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快訊

1. 人事任命
• 岑美霞教授出任副校長
• 委任宋春山為理學院院長及方永平、梁耀堅為兩所書院院長

2. 科研成就
• 首證新冠肺炎患者腸道微生態失衡 醫學院成功研發益生菌配方
• 從細菌生產生物催化劑新技術 推動生物柴油普及使用
• 醫學院發現 B 細胞及基因 GPR18 可預測多種癌症的存活期
• 光子集成研究取得突破 實現高速光通信
• 太赫茲相機成像速度提升愈百倍 便利無創式安檢及醫學篩查
• 破解水母基因密碼 有助揭示其生態及繁殖機理
• 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患者常見有肝臟受損問題 建議監測患者肝功能
• 全基因組測序技術為慣性流產夫婦作提供更精準遺傳病因診斷
• 「DNA 端粒長度縮短」生物標記識別有較高心血管疾病風險的
糖尿病人

3. 獎項與榮譽
• 中大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獲 Zero Project 2020 創新教育實務獎
• 環球醫學畢業生獲獎學金 負笈英國牛津大學修讀臨床醫學博士
課程
• 中大學生於第六屆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榮獲佳績

4. 大學消息
• 免費網上課程啟發中學生終身學習興趣
•「中大支援基金」創造逾 300 個工作及實習機會
• 中大增設「疫境自強助學金」並再推「入學獎學金」
• 新學期• 新常態•新開始
• 中大取錄 2,958 名文憑試優秀學生 收生人數自文憑試推出以來
最多

5. 書院 / 學系消息
• 崇基學院學長計劃
• 聯合書院轉贈活動 / 歡送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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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命
岑美霞教授出任副校長
中大校董會通過委任岑美霞教授繼張妙清教授出任大學副校長，任期三年，
由 2020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岑教授同時獲委任為卓敏生物醫學教授，於
2020 年 7 月 2 日起生效。岑美霞教授分別於 1981 年及 1983 年在中大完成
本科和哲學碩士課程，加入中大前，她是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科研）及生

更多內容

物醫學學院教授。她的主要工作涵蓋促進跨學科研究、檢視研究誠信和研究
▲ 岑美霞教授

▲ 宋春山教授

生教育。

▲ 方永平教授

更多內容

▲ 梁耀堅教授

委任宋春山為理學院院長及
方永平、梁耀堅為兩所書院院長
中大校董會通過委任宋春山教授出任理學院院長，任期五年。宋教授加入中大前為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燃料科
學傑出教授、化學工程系教授及能源研究所所長。另外，中大校董會亦通過再度委任方永平教授續任崇基學院院長，
任期三年，由 2020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並委任現任中大（深圳）人文社科學院應用心理學副教授，以及中大心理學
系兼任副教授梁耀堅為逸夫書院院長，首次任期四年，由 202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科研成就
首證新冠肺炎患者腸道微生態失衡
醫學院成功研發益生菌配方
更多內容

醫學院利用「總體基因體學」，全球首度發現新冠肺炎患
者的腸道內都缺乏一系列益生菌，並以「大數據分析」，
成功研發益生菌組合配方，針對腸道微生態失衡的問題。
研究團隊已就上述發明於中國及美國申請專利，並正與創
科及食品公司合作，計劃製成益生菌補充劑，可添加於日
常膳食中，期望不久將來可正式應用。
▲ （右起）陳家亮教授、陳基湘教授，黃秀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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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細菌生產生物催化劑新技術
推動生物柴油普及使用
化學家時常量身定製不同的酶，將其用於製造藥物及其他人類日
常使用的化學用品。其中一個例子是使用酶催化生產生物柴油。
中大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團隊成功研發從細菌提取酶類
的新技術，可以減低生物酶的生產成本及增加其穩定
性，從而降低製作生物柴油的門檻，有助推動這種較
▲（左起）陳文博教授、Bradley Heater 博士、楊藻鋒
博士。

環保的燃料普及應用，減少石化燃料造成的污染。研
究結果已刊登於《美國化學學會期刊》。

更多內容

醫學院發現 B 細胞及
基因 GPR18 可預測多種
癌症的存活期
預估癌症病人的嚴重程度及生存機率在
醫學上稱為「癌症預後」。基因生物標
記是現時其中一個估算疾病進展的臨床
工具。中大醫學院發現基因 GPR18 可有

更多內容

助預測九種癌症的存活期。研究團隊亦
提出以免疫細胞 B 細胞作癌症預後的新觀點，此免疫
細胞可以製造抗體以偵測外來物並啟動免疫反應。研
究結果已於國際科學期刊《自然通訊—生物學》發表。

▲ 孫賢開教授（右一）及曾漢奇教授（左二）的研究團隊。

光子集成研究取得突破
實現高速光通信
中大電子工程學系孫賢開教授和曾漢奇
教授帶領其研究團隊，利用連續區束縛
態技術製作芯片。經過反覆實驗及測試，
成功掌握控制傳輸損耗和串擾的關鍵技

