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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在學．在職計劃」 本港首個
全校性「校企合作教育課程」
中大於新學年推出結合課堂教學與實際工作經驗的「在學．在職計

劃」，為本港首個設學分、全職、有薪，供不同學科學生報讀的全校性「校企合作

教育課程」。該計劃開放予所有於 2021-2022年度就讀三年級或四年級的中大本科

生申請，名額暫定為 100名。學生完成職前預備課程及體驗式學習工作坊後，將由

大學安排與企業所提供的職位進行配對，經僱主面試甄選後，獲取為期 8個月的全

職、有薪工作體驗，並在在職期間繼續學習。

更多內容

▲  （左起）中大協理副校長（創新
及企業）李康善教授、常務副校

長陳金樑教授、副校長潘偉賢教

授，及中大「在學．在職計劃」

課程主任賴漢榮博士。

中大成立「何敬誠．林健忠

青光眼治療及研究中

心」推動本港青光眼

診治的科研及培訓
中大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獲林健忠博士及何厚

煌博士慷慨捐贈 1,500萬港元，成立「何敬誠﹒林健

忠青光眼治療及研究中心」，推動本港青光眼診治的

科研、培訓及教育。中心將推出先導項目，探究以人

工智能應用於青光眼檢測的可能性，期望讓眼科醫生

盡早為疑似青光眼個案作出評估，及為青光眼確診個

案及早開展治療，以減低因青光眼致盲的機會。

更多內容

中大與華潤創業有限公司簽署合作框架協議，以 50:50的比例，各出資不多於 1

億港元在港成立公司，打造再生醫學創新中心，支持香港再生醫學及可再生能

源領域的設施建設、科研開發、轉化和產業化。 更多內容

中大與華潤創業合共投放最多 2億港元
推動香港再生醫學及可再生能源發展

▲  常務副校長陳金樑教授
（右）與華潤創業首席執

行官陳鷹先生（左）

中大生物化學課程應屆畢業生蕭垚靚獲頒中大「利黃瑤璧千禧獎學金」，新學年將赴英

國牛津大學修讀神經科學博士課程。分子生物技術學課程應屆畢業生吳天朗則獲蓋茨劍

橋基金頒發 2021年度「蓋茨劍橋獎學金」，他將於英國劍橋大學修讀藥物學博士課程。

更多內容

兩位中大學生獲頒「利黃瑤璧千禧
獎學金」及「蓋茨劍橋獎學金」 赴
英深造博士

▲  蕭垚靚（左）及吳天朗（右）

中大取錄 3,066名
文憑試優秀學生
中大今年共取錄 3,066名聯招生，其中逾

99% 為 Band A考生，整體收生成績理想。中大錄取近半

數全港考獲六科 5**以上的考生，包括一位考獲八科 5**

及三位考獲七科 5**的考生入讀醫學（環球醫學領袖培訓

專修）。另外八位考獲六科 5**的考生，分別入讀醫學、

醫學（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及環球商業學。而全港考

獲一科 5**或以上成績的考生，近四成獲中大取錄。

以最佳五科成績中位數計算，全港收生最高分的十個課程

中，四個為中大課程，分別為醫學（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

修）、醫學、環球商業學和計量金融學及風險管理科學。

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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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食品及營養科學理學士學位課程的營養學家專修組，榮獲

