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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魯普曼（Jerome Groopman）在評價岡薩雷

斯─克魯西（F. González-Crussi）的著作《帶

着心：探索我們的內在世界》時說：「幾百年

來，胃被視為人體最高貴的器官，支配着所有重要的生

理機能。岡薩雷斯─克魯西告訴我們，古人把胃稱為『臟

腑之王』……胃部的狀況，被認為與主宰我們的快樂與

逆境有莫大關係，並且是靈魂之所在─這種想法比後

來認為靈魂存在於心或腦的觀念出現得更早。」*

中文大學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沈祖堯是世界知名腸胃

科專家。他首創以抗生素治療幽門螺旋菌引致的胃潰

瘍，並率先以內視鏡治療潰瘍出血，令他在醫學前沿研

究佔有一席之地。亦醫亦師的沈教授對學生心靈發展的

關注，不亞於他對病人生理機能的關心。他出掌中文大

學，將在未來日子裏帶領大學迎接快樂與挑戰。在本期

新校長就職專號，我們會一窺新校長的內心世界，了解

他對大學教育的看法，並看看掌舵者的一天是怎樣度

過的。

* ‘Diagnosis: What Doctors Are Missing’,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LVI, No. 17, November 5–18, 2009, p. 27.

沈祖堯教授就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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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是紀念香港回歸中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的日子。2010年的這一天，對沈祖堯教授

來說也是大日子，他在這天正式肩負起香港中

文大學校長的職責，標誌着我們的傳統和前輩先賢的理

想薪火相傳，綿延承續下去。

然而，與慶祝香港特區成立不同，沈教授上任，沒有鑼

鼓喧天的巡遊，也沒有繽紛燦爛的煙火表演，他待在家

裏，忙於為7月2日的首個工作天做準備。他決意不會枯

坐在校長室批閱公文和翻讀報告，而是和中大人共度，

包括書院院長、學院院長、教職員和學生。沈教授希望

聽取他們對中大的期望、目標和理想，講述自己的治校

藍圖和方略。這種向大學社群顯示出他積極謀求各方在

不同問題上互相諒解、達到共識的態度，將是他任職校

長期間內一以貫之的作風。

他了解中大人有時候目標會不一致，利益會有衝突，他也

曾把自己比喻為人人都往他身上丟寶牒的「許願樹」。

但他堅信，透過開誠布公的溝通與對話，可以令人互相

信任；而大家互相信任，就可以謀得一致共識和互相 

理解。

從杏林良醫到杏壇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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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教授履新第一天就舉行茶敘，與教職員和學生會面閒

聊和交流意見。他特設立網誌與大學成員和公眾分享他

的想法。在第一篇網誌〈大學教育的價值和理念〉中，他

寫道：「校長的工作，重心應放在培養學生和發掘研究精

英這範疇。要培養和發掘人才，必先了解學生和教師的

需要和想法。我願意聆聽、探討，以一個互相尊重、互相

信任的態度與師生溝通。」

對於他心目中想培養出的模範學生應具備哪些特質，

沈教授有明確的想法─有人文價值觀、氣節風骨和獨

立思考能力，還要窮理正心和修己治人，並以服務社會

和保護環境為己任。聽起來似乎是戛戛乎其難哉，但

沈教授勇於接受這挑戰，盡可能與學生打成一片，激發

他們。

他覺得，面對面的溝通最能激發別人。自從出任校長以

來，他每天都在認識新的學生和同事，並且不放過每個

參與校園活動的機會。你或許看過這樣一幀照片，沈教

授身穿橙色球衣臉帶微笑，在學生簇擁下席地而坐，眼

睛盯着遠處上方。那是他上任不到兩周，邀請所有教職

員和學生到百萬大道觀看世界盃足球決賽直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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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到他球衣的顏色，一定以為他是決賽隊伍之一荷

蘭隊的支持者，不過他後來澄清：「當晚我不是為荷蘭

打氣，是為中大。」事實上細心的人會發覺，他的球衣確

實印有中文大學的英文縮寫CUHK字樣。

懷抱理想、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和剛正不阿，一直是沈教

授行醫、教學和從事行政工作的風格。就任校長之前，

他曾是醫學院副院長、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和逸

夫書院院長。

擔任醫學院副院長和逸夫書院院長期間，他設立沈祖

堯社區服務獎和沈祖堯傑出運動員獎。這反映了他的觀

點：唸大學不只為了獲得學術知識，還應參與更廣大的

社群，培養學術以外的才能和全人發展。

他在擔任逸夫書院院長期間，帶領書院學生和職員到

四川地震災區探望災民，並向當地官員和救災人員了解

重建進度。最特別的是，同行的還有他兩個十多歲的女

兒。她們和逸夫學生一同擠巴士，一路顛簸到災區。她

們目睹天災對人類造成的影響，她們與孩子玩耍，和成

人閒聊，品嚐四川麻辣火鍋。沈教授對逸夫學生關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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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致力培養他們的心智，幾乎是把學生當成子女。他

