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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快訊

大學校長、利國偉利易海倫

組織工程學及再生醫學教授

段崇智教授，以及中大醫學

院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教授

李剛教授，獲選為 2021年度

美國骨科研究學會院士，以

表揚他們在肌肉骨骼研究的

卓越成就，以及對學會作出

的貢獻。段教授及李教授是

首批香港學者獲此榮銜。

更多內容

校長段崇智教授及醫學院李剛教授

榮任美國骨科研究學會院士

▲  段崇智教授出席網上舉行的 2021年美國
骨科研究學會年會並獲頒院士榮銜。

▲  李剛教授專研「間充質幹細胞」助骨骼及
軟骨再生。

中大四位學者憑卓越的研究成果，獲研究資助局頒發首屆「研資局

高級研究學者計劃」及「研資局研究學者計劃」獎項（2020/2021

年度）。三位獲頒「研資局高級研究學者計劃」獎項的中大學者分

別為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黃聿教授、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

沈建法教授、化學系卓敏化學講座教授謝作偉教授，他們分別獲發

經費津貼港幣約 780萬元；物理系副教授吳藝林教授則獲頒「研資局研究學者

計劃」獎項，並獲發經費津貼港幣約 520萬元。每名得獎者可於 60個月資助

期間，獲發放經費津貼以聘任替假老師及支持研究項目的開支。

更多內容

中大四位學者獲授予首屆研資局

高級研究學者及研究學者名銜

▲黃聿教授 ▲沈建法教授

▲謝作偉教授 ▲吳藝林教授

獎項與榮譽

醫學院化學病理學系助理教授江培勇教授獲選為美國發明家學會傑

出會員，以表揚他在生物科技方面的創新研究為社會大眾帶來禆

益。江教授精於基因組學、生物信息學、計算生物學及統計學多個

範疇，多年來研究新一代測序的生物信息學數據分析

及臨床應用（如無創產前檢測和癌症檢測）。江教授

是首位來自香港高等院校的學者獲選為該學會的傑出

會員。

江培勇教授榮膺

美國發明家學會傑出會員

▲  江培勇教授在癌症及胎兒診斷範疇技術的研究成
果為他帶來多項榮譽，包括榮膺「2019年全球
20位頂尖轉化研究科學家」。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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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建築學院成員榮獲香港建築師學會頒發三個 2019/20年年獎，其

中「一專一村」團隊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全年境外建築大獎及主題

建築獎—社會創新」，是今屆唯一獲得大獎之項目。由中大建築學院姚連生建築學

教授吳恩融教授領導，「一專一村」團隊設計和建造的雲南光明村震後重建農宅，

以「本土技術、本土材料、本土工匠」為原則，為光明村一對年老夫婦重建居所，

在設計上同時兼顧生物氣候特性、經濟效益、美感和空間運用等不同範疇的需要。

另外，建築學院畢業生黃樂希（20研究院建築）和姚鑫波（10研究院建築）亦分

別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傑出學生獎 2020」和「青年建築師獎 2019（優異獎）」。