英國 Association for Nutrition（AfN）認證，成為香港首個獲 AfN

認可的營養學士課程，畢業生將具備資格直接向 AfN申請成為

Registered Associate Nutritionist，日後累積足夠工作經驗後可成

為 Registered Nutritionist。
更多內容

中大食品及營養科學課程營養學家專修組 
成為本港首個獲英國 Association for 
Nutrition認證的學士課程

獎項與榮譽

人事任命

中大校董會通過再度委任生物醫學學院生物醫藥科

學講座教授陳偉儀教授續任大學副校長，任期三

年，由 2021年 8月 1日起生效。他將繼續履行其

現時副校長（策略發展）的職務。中大校董會同時通過委任中大

醫學院李樹芬腫瘤學講座教授及研究院院長陳德章教授及晨興書院院長汪寧笙教授（Professor Nicholas Rawlins）

出任大學副校長，任期均為三年，由 2021年 8月 1日起生效。

更多內容

中大委任副校長

▲陳偉儀教授 ▲陳德章教授 ▲汪寧笙教授

中大校董會通過委任王淑英教授為敬文書院院長，首次任期四年，

由 2021年 7月 1日起生效。王淑英教授現為中大協理副校長、社

會學系教授、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另外，校董會通過委任中大

醫學院李樹芬腫瘤學講座教授及研究院院長陳德章教授續任伍宜孫

書院院長，任期三年，由 2021年 8月 1日起生效。
更多內容

中大委任敬文書院及伍宜孫書院院長

▲王淑英教授 ▲陳德章教授

中大醫學院盧煜明教授成為 2021年英國皇家學會生物學科「皇家獎章」得主，是該

獎項成立近 200年以來首位華人得獎者，以表揚他憑藉血漿DNA診斷技術，開創「無

創產前診斷」方法以及早診斷唐氏綜合症和多種遺傳病的革命性成就，並為其他類型

的液體活檢奠下重要基石。此外，自諾貝爾獎在 1901年成立以來，大約有五分一「皇

家獎章」得獎人先後成為諾貝爾獎得主。

更多內容

中大醫學院盧煜明教授成史上首名生物學科
「皇家獎章」華人得主

▲盧煜明教授

提升校園出入

管理效率
由 8月 30日開始，中大校友

進入校園，須如常於校園人口

處，出示中大校友圖書證或中

大校友信用卡作入校之用。如

有需要，或會被要求出示香港

身份證以作核實身份之用，敬

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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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工程學院機械人團隊在「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

賽 2021」掄元，成為三料冠軍，繼 2019年贏得

亞太區冠軍後，有望再度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賽事。

今屆比賽以春秋戰國時期的投壺遊戲為主題，各參

賽隊伍需設計一個投箭及一個負責防守的機械人

對賽。「箭無不勝」是整項賽事在最短時間做出 Great Victory

（即五個壺全得雙箭）的隊伍。「箭無不勝」同時獲得「最佳表

現獎」和「最佳團隊精神獎」。

中大機械人團隊再度於「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奪冠

▲  中大機械人團隊「箭無不勝」。

更多內容

中大五位年輕科學家獲頒本年度「國家優秀青年科學

基金」，為歷年之最。項目支持在基礎研究方面已取

得較好成績的年輕學者，在其自選的研究方向進一步

開展創新研究。獲選的中大學者，每人將獲得 160萬

元人民幣的資助，直接支持他們在香港的研究工作，

資助期限三年。

中大五位年輕科學家獲 2021年度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

▲陳衍佐教授 ▲路新慧教授

更多內容
▲何暐教授 ▲高浩教授

▲任偉教授

項目 研究人員

海洋轉換斷層地震及慢滑

移事件

陳衍佐教授

地球系統科學課程

助理教授

光伏材料微觀結構的 X射
綫散射研究

路新慧教授

物理學系副教授

激光光譜流場診斷

任偉教授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副教授

博弈論與機制設計
何暐教授

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GLP-1R激動劑延緩衰老
以及無創伴隨診斷的研究

高浩醫生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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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論協會頒發 2022年度克勞德．香農獎（Claude E. Shannon 

Award），該獎項為信息論領域的最高榮譽。楊偉豪教授是國際知名的信息論專家，也是網絡編碼

領域的聯合創始人，其科研成果在網絡通信及信息存儲等多種實際應用場景帶來極具指標性的影

響。楊教授將於 2022 年在芬蘭埃斯波舉行的 IEEE 信息理論國際研討會上發表「香農」演講。

更多內容

中大工程學院楊偉豪教授榮獲信息論最高榮譽 
— IEEE克勞德．香農獎

▲楊偉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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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發明家學會（NAI）和知識產權持有者協會（IPO）發表「2020年授予美國實用專利全球百強大