曾說：「院長不是高高在上坐在辦公室裏。這樣或許只

可以籌錢回來多建幾棟樓房，但這並不是院長的唯一角

色。」他認為院長最重要的特質是要「愛學生，喜歡與

他們在一起」。

當上校長的沈教授抱持同樣的理念。他在履新後不久

說：「我希望帶領中大成為一所有社會責任感的大學。學

生不會只困在象牙塔裏為日後的高薪厚祿唸書，而會在

追求學問以外，走出課室，關心社會民生。中大十分重視

通識教育或『博雅教育』，我希望同學擴闊眼光，在自己

的專業以外亦涉獵其他學科。」

同樣，他的目光不會只向內投射，局限於沙田校園的人

和事。就任校長幾個月以來，他率領中大代表團出訪中

國大陸和台灣，加強與當地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聯繫，並

建立新的學術合作。與中大加強了聯繫和合作的院校

機構包括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通、早稻田、台大、

成大、政大、中國科學院、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決心

為學生提供全人教育的沈教授，致力為他們繪畫地圖，

指示出通向世界公民身分的路徑；他的前路何其漫漫而 

修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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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堯教授就任中文大學第七任校長的就職典禮，在 

12月一個微雨輕飄的冷冽早上舉行。多位本地教育界、

醫學界、政商界領袖均有出席，冠蓋雲集，氣氛熱鬧，為

典禮增添不少暖意。沈教授發表他的就職演說，幽默風

趣，不時被笑聲和掌聲打斷。演說終結時，他承諾會竭

盡所能，以熱忱和堅持不懈的精神，在今後的日子服務

大學。

身為一校之長，沈教授大概不會像非典型肺炎疫症爆發

期間在威爾斯親王醫院那樣，要面對生與死的問題。他

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放那麼多時間於診症和從事成果豐

碩的研究。然而，他在此時出任大學校長，正值香港的高

等教育制度醞釀巨變。到了2012年，四年制開始實施，

是為變革的高峰。屆時中大將有九所書院，並準備慶祝

創校五十周年。

沈教授有多重身分：醫生、學者、英雄、領袖，不一而足，

但最貼切的莫如「溝通大師」，他不但願意坦率表白自己

的意見和想法，也願意聆聽別人的聲音。在未來五年，

他會投入時間精力，督導大學的擴展計劃和合作交流，

並繼續與教職員和學生保持溝通，以實現他希望全校師

生校友萬眾一心，向共同目標邁進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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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一天

沈
祖堯出任中大校長數月，日理萬機是常規。2010年

11月某日，他診症、講學、以大學校長身分接待嘉

賓、主持典禮、參與學生聚會。從早到晚，游走於

多個角色之間，始終如一的，是他那副熱腸、那份從容。

早上八時十五分，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王醫院醫療中心

門外。沈祖堯高大的身影在晨光中出現，身上的醫生袍提醒

人他最早為港人認識的身分。原來他早在七時半已到了醫院

開會。

今天是他在醫療中心應診的日子。接受校長任命之初，他即

表明必將保持與病人的接觸。「校長早，好嗎？你比當教授時

更忙了，多謝你抽空看我。」這是病人進門來常有的開場白，

看來，病人對他的多元角色十分清楚。

這天，兩位五年級醫科生加入旁聽。沈祖堯邊用廣東話問

症，邊用英語向學生解釋病人背景。在診治一位女病人時，

他用了八分鐘跟學生分析兩種藥物的利弊、用藥的準繩和選

藥的考慮。另一位受胃酸倒流困擾的病人，胃酸已受控制，但

膽汁返流控制不了。沈列出兩個選擇：加重劑量和試用新藥。

他先解釋藥理、藥效和可能出現的副作用，又向學生問了幾個

問題。得到充分的資訊，病人最後選擇了試用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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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八時半到十一時，一號診症室外的紅燈幾乎一直亮着。

十一位病人都是進門來便自動打開話盒子。醫生對病人的

病情固然瞭如指掌，就連對他們的生活、嗜好也認識不少。

十五分鐘內，寒暄、診斷、教學、紀錄，是這樣自然流暢的交

雜進行，病人、學生無不照顧周到，是診病，但也像與老朋友

敍舊，給學生上課。

十一時四十五分，司機在大樓外等候。五十五分，到達科學

園，創新科技署署長趨前迎迓。研討會在俗稱「金蛋」的高錕

演講廳舉行，約三百座位填得滿滿的，多是中學生，獲得命名

小恆星的「星之子」陳易希也是今天的嘉賓。少年發明家不卑

不亢走過來，「我早就想認識你了。」說這話的，是沈祖堯。

專題研討會開始，英文簡報一張一張打出來，沈祖堯不徐

不疾用中文講解，深入淺出，偶爾補充英文或拉丁文學術 

名詞─「endo指內部，scope則與鏡頭有關……」，由人類

最早期的醫學概念，說到解剖學在十七世紀萌芽、內窺鏡的

發明、最新的遙距內窺檢查及手術科技。學生們嘖嘖稱奇，

但相信這不是沈的主要訊息。果然，他提醒在場的學生唸醫

科需要的不純粹是尖子的成績，更重要的是憫人的胸懷；科

技只是醫療的工具，而醫療是溝通的藝術。這與他早上臨床

診症的表現印證得何其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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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過後，記者一湧而上，應付傳媒之餘，沈祖堯仍不忘要