更多內容

術，並能提供高傳輸容量，為光通信提
供了新的方向。研究結果已刊載於國際頂尖科學期
▲ 呂偉欣教授（中）
、劉雨辰博士（左）及王麗博士（右）
。

刊《自然通訊》。

太赫茲相機成像速度提升愈百倍
便利無創式安檢及醫學篩查
中大及英國華威大學的科研團隊，在單像素太赫茲（T-ray）成像技術取得突
破，團隊研發的相機在成像質素不變情況下，成像速度較現有技術提升逾百
▲ Emma PickwellMacpherson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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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而且製作成本並無增加，將為無創式安檢及醫學篩查帶來更安全和便宜
的方案。研究結果已刊登於頂尖學術期刊《自然通訊》。

更多內容

破解水母基因密碼 有助揭示其生態及繁殖機理
生命科學學院許浩霖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破解兩種亞洲水域常
見水母的基因組，包括可食用的赤月水母（海蜇）。團隊更首
次發現，一直被科學家認為只有昆蟲等節肢動物才有的生長激
素，亦存在於水母體內。這些發現有助解開水母進化過程、生

更多內容

態及大量繁殖的迷團。研究結果已刊載於國際頂尖科學期刊《自
然通訊》。

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患者
常見有肝臟受損問題
建議監測患者肝功能
更多內容
▲ （左起）董梓瑞博士、蔡光偉教授、梁德楊
教授及臨床副教授鍾佩樺醫生。

▲ （左起）黃煒燊教授、黃麗虹教授及葉卓風博士。

全基因組測序技術為慣性
流產夫婦作提供更精準
遺傳病因診斷

中大醫學院研究人員分析逾 1,000 名本港新冠肺炎患

慣性流產是指連續兩次或以上經臨床確認的流產，

者的數據後，發現其中約兩成人有肝臟受損問題；這

影響全球 1 至 2% 的夫婦。中大醫學院婦產科學系

類患者的病情惡化至需留醫深切治療部、使用儀器輔

成功研發全基因組測序技術 ChromoSeq，為經歷慣

助呼吸，甚至死亡的風險，推算是其他患者的 8 倍。

性流產的夫婦提供遺傳病因診斷。與目前採用的染

研究團隊建議監測新冠肺炎患者的肝功能，以及早發

色體核型分析相比，新技術可以更精準檢測出與慣

現他們的病情有否惡化。研究成果已於著名醫學期刊

性流產相關的基因異常。有關研究結果已於國際期

更多內容

《Gut》發表。

刊《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發表。

「DNA 端粒長度縮短」生物標記識別
有較高心血管疾病風險的糖尿病人
更多內容

中大醫學院聯同澳洲悉尼大學進行的一項大型研究發現「DNA 端
粒長度縮短」是有效的生物標記，能找出有較高風險罹患心血管
疾病的 2 型糖尿病病人。中大醫學院內分泌及糖尿科團隊分析了
逾 5,300 名 2 型糖尿病病人過去 13 年的數據，以評估「DNA 端粒
長度縮短」作為生物標記的效用。研究結果已於糖尿病科著名醫
學期刊《Diabetes Care》發表。
▲ （前排左）陳重娥教授、（前排右 ) 馬青雲教授。

中大校友 ｜ 2020 年 9 月 ｜ 103 期

61

校園快訊

獎項與榮譽
環球醫學畢業生獲獎學金
負笈英國牛津大學
修讀臨床醫學博士課程
更多內容
▲ 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姚勤敏先生

中大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獲 Zero Project 2020
創新教育實務獎

中大內外全科醫科學士課程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組
別的 2019 年畢業生鄭世鴻醫生獲頒利黃瑤璧千禧獎學
金，將於今年十月負笈英國牛津大學修讀臨床醫學博士
課程。他希望利用所學到的研究和臨床知識，以醫生及
臨床科學家身分為香港社會作出貢獻。利黃瑤璧千禧獎
學金得獎人獲資助的年期可達三年，包括全額牛津大學
及所屬書院的學費及雜費、來回英國與香港的交通費
用，以及個人生活津貼，總金額超過一百萬港元。

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開展的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獲奧地利 Essl Foundation
頒發 Zero Project 2020 「創新教育實務獎」，以表揚
計劃於推動聾人獲得主流融合教育的傑出貢獻。Zero

更多內容

Project 今年以「教育」為主題，合共收到來自 79 個
國家、多達 436 個項目的提名，計劃在激烈的競爭下
獲選為香港以至中國唯一得獎的項目。

中大學生於第六屆
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榮獲佳績

更多內容

中大派出 21 隊參賽隊伍參加第
六屆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
賽日，其中 11 隊分別獲得創新
組別一個一等獎、四個三等獎
及兩個優異獎；以及創業組別
兩個一等獎，一個二等獎及一
個優異獎。其中創新組別一等
獎的項目是為低碳城市管理開
▲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學生馬俊鴻（右）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博士研究生許可
及隊友開發的 Dr. Body 系統，為大眾提供
（右）及任偉教授開發了一套實時測量、系
精確快捷的體態健康檢查，以及個性化的
統免標定、超高靈敏度的氣體傳感與控制
跟進服務。
系統。