學排行榜」報告，中大榜上有名。報告指中大於 2020 年取得 37項美國實用專利，在百強中排名第 79位，是榜

上兩所本地院校之一。該報告使用了從美國專利及商標局 （USPTO） 所獲得的數據，突顯專利在大學研究和創

新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中大入圍 2020年度授予美國實用專利
全球百強大學排行榜

更多內容

中大博文講座教授、國際著名計算機科學家姚期智教授獲頒日本京都獎，以表揚他

在計算和通信方面的先驅研究貢獻，相關發現對信息安全、大數據處理等技術的發

展，奠下重要基礎。姚教授現為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長。
更多內容

中大博文講座教授姚期智教授獲頒京都獎

▲姚期智教授

中大全球首證由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出的磁力共振

腦掃描指數
早期阿茲海默症的症狀與正常老化往往難以分辨， 中大醫

學院進行一連串研究，證實由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出的磁力

共振腦掃描指數，不但有助偵測早期認知障礙疾病，包括

阿茲海默症、路易氏體認知障礙症及額顳葉認知障礙症，

並且是全球首次證實這指數在臨床偵測這三類早期神經系

統退化性認知障礙疾病方面具高準確度。

更多內容

▲  （左起）朱昭穎教授、莫仲棠教授及區頴芝醫生

大便隱血測試是常用的大腸癌篩查工具，但在偵測早期大腸癌的靈敏度只

有約 50%，更不能夠偵測大腸瘜肉。中大醫學院全球首創透過檢測糞便

的細菌基因（M3）偵測大腸癌，其靈敏度可達 94%，媲美大腸鏡檢查。

有關檢測技術更擴展至偵測瘜肉復發，靈敏度亦超過 90%，是首個可準

確檢測瘜肉復發的非入侵性測試。有關利用 M3基因檢測大腸癌的研究結

果，已於國際醫學期刊《Gut》發表。

嶄新技術以糞便細菌基因偵測大腸癌及

肉復發 靈敏度逾九成

▲  （左起）梁巧儀教授、黃
秀娟教授、陳家亮教授以

及于君教授。

更多內容

科研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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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史學大師、

中大前副校長兼榮譽

法學博士余英時教授
著名歷史學家、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大前副校長兼

榮譽法學博士余英時教授於 8月 1日在美國與世長辭，

享年 91 歲。中大同

仁深感哀悼，並向余

教授家人致以深切慰

問。

更多內容

書院 / 學系消息

崇基學院「香江薪傳」

校史考察團
由崇基學院校牧室主辦，全國大學基督教同學會協辦的「『香江

薪傳』校史考察團 2021」於 7月 26至 31日期間舉行，考察團

以「基督教大學在香港的延續與承傳」為主題，考察崇基在港創

校之歷史及基督教大學在香港的發展。

聯合書院消息
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網站正式上線，請

掃描旁邊 QR code瀏覽。另外天機電算

室將改造成創意多媒體製作間，目前正

在加裝隔音設備，期望工程一切順利，

同學可在新學年開始使用新設施。

周年網站

伍宜孫書院 x
陳震夏中學暑期半日營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

會陳震夏中學會與伍宜

孫書院攜手合辦「暑期

生活營」，讓一眾中學

生體驗大學生活，並認

識書院的學生師友，互

相學習。今年的活動以

半日營形式舉行書院學

生輔導長潘銘基教授親

自主講，以「創意」為

題分享古人的創作及創

意，讓中學生體驗大學講課；幾位書院師友亦帶領中

學生參觀校園，並分享選科心得。

中大划艇隊勇奪全場總冠軍
「成龍挑戰盃 2021年全港大學賽艇錦標賽」於 8月

14日及 15日假沙田城門河進行。本地八間大專院校

均派出賽艇隊伍參與賽事，最後香港中文大學派出

50位健兒在男女子共 10個比賽項目中以 2金 6銀 3

銅，以 161的

總績分奪得全

場總冠軍，並

包攬男子組及

女 子 組 總 冠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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