求取道展覽場館參觀中大設置的攤位。只見他在3D遊戲機

前駐足，架上立體眼鏡，左手持公文夾，右手拿起鐳射槍，氣

定神閒，以拿手術刀的沉着穩定向螢屏發射。身旁的小學生

還未來得及知道這位連中數元的叔叔是誰，他已然離去，趕

赴下一行程。

一時二十五分，沈祖堯步進沙田凱悅酒店中菜廳，趕上中大

款待貴賓的午宴。他很快拾起話題，以自然流露的誠摯擔當

起主人家的角色。時間在笑語聲、杯盤聲和相機快門聲中溜

過，二時十五分，該是啟程回校園的時候了。

秋陽燦燦，下午兩時半，逸夫書院草坪上高朋滿座，都是來參

與孫中山銅像揭幕儀式的。除了醫學院外，沈祖堯最熟悉的

校園該是逸夫這一帶吧。五個多月前，他還是這所年輕書院

的院長，今日與現任院長陳志輝在這兒一同主禮，真有點回

家的感覺。攝氏二十五、六度的高溫，沈祖堯周旋於賓客之

間，揮汗如雨，惟臉上溫文從容的微笑始終沒有消失過。

三時十分，這還是沈祖堯今天首次踏入校長室。聽過私人助

理的匯報，他趕緊翻報章、回電郵、看信、處理幾份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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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二十五分，崇基學院利黃瑤璧樓4號演講廳，沈祖堯坐

在首排座椅上閉目凝神，準備主講「探討中西醫學之融合與

價值」。與會的多是註冊中醫師，部分還曾修習基礎西方醫

學，沈當然不會掉以輕心。

「在場有哪位是中醫師？請舉手示意。」站上講台，他先讓整

個演講廳互動起來。他謙稱自己並無中醫學訓練，不敢班門

弄斧。跟着，他以中大校長身分表明對中醫藥的立場：支持中

醫藥課程、鼓勵中西醫學同事多接觸溝通、互補長短。他對

比中西醫學理論的不同體系，讚賞中醫「望聞問切」的人性化

關懷，又以他年前進行的中草藥治療腸易激綜合症研究闡述

中西醫學的融合，當中還加插了自己接受針灸治療的經驗。

約四十五分鐘的演講後是答問環節。沈祖堯提出反傳統的

方式─讓他發問，然後從聽眾的見解中學習。他問在場的

中醫師：「假如放一個西醫學生在你的診所，你會怎樣教？」

回應十分踴躍，中醫師、中醫學院導師、畢業生都提出他們

的看法。沈祖堯也提出他的願景─西醫課程能包括中醫學

入門單元。

六時，演講結束。車子在崇基路上等着，晚飯約會定在七時，

看來還可回辦公室辦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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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時三刻，沈祖堯自己駕車到新亞校園，步履輕健走向知行

樓。「校長與同學會面」開始，新亞書院學生會幹事長譚均

健介紹沈祖堯是「一位很聽同學意見的校長」。無須主持人

多引導，他拿起傳聲器縷述大學教育的核心價值，叫學生反

省：幾年大學生涯，除了積極玩樂，努力取得高分，可以做些

甚麼令這世界變得更美好？在學期間到貧窮國家幫助匱乏被

剝削的一群，跟到先進國際都會遊學在心靈的得着上有甚麼

分別？

貫徹強調雙向交流的作風，沈祖堯嫻熟地把發言權開放 

給在座師生，讓大家就引入價值觀教育和社會服務發表 

意見─是否歸屬通識教育？帶不帶學分？必修還是自願？

有學生說進了大學得建立社交圈子，適應新的生活學習模

式，時間根本不夠用，社會服務可留待日後有能力時以另一

個身分去做。沈祖堯直指兩者並不相悖。討論到幾個常惹爭

議的課題，他成竹在胸，不慍不火不迴避，道出鮮明立場。他

重申國際排名不應是大學的首要關注，畢業生的素質不能用

薪酬代表，建設深圳校園不是為了牟利或博取研究基金這些

短視目標，而是為了替改善中國教育出一分力……。

兩小時過去了，他還在捧着一碗甜湯混在學生堆中，談的正

興起，好像沒有離去的意思。

早七晚十一，聽說，這還不是他最長的一天。

本期封面、第5頁及第12至23頁之照片，除有G號者，其餘均為郭慶輝先生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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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堯教授簡介摘錄

沈
教授深明今天的大學面臨重重

壓力，要在各方面做出可以度量

的成果。社會對大學寄望甚殷，

期待大學在各層面都做出成績，但正如他在

逸夫書院院長就職演講中對學生所指出的，

若只汲汲於爭取世界排名，不管這些排名有

多準確，都很可能有違大學的基本使命─

教育下一代。他不希望中大變成Harry R. 

