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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快訊

1. 科研成就
• 全球首個人體基因編輯治療晚期肺癌

• 利用護膚霜成分研發非易燃水系鋰離子電池

• 中大醫學院團隊發現新型生物標記

• 設華南首個「開放性臭氧園」呈現臭氧對植物影響

• 研究揭示調控神經幹細胞分化能力新機制

• 中大與日本基因學家公布美國短毛家貓完整基因圖譜

• 拆解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進行內鏡檢查的時間謎團

2. 獎項與榮譽
•  工程學院多名教授入選「人工智能全球 2,000位最具

影響力學者榜」

•  112名中大生奪領展大學生獎學金

•  法律學院學生勇奪國際模擬法庭比賽冠軍

3. 社會貢獻
•  招募 3,000港人偵查隱性新冠感染

•  研究發現新冠病毒於呼吸道清除後仍存留於糞便

4. 書院 / 學系消息
•  聯合書院第五座宿舍設計諮詢

•  伍宜孫書院舉辦網上靜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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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學院團隊發現

新型生物標記

更多內容

科研成就

全球首個人體基因編輯

治療晚期肺癌

設華南首個  「開放性臭氧園」
呈現臭氧對植物影響

中大醫學院腫瘤學系系主任莫樹錦教授與四川大學華

西臨床醫學院胸部腫瘤科盧鈾教授，共同領導全球首

個利用人體基因編輯技術作為晚期肺癌治療方案的第

一期臨床試驗，確定以 CRISPR基因編輯治療肺癌是可

行及安全。有關結果為肺癌免疫治療揭開革命性一頁，

並在全球權威醫學期刊《自然醫學》作網上發表。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中大地球系統科學課程副教授戴沛權教授率領的研究團隊，在中大校

園設華南首個「開放性臭氧園」，利用一種生物指示植物，量化及真

實呈現香港的臭氧濃度對植物和環境的影響。研究結果已刊登於國際

期刊《大氣》。
▲  戴教授（右二）和他的團隊（左至右：梁沛健
博士，劉雪穎和 Mehliyar Sadiq）。

利用護膚霜成分研發

非易燃水系鋰離子電池 更多內容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副教授

盧怡君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

利用一種護膚霜常用成分研

發了一款水系鋰離子電池電解

液。它的材料成本低且不易

燃、毒性低，相對環保，更能

提供穩定的電壓作日常使用，

朝改善水系鋰離子電池的性能

邁進了一大步。研究結果已刊

登於國際期刊《自然材料》。

▲  盧怡君教授（左）及其博士生謝婧
展示中大新型電解液。

中大醫學院最新研究發現一種新型基

因生物標記（Biomarker）能有效預測

頭頸癌患者的存活期。全球每年有超

過 70萬宗頭頸癌新症。然而，目前尚

未有廣泛應用於臨床、可預測這類病人

接受治療後效果的生物標記。由基因

組學專家、中大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

副教授呂偉欣教授領導的團隊發現約

兩成頭頸癌患者出現的「MAPK信號通

路」基因突變，能夠預測到患者在接

受標準治療後有較佳的臨

床效果，他們的存活期較

其他患者長一倍。研究結

果已於期刊《Life Science 

Alliance》發表。

▲  呂偉欣教授

▲  莫樹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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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工程學院多名教授憑人工智能領域的傑出成就，

入選 2020年度「人工智能全球 2000位

最具影響力學者榜」，其中 3名教授包括

金國慶教授、呂榮聰教授及湯曉鷗教授在

至少兩個領域榜上有名，另有 8名教授於

一個領域上榜，科研成就備受國際肯定。

獎項與榮譽

工程學院多名教授入選

 「人工智能全球 2,000位
最具影響力學者榜」

更多內容

▲  金國慶教授 ▲  呂榮聰教授 ▲  湯曉鷗教授

112名中大生奪
領展大學生獎學金

中大 112名學生獲頒 2019-20年度「領展

大學生獎學金」，以表揚他們在學業及社

會服務方面的傑出表現和貢獻。領展今年

向 190 名就讀本地八間大學的本科生頒發

獎學金，當中接近六成為中大學生。 更多內容

▲  得獎的中文系趙芷琦同學除
了擔任校內刊物的助理編

輯，更積極籌辦文學活動，

旨在校園和社區推廣文學。

▲  得獎的新聞與傳播學院
李天心同學去年在院校推薦

下，參加聯合國舉辦的實習計

劃，遠赴越南當地機構實習。

▲  關教授（右）的研究團隊揭示調控神經
幹細胞分化能力機制。

研究揭示調控

神經幹細胞分化能力新機制

中大與日本基因學家公布

美國短毛家貓完整基因圖譜

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關健明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發現一種嶄新的神經幹