發高分辨率排放清單工具，創
業組別一等獎項目分別是體態
檢測及康復跟蹤檢測系統、朗
思科技高靈敏度氣體傳感及控
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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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免費網上課程啟發中學生終身學習興趣
更多內容

由中大主導研發的網上學習平台 KEEP 推出免費網上課程，涵蓋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及醫學等不同學科。課程內容
會每季更新，冀擴闊本地中學生以至公眾人士的知識領域，培養
他們終身學習的興趣。第一期將有 17 個網上課程供學生選讀，全
部由中大教授及老師設計，費用全免，部分屬證書課程。

「中大支援基金」
創造逾 300 個工作
及實習機會

更多內容

中大增設
「疫境自強助學金」並
再推「入學獎學金」

在校友、教職員、社會各界人士和機構的踴躍支持

為嘉許應屆文憑試考生克服挑戰，並支

下，今年 4 月成立的「中大支援基金」短短兩個月

援家庭經濟受疫情影響的考生，中大本

內，成功創造超過 300 個工作及實習機會。基金為大

年再度推出「新生入學獎學金」，並增

學成員提供的工作機會包括：為 2020 年畢業班同學

設「疫境自強助學金」。聯招獲中大課

及 2019 年畢業校友提供在校工作機會、由社會各界

程取錄的學生，證明家庭經濟受疫情影

及機構提供的短期工作和暑期實習機會，以及為家庭

響，可獲港幣最少一萬元助學金，最高

經濟受疫情影響的中大全日制本科生提供附津貼的校

金額為全年學費四萬二千一百。兩項獎

內工作。

學金預料逾 1,000 位聯招學生受惠。

更多內容

新學期•新常態•新開始
為迎接新學期的來臨及疫情帶來的教學挑戰，中大在
過去數個月不斷完善各項教學服務及提升硬件，確保
師生於任何環境都得到足夠的學習支援，維持頂尖的
教研水平；校園亦引入多項防疫措施，以保障中大師

觀看影片

生及職員的健康。
請掃描右邊 QR code 以觀看介紹中大各項提升教學服務工作及防
疫措施之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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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消息
中大取錄 2,958 名文憑試優秀學生
收生人數自文憑試推出以來最多

更多內容

中大取錄 2,958 名聯招生，收生人數為自 2012 年首屆文憑試推出以來最多，其中 99.5% 為 Band A 考生，整體收
生成績理想。中大錄取半數全港考獲六科 5** 以上的考生，包括一位考獲七科 5** 的考生入讀理學（大類收生）
及十六位考獲六科 5** 的考生，分別入讀醫學（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環球商業學、數學精研及新聞與傳播
學等四個課程。

書院 / 學系消息
聯合書院套裝轉贈活動及歡送午宴
為了支援同學，聯合書院於今年 5 月底舉辦了一個名為「漂 Suit」—
求職面試套裝轉贈活動。收集的男、女套裝分別由社會熱心人士及
書院教職員慷慨捐出，當中不少為全新套裝及狀態良好的二手上班
衣物，讓本院同學選取，分享滿滿的愛和祝福。
餞別榮休之聯合書院同事，包括（以英文姓氏排序）：生物醫學學
院馮國培教授、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 Tony Gin 教授、政治與行政學
系關信基教授、生命科學學院關海山教授、社會工作學系林靜雯教
授、聯合書院院務室李雷寶玲女士、課程與教學學系鄧麗暚教授、
政治與行政學系黃鉅鴻教授、生命科學學院王保強教授。其中不少
聯合人在不同崗位服務書院逾三十年，是不折不扣的光輝聯合人。

崇基學院學長計劃
「求職面試升級班」
崇基學院學長計劃繼三月時舉辦
「CV 急救站」講座，幫助同學及
年青校友為求職做好準備；有見
活動反應熱烈，學長計劃於六月
六日加推「求職面試升級班」，
再次邀得港燈電力投資財務總
監、從事國際財務及會計工作逾
三十年的黃劍文校友（1983 / 會計）任主講嘉賓，黃校友透過網上視
像會議平台與同學及年青校友分享在求職面試中脫穎而出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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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

關錫鴻博士

60 年代任教於崇基物理系的關錫
鴻博士於今年 6 月 10 日在德州休
斯敦市辭世，享年 85 歲。遺孀范
秀霞也是中大校友，畢業於崇基
中文系。關博士桃李滿門，熱愛
旅遊，足跡遍踏全球。晚年他忘
情寫作，去年出版了一書兩冊的
青春歲月。關博士的離世，中大
仝人均深感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