Lewis近作中所形容的一些著名學府那樣，

表現傑出，卻失去靈魂。沈教授心目中的大

學教授應是協助年輕人「尋找價值觀和理

想的導師」，而非只知閉門研究。他深信研

究與教學同樣重要，彼此相輔相成：這正是

他的經驗之談。

Prof. David Parker 
(原文為英文）

做
學問成功與否，背後還有一個更重要

的關鍵，就是能夠明辨是非，維護真

理。在大是大非的關頭，個人的選擇

就是成與敗的分歧所在。在這一點上，沈教授認

為老師的身教，遠比教室的言教，更為重要。課

程表上可以有倫理學一類的科目，老師可以在教

室中引經據典，大力闡釋各行各業的職業道德。

但是對學生最有影響的往往是老師的一言一行。

以身作則，是沈教授奉為最崇高的教學原則。從

非典爆發，到校園發展和綠化，到處理大學成員

對校政的不同意見，每一件事對沈教授來說都

是一個挑戰，一種衝擊。他常常和同學們談說他

個人處理事件的經驗，有驚有喜；既有危機，也

有轉機。峰迴路轉的實例，對學生來說，是最有

意義的實際教材；和老師切實討論，是最能啟發

的學習良機。

張洪年教授

沈祖堯教授簡介全文載於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101216_vc_c.pdf

新任校長就職典禮



在2010年12月16日舉行的第六十八屆大會（新任校長就職典禮暨頒授學位典禮）上，沈祖堯教授從校董會主席鄭海泉博士
手中接過大學印章，正式就職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第七任校長

24    中文大學校刊  二零一零年第二期 新任校長就職典禮    25

沈祖堯教授簡介摘錄

沈
教授深明今天的大學面臨重重

壓力，要在各方面做出可以度量

的成果。社會對大學寄望甚殷，

期待大學在各層面都做出成績，但正如他在

逸夫書院院長就職演講中對學生所指出的，

若只汲汲於爭取世界排名，不管這些排名有

多準確，都很可能有違大學的基本使命─

教育下一代。他不希望中大變成Harry R. 

