習和發展、校友事
務，以至於書院行政工作的系統和流程所得的成果。

伍宜孫書院創意實驗室以「藝術與自然」為
題，採用頌缽、禪攝、沙粒及陶瓷等與大自然相
關的媒介，舉行「頌缽體驗」、「禪．攝影」、「沙
畫創作」及「陶瓷彩繪」四大工作坊，讓參加者
透過不同的大自然媒介，專注藝術創作，表達心
中所思所想，紓發情感。

伍
宜
孫
書
院
創
意
實
驗
室

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
由聯合書院與書院校友會

合辦的岑才生學長計劃：2019-
2020 林偉雄學年已於 10 月展
開，早前特別舉行學員及學長
簡介會，超過 200 位嘉賓、校
友和學生出席，包括書院校友
會永遠榮譽會長張煊昌博士、
書院校董會主席兼校友會榮譽
會長殷巧兒女士、院長余濟美
教授及書院輔導長兼學長計劃
統籌委員會召集人劉行榕教授。

書院 / 學系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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