更多內容

中大建築學院「一專一村」團隊及兩名畢業生

獲香港建築師學會大獎

▲  左起：姚鑫波校友、吳恩融教
授、李國興先生（香港建築師

學會會長）、黃樂希校友。

中大六位優秀學者獲研究資助局頒發獎項，嘉許他們

在各自領域的傑出研究成就。其中三位獲頒「傑出青

年學者獎」，分別為信息工程學助理教授趙常宏教

授、生物醫學學院助理教授葉栢勤教授、統計學系助

理教授陳健威教授。另外，法學院李福善法律學教

授 Bryan Mercurio教授、歷史系研究教

授兼人文學科研究所比較古代研究中心

主任蒲慕州教授、心理學系教授 Annett 

Schirmer教授獲頒「人文學及社會科學

傑出學者獎」。 更多內容

六位優秀學者分別獲頒發

2019及 2020「傑出青年
學者獎」及「人文學及

社會科學傑出學者獎」

▲ Bryan Mercurio
教授

▲ 蒲慕州教授 ▲ Annett Schirmer
教授

▲ 趙常宏教授 ▲ 葉栢勤教授 ▲ 陳健威教授

中大工程學院

Pascal O. Vontobel教授
獲選為 2021年度 IEEE院士
中大信息工程學系 Pascal O. Vontobel教

授獲工程學國際權威組織電機及電子工

程學會（IEEE）頒授 2021院士榮銜，以

表彰他在將概率圖模型應用於信道編碼

方面所作的重大貢獻。信道編碼（又稱

錯誤控制編碼）是全球信息傳輸

和數據存儲的核心，因為它能夠

提供可靠信息傳輸和可靠數據存

儲的技術，例如 5G通訊標準使

用低密度奇偶校驗（LDPC）碼。

中大現有 35名教授獲選為 IEEE

院士。

更多內容

▲  Pascal O. Vontobel
教授

中大兩項創新研究榮登

「2020年度香港
十大創科新聞」
中大兩個創新研究項目均獲得公眾關注及

專家認可，在超過 2千名市民投票下脫穎而出，榮登

「2020年度香港十大創科新聞」。兩個創新研究項目

分別為科研團隊於 2020年首次使用嶄新的內窺鏡手術

機械人醫治大腸癌患者，以及開展一項分析母嬰腸道

微生物群與嬰兒患「克隆氏症」等腸胃病風險的研究。

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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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內容

中大工程學院楊偉豪教授獲

IEEE理查德．漢明獎章
中大卓敏信息工程學講座教授兼網絡

編碼研究所聯席所長楊偉豪教授，獲

國際權威組織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頒發 2021年度理查德．漢明

獎章，以表揚他在開拓信息理論和網

絡編碼及其應用方面的重

大貢獻。該獎項是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的最

高榮譽之一，自 1988年創立以來首次由亞

洲區的學者獲得，也是首次有本地衍生的

研究獲此等級的殊榮。

▲ 楊偉豪教授  

人事任命

中大校董會通過委任范息濤教授為教育學院院長，任期五年，接替擔

任院長近十年的梁湘明教授。范息濤教授現為中大（深圳）人文社科

學院院長及校長講座教授，加入中大前為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及教

育心理學講座教授，並曾任澳門大學代副校長（學術）。而陳新安教授則出任新亞書院院長，首次任期

四年，接替服務中大多年的黃乃正教授。陳新安教授為中大及新亞書院校友，現為中大醫學院助理院長

（教育）、生物醫學學院副院長 （本科教育）、新亞書院副院長及通識教育主任、醫學院臨床前期教育委員會主席等。

更多內容

中大委任教育學院及新亞書院院長

▲范息濤教授 ▲陳新安教授

大學消息

中大工程學院黃錦輝教授

獲選為 2020年國際
計算語言學協會院士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外務）兼創新

科技中心主任黃錦輝教授，榮獲國際

計算語言學協會授予院士榮銜，以表

揚他在社交媒體處理領

域，特別是中文信息檢

索、意見挖掘、微博處

理和謠言檢測方面的傑出貢獻。
更多內容

▲ 黃錦輝教授

138位學生獲中大頒發傑出學生獎
大學向 138位學生頒發 2020年「傑出學生獎」，表揚他們在不同範

疇的優異表現、熱心服務社會和勇於面對挑戰的精神，其中三位包括：

社會服務組別得獎者：

政治與行政學系三年級生陳偉文同學曾罹患腦癌，導致右眼失去八、

九成視力和右耳失聰。然而，偉文不但克服身體上的障礙，更積極利

用自身經驗幫助其他殘障人士。

社會服務組別得獎者：

心理學系博士研究生李昭明（14聯合心理學 / 16研究院臨床心理學）於 2015年創立「說書人」，與有精神病經

歷的成員一起分享故事和精神健康資訊，增加大眾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她曾擔任「中大創業日 2020」社創講座

講者，分享創業經驗。

藝術組別得獎者：

音樂系應屆畢業生陳君明（20崇基音樂）曾連續兩年奪得新加坡「無伴奏合唱冠軍賽」Loop 

Station組別冠軍，並受邀隨無伴奏合唱團隊參加塞爾維亞和阿聯酋政府，以及美國三藩市商會的交

流表演，獲選「2019年度香港十大青年藝術家」。他有份為中大校友日主題曲《中大志》演唱。

▲（左起）陳君明校友、陳偉文同學及李昭明校友

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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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研發新型多肽抑制劑
有望用以治療柏金遜病
中大生命科學學院陳文博教授和李明名博士共同領導的研究團

隊，研發了一種新型多肽抑制劑，能夠針對一種會破壞神經系統的蛋白聚集

體，抑制其在腦部累積，或有助緩減多種神經退行性疾病，包括柏金遜病及

路易氏體失智症的病情。這項研究已於《細胞化學生物學》（Cell Chemical 

Biology）期刊發表。

中大獲資助加強眾創業支援計劃
中大獲民政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的青年發展基金轄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資助，