Lewis近作中所形容的一些著名學府那樣，

表現傑出，卻失去靈魂。沈教授心目中的大

學教授應是協助年輕人「尋找價值觀和理

想的導師」，而非只知閉門研究。他深信研

究與教學同樣重要，彼此相輔相成：這正是

他的經驗之談。

Prof. David Parker 
(原文為英文）

做
學問成功與否，背後還有一個更重要

的關鍵，就是能夠明辨是非，維護真

理。在大是大非的關頭，個人的選擇

就是成與敗的分歧所在。在這一點上，沈教授認

為老師的身教，遠比教室的言教，更為重要。課

程表上可以有倫理學一類的科目，老師可以在教

室中引經據典，大力闡釋各行各業的職業道德。

但是對學生最有影響的往往是老師的一言一行。

以身作則，是沈教授奉為最崇高的教學原則。從

非典爆發，到校園發展和綠化，到處理大學成員

對校政的不同意見，每一件事對沈教授來說都

是一個挑戰，一種衝擊。他常常和同學們談說他

個人處理事件的經驗，有驚有喜；既有危機，也

有轉機。峰迴路轉的實例，對學生來說，是最有

意義的實際教材；和老師切實討論，是最能啟發

的學習良機。

張洪年教授

沈祖堯教授簡介全文載於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101216_vc_c.pdf

新任校長就職典禮



26    中文大學校刊  二零一零年第二期 新任校長就職典禮    27

「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人活的。」今

天的教育重視資訊與技能，不重視追求真

理和創造力。學生花太多時間記誦事實，

而不是對既有概念反思批判。不懂得反思

自省會令目標含糊，信念不堅定，最終迷失

方向。訓練學生慎思明辨是高等教育的重

要職責，而我們持之以恆的是：歷久彌新的

通識教育傳統、書院無微不至的關顧，以

及對思想和信仰兼容並蓄的開放精神。

尼赫魯說過：「和平是…不能分割的，自由

亦然。現在，繁榮以至災難也是一樣，因為

這個世界已畛域難分，無法再劃分為互相

隔絕的部分。」我們比起以前更須依靠素

未謀面的人，這些人也要依靠我們。我們需

要解決的問題─經濟的、環保的、宗教的

和政治的─無論就其範圍和性質而言，都

是牽涉全球的。我們漸漸明白，我們全都

是世界公民，不但應致力發揚中國文化，還

要了解其他民族和國家面對的挑戰。中文

大學致力與其他世界知名學府攜手，開展

教學與研究的合作，以及學術交流和交換

學生，並透過我們的書院提倡社會服務，

令本校師生以及大家都明白自己是地球村

一員。我們致力保護環境，也是在履行世界

一分子應盡的責任。我們應當學習回應世

界的需要，而非在象牙塔內畫地自限。

保存人文精神、培養創新和判批思維，以及

造就世界公民，是我們的指導原則，我們會

繼續憑着這些原則來教育學生，並帶領大

學邁進下一個五十年及更長遠的未來。如

果老師缺乏熱誠、奉獻精神和使命感，我

們就無法達成這些使命；如果沒有政府、

慈善家和校友的信賴和支持，我們就難以

實現這些夢想；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不斷

探索知識、永遠渴求真理和不屈不撓力爭

上游的勤奮學生，我們就不能保持這些大

學教育的理想。

主席先生，我自醫學院畢業後便加入中文

大學，既當醫生，也從事研究和教學。當了

醫生二十五年，我知道醫學既是科學又是

藝術；從事學術研究二十五年，我學會一方

面維持獨立判斷，一方面與同事策力；

為人師表二十五年，我深深體會到教育需

要從心出發，也要進入靈魂深處。我承諾

竭盡所能，以熱忱和堅持不懈的精神，在

今後的日子服務大學。校長一職，任重而

道遠。我知道前面的挑戰，不比我以往的

少。前面的責任，比以往更重更大。但錢穆

先生的辭，給我無限鼓勵。「艱險我奮進，

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我

想我還剩下一點），結隊向前行。珍重珍

重！」這是我中大精神。

獲
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第七任校

長，我感到無比榮幸又感到兢

兢業業。創辦這所大學的，是一

群以弘揚中國文化與思想為己任的學者，

他們以無比的熱情教育年輕人成為成熟

和負責任的成人。這些前輩先賢指出，要令

我們的國家和世界變得更進步更美好，科

學與技術固然重要，但人文學科也不可或

缺。他們憑着這些信念，在六十多年前為這

所大學奠下穩固的根基。

中文大學在歷任校長的英明領導下，成為

亞洲頂尖的研究型綜合大學。我們引以為

傲的雙語雙文化傳統、融會東西文化的深

厚人文主義精神、堅定推行的通識和全人

教育，以及藉着書院提供的獨特生活教育

和關顧，在過去近半個世紀令我們屹立於

世界一流學府之林。但是，我們今天面對前

所未有的挑戰。

全球的大學教育正在急遽改變。世界各國

埋首於追逐經濟發展；推動學者做研究的是

資源，而非對知識的好奇；大學重視排名，而

忽略培育年輕的靈魂的使命；教師的回報主

要取決於他們的「生產力」，而非學養，凡此

種種，都令危機悄然出現。如果這個趨勢持

續，世界各國就只會製造出汲汲於利的成品

和個人，而不是有主見、尊重見解不同於己

者、能洞察別人的需要，以及有悲天憫人心

腸的負責任公民。同時，想像力和創造力、

科學研究的人文內涵，以及慎思明辨的能力

將逐漸喪失。教育的價值也會湮沒。

奧爾科特說過：「教育是把思想從靈魂解

放出來，與外界事物聯繫，並返觀自省，從

而洞察其真實和形態。」當國家高談經濟

發展之際，大家不要忘記在世界上最富裕

的國家仍然有飢民和病人；當全世界的目光

都放在發展科學、生產食物和延長壽命之

時，請牢記「西方最大的疾病不是肺癆或

者痲瘋，而是愛的貧瘠」（德蘭修女）。在中

大這所綜合大學，科技與人文齊頭並進，

符合世界的需要。我們將繼續捍衞人文價

值、培養學生敏於體察別人的需要和苦難，

以及教導他們欣賞藝術和音樂。

泰戈爾提醒我們，「單單獲得知識和挪取

他人的意念，是無法令心靈得到真正的自

由；心靈的真正自由，乃源於形成自己的判

斷標準，萌生自己的想法。」蘇格拉底說：

沈祖堯教授講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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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屆大會
香港中文大學於2010年12月16日舉行第六十八屆大會（新任校長就職

典禮暨頒授學位典禮），由大學校董會主席鄭海泉博士主持，頒授榮

譽博士學位、高級學位及學士學位7,605個，並標誌新任校長就職。

大學向陳樂宗博士、鄭維健博士、已故的

莫慶堯博士和徐冠華教授頒授榮譽博士學

位，表彰他們對促進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

發展，增進人民福祉，以及對中大發展的

傑出貢獻。同日並為已於今年7月1日上任

的沈祖堯教授舉行就職典禮。

2009–10年度頒授學位數目
榮譽博士 4
理學博士 1
醫學博士 5
哲學博士 291
教育博士 7
音樂博士 1
心理學博士 1
哲學碩士 247
文學碩士 1,537
神道學碩士 7
藝術碩士 3
會計學碩士 34
工商管理碩士 441
專業會計學碩士 63
教育碩士 88
法律博士 146
法學碩士 244
臨牀藥劑學碩士 8
家庭醫學碩士 2
健康科學碩士 1
護理碩士 17
公共衞生碩士 47
中醫學碩士 6
理學碩士 903
建築學碩士 37
社會科學碩士 320
社會工作碩士   15
文學士 471
工商管理學士 605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51
教育學士 73
工程學士 381
法學士 46
內外全科醫學士 133
護理學士 162
藥劑學士 35
中醫學學士 25
理學士＊ 633
社會科學學士 514
總數 7,605