細胞調控機制，為神經系統的發育及再生修復研究提供新方向，更有助發

展相關疾病的治療方案，包括自閉症譜系障礙及遺傳性小腦萎縮症。研究

結果最近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細胞報導》上發表。

生命科學學院的研究人員與日本研究團

隊合作，成功為一隻美國短毛家貓建

構達到染色體長度的高質量全基因組

（AnAms1.0）。結合多項先進基因組技

術建構而成，本基因組的序列組裝在連

貫程度等各方面均較現行

參考版本大幅改善，有望

為動物提供針對個體特質

制定的個體化治療，推進

動物精準醫學發展。

更多內容

拆解急性上消化道

出血患者進行內鏡

檢查的時間謎團

醫學界現時對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接受內鏡檢查

的最佳時機仍存在爭議。中大醫學院一項研究，比較

兩組患者分別於接受診症後 6小時內或 6至 24小時

進行內鏡檢查，不論死亡或再出血的風險都沒有降低。

是項研究顯示，不是愈早進行內鏡檢查便愈能減少再

出血或死亡風險。有關研究結果剛於全球頂尖醫學期

刊《新英倫醫學雜誌》發表。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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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院學生勇奪

國際模擬法庭比賽冠軍

法 律 學 院 學 生 於 第 17 屆 Willem C. Vis East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ot (Vis East Moot) 國際模擬法庭比賽中

勝出模擬庭辯，擊敗 71間來自世界各地的院校，奪得冠軍獎項。

更多內容

獎項與榮譽

社會貢獻

招募 3,000港人偵查
隱性新冠感染
中大醫學院開展新型冠狀病毒隱性感染研究，招募

3,000 名港人，不限年齡，採集血液及唾液樣本，

以偵測研究對象曾否受感染。另亦會

為醫護人員和確診者提供免費抗體測

試服務。研究項目得到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管理的醫療衞生

研究基金支持。 更多內容

研究發現新冠病毒於

呼吸道清除後仍存留於糞便
中大醫學院分析本港 14名確診新冠肺炎患者的逾

300個樣本，包括痰、鼻咽液、深喉唾液、血液、尿

液及糞便，發現不論患者病情的嚴重程

度，糞便樣本均帶有新冠病毒。研究結

果顯示患者大便驗出病毒的情況普遍，

相關測試可成為沒有呼吸道症狀人士另

一種篩查工具。 更多內容

悼　薛壽生教授
聯合書院前院長薛壽生教授於 2020年 2月 3日離世，薛教授於 1966年加入聯合書院，籌設政治與行政學系，

並於 1972至 1975年間，借任為新加坡南洋大學校長；及後重回香港中文大學，出任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

並成為聯合書院第四任院長（1977至 1980年）。其後，薛教授到澳門擔任東亞大學（即現今的澳門大學）的

創校校長，繼續推動高等教育。薛壽生教授畢生為高等教育事業鞠躬盡瘁，為聯合書院作出卓越貢獻。中大同

仁永遠銘感薛教授在聯合書院的貢獻，並謹向薛教授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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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 / 學系消息 聯合書院第五座

宿舍設計諮詢伍宜孫書院舉辦

網上靜觀體驗
聯合書院經過五年多時間的籌備，第五座學生宿舍即

將興建。新宿舍位於現時的曾肇添樓旁停車場，樓高

四層，共提供 250個宿位，預計於 2024年落成啟用。

大學與書院早前已成立建築委員會，成員包括大學管

理人員、書院代表、建築學院老師及聯合學生會代

表，並委任了新宿舍的設計師及建築顧問。書院已於

2020年 2月 21日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公開諮詢。歡

迎各位重溫錄影（www.facebook.com/UnitedCollege/

videos/610513496176354）。

伍宜孫書院於三月成功邀得靜觀老師陳慕寧小姐及中

大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李錦培教授一同主

持網上靜觀體驗活動，為師生舒緩因新型冠狀病毒所

引起各種生活壓力及負面情緒。一個多小時的靜觀體

驗於 ZOOM網上平台舉行，參加者可安坐家中，選

擇個人認為最舒適放鬆的地方，透過文字或與導師直

接對話，分享所思所感，使憂慮得以釋放。

中大校友電子月報 
全新面貌矚目登場

為方便校友於手機及平板電腦瀏覽電子通訊，

校友事務處於 2020年 4月推出全新中大校友電子月

報。版面設計簡潔有活力，清晰劃分五大範疇內容：

大學消息、《榜上友名》校友訪問、校友活動、校

友優惠及進修機會。同時，版面亦大量加入鮮明的

色彩及圖像，令呈現方式更豐富吸引。

另外，網站採用適應性網頁設計，讓校友無論使用

桌面、平板電腦或手機瀏覽時，都得到更好的用戶

體驗。如校友沒有收到最

新一期中大校友電子月

報，請立即訂閱，掌握更

多最新校友資訊。 立即瀏覽 立即訂閱

網上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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