以擴展並加強對中大師生創業的支援。在此資助計劃下，入選之創業隊伍可進駐「眾創中心」及「工

合空間—中大前期創業育成中心」，並獲得最高 60萬港元資助作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初期的資

本。大學亦會提供創業導師專業指導，協助他們將創意轉化為可持續的社會或商業商機，給予創業特

別培訓，以及協助他們尋找工業夥伴的商業投資合作機會。

更多內容

▲  （左起）陳文博教授，李明名博士，
梁兆輝女士和陳浩然教授。

大學消息

科研成就

中大與生產力促進局攜手

培育新一代「InnoTalent」
提供研發實戰機會
工程學院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簽署諒解

備忘錄，透過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實習

及研究計劃，攜手培育新一代創科人才，

為香港孕育更多「InnoTalent」以壯大本

地創科人才庫。是次雙向性的合作範疇

包括由生產力局提供

可累積學分的實習機

會予中大學士、碩士

及博士課程的學生；

中大則為生產力局員

工提供特別的教學單

元、專業培訓及兼讀

形式的碩士及博士等

課程。

更多內容

▲  生產力局總裁畢堅文先生（左）
與中大工程學院院長黃定發教授

（右）簽署諒解備忘錄，攜手培

育新一代創科人才。

海洋公園與大學

簽署合作備忘錄 
攜手推行生態保育及教育計劃

海洋公園與大學簽署合

作備忘錄，加強雙方在

生態研究、保育工作和

環保教育上的長期合

作關係。新合作項目將

涵蓋學生和公眾參與的

保育和教育計劃，包括

專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的學生而設的

學習活動，以及有關聯

合 國「 可

持續發展

目標」的活動。校友事務處吉祥物鳳凰博

士獲邀出席見證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  （後排左起）段崇智教授、黃錦
星局長及劉鳴煒主席共同見證

（前排左起）中大副校長岑美霞

教授與海洋公園行政總裁陳善

瑜簽署合作備忘錄。校友事務

處吉祥物鳳凰博士 (左 ) 獲邀出
席見證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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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 譚尚渭教授
崇基學院前院長譚尚渭教授於 2021年 1月 1日安息主懷，享年 86歲。譚尚渭教授於 1965年加入崇基學院擔任化學系

講師，多年來對崇基學院的發展贊襄良多，於 1976至 1977年間出任崇基學院校長，1977至 1981年及 1988至 1990

年出任崇基學院院長。譚教授亦曾出任多個中大要職，1981至 1993年出任研究院院長，1990至 1995年出任中大副校

長，於2011年獲中大頒發榮譽院士銜。中大及崇基學院同人對譚教授的離世深感哀痛，並向其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中大醫學院成功研發

用於計算自閉症風險

的「全自動視網膜

圖像分析（ARIA）」

技術，透過拍攝「眼

底相」識別兒童的

視網膜特徵，以及

神經纖維層有否變

薄，以計算他們罹

患自閉症的風險。研發團隊希望將來可利

用新技術進行篩查，令他們毋須依賴冗長

的診斷方法才開始對症下藥，藉此提早開

始治療以減少自閉症對患者成長過程的影

響。研究結果已於《刺針》雜誌出版的

EClinicalMedicine發表。

更多內容

▲  視網膜血管是唯一可見的血管，透過
儀器拍攝的「眼底相」，可以反映心

臟血管及腦部健康。

中大成功研發
 「全自動視網膜圖像分析」
技術計算自閉症風險

中大兩個研究項目，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第九輪「卓越學科領域計劃」撥款逾 1億 4