* 其中十名理學士畢業生就讀雙學位課程並同時獲工程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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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樂宗博士

恆隆集團董事陳樂宗博士（左圖）是傑出企業家和慈善家。他

與其兄陳啟宗博士創立晨興基金會，積極推動慈善事業和

捐助教育科研工作；其後兩人又成立晨興教育基金，在香港助學興

學，並捐贈中大成立晨興書院。中大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予

陳博士，以表揚他在科研和教育界的成就，及對中國文化以及本地

社會的建樹。

鄭維健博士

鄭維健博士（中圖）是香港商界翹楚，也是醫療界資深的癌症

專家。他曾任中大校董會主席，現為校董會資深顧問。鄭博

士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2002年獲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為表揚鄭博士對香港社會的付出

和建樹，以及其對中大所作出的卓越貢獻，大學向他頒授榮譽法學

博士學位。

莫慶堯博士

已故的莫慶堯博士是資深醫生，曾任職政府醫務署和多所醫

院，並捐款設立多個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醫學教授

席，他還慷慨捐助多項多個推動基督教教育的機構和計劃，以及安

老院、育嬰園等。莫博士雅好蒐藏中國藝術文物，曾在中大文物館

展出家族珍藏。中大追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予莫慶堯博士，表

揚他對醫學界和推動中國藝術文物研究的貢獻，以及其樂善好施的

精神。

徐冠華教授

徐冠華教授（右圖）為遙感應用科學和地理信息系統專家，曾出

任國家科學技術部部長，現任中大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

所偉倫太空與地球科學研究講座教授。徐教授曾主持多項重要的國

家和國際合作科研項目，自2007年卸任科技部部長後，全力投入全

球變化研究工作。中大頒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予徐冠華教授，表揚

他對中國科技發展、改善人民生活和保護地球環境的貢獻。

四位榮譽博士的讚辭全文載於：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101216_citations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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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良教授
  ─學而優則治

著名社會學家李沛良教授現任中大

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他畢業於

中大崇基學院，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後即

返母校任教，至今服務長達四十一年，

歷任大學校董、教務會成員、社會科學

院院長等多項要職，並曾出任崇基學院

院長十年，現為伍宜孫書院候任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第九屆榮譽院士頒授典禮於5月17日假利黃瑤璧

樓利希慎音樂廳舉行，由大學校董會主席鄭海泉博士主禮，

頒授院士銜予六位與中大淵源深厚的賢達，表彰他們對大學及社會

的卓越貢獻。

身為中大第三屆畢業生的辛世文教授代表各受銜者致謝。他提及當

年的書院生活培養了師生間深厚的情誼，而早期新亞書院艱苦的辦

學精神，更是他及後在美國二十五年求學做事、面對逆境時的關鍵

支援。近年他參與籌辦成立善衡書院，也使他對書院理念更加認識

及認同。

如欲閱覽辛世文教授的講辭，請登入：
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100517speech_c.pdf

梁英偉先生
  ─開拓教育、醫療社會服務

中大校友梁英偉先生是傑出慈善企業家，參

與於1994年創辦「關懷行動」，為國內偏遠

地區提供免費醫療服務，計劃成立至今已診治了

超過一萬五千名殘障同胞。他亦長期資助內地多

項醫療活動和建設項目。梁先生現任大學校董及

新亞書院校董會主席。

第       屆榮譽院士頒授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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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松威教授
  ─傑出化學家  致力栽培後學

麥松威教授是傑出的結構化學家，

現任中大化學榮休講座教授及

偉倫化學研究講座教授。麥教授多年

來積極推動內地化學研究的發展，為

國家培養青年科學家，2001年獲選為

中國科學院院士。麥教授在中大化學系

任教逾四十年，歷任理學院院長及化

學系系主任。

譚華正博士
    ─樂善好施  造福後學

熱心公益的傑出企業家譚華正博士，積極推動香港

及內地的文教事業，又設立華正中國教育研究中

心，研究中國各地的教育發展，並捐款本港多所大專院

校，弘揚中華文化。譚博士由2004年起為本校聯合書院學

生設立「譚華正博士非本地進修獎」，又大力資助

中醫中藥研究所的發展與研究。

辛世文教授
  ─濟世為懷  促進生物工程研究

著名農業生物技術專家辛世文教授是全球首位複製

植物基因的科學家，現任中大生物學榮休講座教

授及生物學研究講座教授，亦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及國

際歐亞科學院院士。2008年，在辛教授領導下，中大

獲國家科學技術部批准，成立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

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2009年，辛教授出任善衡

書院院長。

如欲閱覽六位榮譽院士的讚辭，請登入：
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100517citation_c.pdf

第九屆榮譽院士頒授典禮

吳為山教授
  ─鬼斧神工  雕塑民族靈魂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雕塑院院長及

美術研究所所長吳為山教授，是

國際著名雕塑家，造詣非凡，曾獲英國皇

家「攀格林」獎，至今創作了五百餘件歷

史人物雕塑，包括齊白石、費孝通、荷蘭女王貝姬特麗克絲等像，並

為中大多位名人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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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松威教授
  ─傑出化學家  致力栽培後學

麥松威教授是傑出的結構化學家，

現任中大化學榮休講座教授及

偉倫化學研究講座教授。麥教授多年

來積極推動內地化學研究的發展，為

國家培養青年科學家，2001年獲選為

中國科學院院士。麥教授在中大化學系

任教逾四十年，歷任理學院院長及化

學系系主任。

譚華正博士
    ─樂善好施  造福後學

熱心公益的傑出企業家譚華正博士，積極推動香港

及內地的文教事業，又設立華正中國教育研究中

心，研究中國各地的教育發展，並捐款本港多所大專院

校，弘揚中華文化。譚博士由2004年起為本校聯合書院學

生設立「譚華正博士非本地進修獎」，又大力資助

中醫中藥研究所的發展與研究。

辛世文教授
  ─濟世為懷  促進生物工程研究

著名農業生物技術專家辛世文教授是全球首位複製

植物基因的科學家，現任中大生物學榮休講座教

授及生物學研究講座教授，亦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及國

際歐亞科學院院士。2008年，在辛教授領導下，中大

獲國家科學技術部批准，成立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

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2009年，辛教授出任善衡

書院院長。

如欲閱覽六位榮譽院士的讚辭，請登入：
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100517citation_c.pdf

第九屆榮譽院士頒授典禮

吳為山教授
  ─鬼斧神工  雕塑民族靈魂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雕塑院院長及

美術研究所所長吳為山教授，是

國際著名雕塑家，造詣非凡，曾獲英國皇

家「攀格林」獎，至今創作了五百餘件歷

史人物雕塑，包括齊白石、費孝通、荷蘭女王貝姬特麗克絲等像，並

為中大多位名人塑像。



劉遵義教授是享譽世界的經濟學家，1964年

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取得物理及經濟學理學士學

位，其後再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文學碩士

和哲學博士學位，1966年起任教史丹福大學經濟系，

1976年晉升正教授，1992年出任該系李國鼎經濟發展講

座教授，1992年至96年間擔任史丹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共同

主任。1997至99年間出任史丹福經濟政策研究所主任。

早在1966年，劉教授即建立了他的第一個中國計量經濟模型，

並不斷改良，他在經濟發展、經濟增長，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東

亞經濟研究成就卓越，現為計量經濟學會院士、台北中央研究

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院士，以及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他著有專書五種，曾於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一百六十多篇。

劉教授在2004年7月1日接替金耀基教授出任中大校長，在他

任內，大學在教學與研究均有長足發展，包括成立法律學院、

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微創醫療

技術培訓中心等；又設立華南腫瘤學、農業生物技術、植物化

學與西部植物資源可持續利用、合成化學四個國家重點實

驗室。大學在2005年參加「全國普通高校統一招生計

劃」，招收全國精英學生，2006年又為學生提

供雙學位選擇，此外，晨興、善衡、敬文、伍宜

孫、和聲五所新書院相繼成立。在深港合作方面，

中大成立中國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先進集成技

術研究所，並與深圳市政府簽訂合作備忘錄，研議建立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學院。為規劃校園長遠發展，大學制訂了

「校園發展計劃」；又籌得逾三十億港元，推動大學發展。以上

為劉校長六年任內建樹之犖犖大者。

在惜別會上，校董會鄭海泉主席將一座大學校徽模型贈予劉

校長留念，他說：「劉校長高瞻遠矚，深具國際視野。在他的

領導下，我們親睹中大茁壯成長，成為亞太區一所成就卓越

的高等學府。」接替劉校長的沈祖堯校長也感謝他的貢獻說：

「過去六年有賴劉校長出色的領導，中大才享有今天的傑出

成就。」

劉遵義校長感謝大學各成員六年來的支持，並說：「我已視自

己為『中大人』，未來亦會繼續支持中大。」劉校長卸任後，仍

擔任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

座教授，繼續服務中大。  

惜別劉遵義校長 

2010年6月30日為中大第六任校長劉遵義教

授任期最後一天，校董會主席鄭海泉博士

特舉行惜別會，歡送劉校長。前校長馬臨教授、

李國章教授、金耀基教授，以及多名大學校董及

同事均應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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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遵義教授是享譽世界的經濟學家，1964年