千萬港元研究經費，以支持研究工作。中大醫學院外科學系教授王昭春教

授領導的「分子生物探針醫學工程中心」項目獲撥款逾 7千 1百萬港元；

醫學院助理院長（內地事務）、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教授秦嶺教授領導的

「老齡性骨骼系統退化及再生策略」項目則獲撥款逾 7千萬港元。 更多內容

中大兩研究項目獲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資助逾億元

▲王昭春教授 ▲秦嶺教授

中大醫學院研究證實
手提心臟超聲波掃瞄器
有效篩查胸主動脈瘤
胸主動脈瘤是香港最常見的死亡原因之

一，常見於高血壓患者。胸主動脈瘤一

旦併發主動脈撕裂或破裂，會導致生命

危險。中大醫學院一項研究證實手提心臟超聲波掃瞄

器可有效篩查胸主動脈瘤，尤其適合門診或一般診所

的日常應用，陽性預測值達 92%。研究團隊利用手提

心臟超聲波掃瞄器，進行全

球最大型針對高血壓患者的

胸主動脈瘤篩查。結果發

現本港每 100個高血壓患

者，有 7.5人患有胸主動脈

瘤，當中以男性和長者為

主。詳情已發表於國際期

刊《The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更多內容

▲  黃鴻亮醫生表示主動脈
瘤是「無形殺手」，九成

半患者都沒有任何症狀。

萬一出現主動脈撕裂或

破裂等併發症，病人會大

量出血，甚至猝死。

全球炎症性腸病發病率正急劇上升，新興工業國家情況更甚，為醫療系統帶來

沉重負擔。中大醫學院再獲美國赫爾姆斯利慈善基金資助 200萬美元（相等於約 1,550萬

港元），聯同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及29個新興工業國家展開一項名為「GIVES-21」的研究，

透過建立流行病學數據庫，了解 21世紀全球各地炎症性腸病流行病學的最新情況，以找出

其致病的環境風險因素。

更多內容

▲  （左起）中大醫學院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教授黃秀娟教授，及

助理教授麥詠欣醫生。

中大團隊獲近 1,600萬港元找出全球
炎症性腸病致病的環境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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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學長計劃 2021啟動禮 /七十周年校慶標語
崇基學院學長計劃 2021年啟動禮於 2月

6日在崇基禮拜堂舉行。是次啟動禮首

次以線上線下同步形式舉行，邀得崇基

學院院長方永平教授、校友會代表鍾啟

然校友及學長計劃委員會主席黃劍文校友致辭，有超過 80位嘉賓、學長及學生親臨禮拜堂或於線上出席。崇基

學院為迎接七十周年校慶，特意舉辦了校慶標誌及標語設計比賽，標語冠軍作品由五位來自多倫多的崇基校友聯

手創作，分別是葉佩華（71中文）、曾憲權（72社會）、李小雯（80經濟）、唐碧筠（82社工）及鄧學海（83

社工），得獎作品是「崇山萬眾朝至善　基石七旬樂未央」，十四字的標語意義豐富，滿載校友們對崇基的祝福

及冀願。

聯合書院畢業典禮 /體驗活動
中大第八十八屆大會（頒授學士學位典禮）聯合書院畢業典禮於

2020年 11月 19日下午在大學校園舉行。典禮上，聯合書院院長余

濟美教授恭請學位頒授主禮人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潘偉賢教授，分

別頒授學士學位予八個學院的畢業生，本年度畢業生人數為 769人。

因應疫情關係，典禮改以即時網上播放形式進行。另，聯合書院與

突破機構合作開展了名為「Shall We Talk」的活動系列，旨在讓同學

有更多機會參與不同的體驗活動，放鬆心情。首個活動「咖啡入坑

體驗」已於 2020年 11月 30日完滿結束，同學在活動上除了對精品

咖啡有更深認識，也有機會親自嘗試沖咖啡。

善衡畢業生榮膺羅德學人
就讀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環球醫學領

袖培訓專修組別的善衡畢業生梁雅媛

（20善衡內外全科醫學）（Rachel）

從中學起到醫院擔任義工，到訪中國

愛滋村服務，令她決心當醫生，希望

為貧困人士提供相宜可行的醫療。她

剛獲選 2021年度「羅德學人」，將以全額資助負笈英

國牛津大學攻讀碩士課程，研讀臨床醫學、公共衞生

和公共政策。Rachel也是香港自有羅德獎學金三十多

年以來，第十五位中大培育的羅德學人，以及第二位

醫科生膺此榮譽。羅德獎學金於 1902年成立，享譽國

際，當選人可獲全額資助於英國牛津大學深造。羅德獎學金的遴選條件非常嚴謹，申請者需要展現卓越的學術表

現、個人特質、領導能力、仁愛理念、勇敢精神、體能運動等，才可脫穎而出，獲得嘉許。

▲ 梁雅媛校友

過去曾獲選羅德學人的中大校友

黃淑慈（86聯合英文） 梁偉絲（90崇基英文）

王鳴峰（94聯合工管） 王澤基（96新亞電子工程）

李佩珊（98聯合電子工程）

許達仁（98聯合英文 / 99研究院英文（應用英語語言學））

黎穎瑜（00崇基社會） 駱敏賢（02崇基中文）

馮思宇（04聯合翻譯） 陳曉彤（05聯合工管）

張天羽（07崇基工管） 吳紹倫（08崇基心理學）

鄭華哲（09聯合內外全科醫學）

戴漪晨（16聯合分子生物技術學）

書院 / 學系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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