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取得物理及經濟學理學士學

位，其後再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文學碩士

和哲學博士學位，1966年起任教史丹福大學經濟系，

1976年晉升正教授，1992年出任該系李國鼎經濟發展講

座教授，1992年至96年間擔任史丹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共同

主任。1997至99年間出任史丹福經濟政策研究所主任。

早在1966年，劉教授即建立了他的第一個中國計量經濟模型，

並不斷改良，他在經濟發展、經濟增長，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東

亞經濟研究成就卓越，現為計量經濟學會院士、台北中央研究

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院士，以及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他著有專書五種，曾於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一百六十多篇。

劉教授在2004年7月1日接替金耀基教授出任中大校長，在他

任內，大學在教學與研究均有長足發展，包括成立法律學院、

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微創醫療

技術培訓中心等；又設立華南腫瘤學、農業生物技術、植物化

學與西部植物資源可持續利用、合成化學四個國家重點實

驗室。大學在2005年參加「全國普通高校統一招生計

劃」，招收全國精英學生，2006年又為學生提

供雙學位選擇，此外，晨興、善衡、敬文、伍宜

孫、和聲五所新書院相繼成立。在深港合作方面，

中大成立中國科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先進集成技

術研究所，並與深圳市政府簽訂合作備忘錄，研議建立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學院。為規劃校園長遠發展，大學制訂了

「校園發展計劃」；又籌得逾三十億港元，推動大學發展。以上

為劉校長六年任內建樹之犖犖大者。

在惜別會上，校董會鄭海泉主席將一座大學校徽模型贈予劉

校長留念，他說：「劉校長高瞻遠矚，深具國際視野。在他的

領導下，我們親睹中大茁壯成長，成為亞太區一所成就卓越

的高等學府。」接替劉校長的沈祖堯校長也感謝他的貢獻說：

「過去六年有賴劉校長出色的領導，中大才享有今天的傑出

成就。」

劉遵義校長感謝大學各成員六年來的支持，並說：「我已視自

己為『中大人』，未來亦會繼續支持中大。」劉校長卸任後，仍

擔任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

座教授，繼續服務中大。  

惜別劉遵義校長 

2010年6月30日為中大第六任校長劉遵義教

授任期最後一天，校董會主席鄭海泉博士

特舉行惜別會，歡送劉校長。前校長馬臨教授、

李國章教授、金耀基教授，以及多名大學校董及

同事均應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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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宜孫書院奠基典禮 伍宜孫書院於2010年6月9日舉行奠基典禮，標誌書院建築工

程順利展開。伍宜孫慈善基金會董事兼伍宜孫書院籌劃委

員會委員伍步昌先生（左二）、伍宜孫書院籌劃委員會委員伍尚宗

先生（右二）、中大校長劉遵義教授（左一），以及伍宜孫書院候任

院長李沛良教授（右一）主禮，近百大學成員及書院好友應邀出席。

劉遵義校長致歡迎辭時表示：「我相信伍宜孫書院的學生，一定會

用心學習，努力實踐『博學篤行』的院訓，將來學成之後，貢獻所

長，服務社會，不負捐款人的美意。」

書院厚蒙伍宜孫慈善基金會捐款成立。該基金會是已故之伍宜孫

博士於1982年設立，支持社會公益事業。伍博士熱心襄

贊教育，多次捐貲支持中大發展，包括在1973年

捐款一百萬港元設立「永隆銀行發揚中國文

化基金」，資助中國文化研究所之研究和

出版計劃。基金會秉承伍宜孫博士弘

德育才的崇高理想，在 2007年慨

捐巨款，成立伍宜孫書院。

伍宜孫書院建成後將為六百名學

生提供膳宿，也為不多於六百名走讀

生提供生活和學習的設施和服務，預期

於2012至13學年錄取首批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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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宜孫書院奠基典禮 伍宜孫書院於2010年6月9日舉行奠基典禮，標誌書院建築工

程順利展開。伍宜孫慈善基金會董事兼伍宜孫書院籌劃委

員會委員伍步昌先生（左二）、伍宜孫書院籌劃委員會委員伍尚宗

先生（右二）、中大校長劉遵義教授（左一），以及伍宜孫書院候任

院長李沛良教授（右一）主禮，近百大學成員及書院好友應邀出席。

劉遵義校長致歡迎辭時表示：「我相信伍宜孫書院的學生，一定會

用心學習，努力實踐『博學篤行』的院訓，將來學成之後，貢獻所

長，服務社會，不負捐款人的美意。」

書院厚蒙伍宜孫慈善基金會捐款成立。該基金會是已故之伍宜孫

博士於1982年設立，支持社會公益事業。伍博士熱心襄

贊教育，多次捐貲支持中大發展，包括在1973年

捐款一百萬港元設立「永隆銀行發揚中國文

化基金」，資助中國文化研究所之研究和

出版計劃。基金會秉承伍宜孫博士弘

德育才的崇高理想，在 2007年慨

捐巨款，成立伍宜孫書院。

伍宜孫書院建成後將為六百名學

生提供膳宿，也為不多於六百名走讀

生提供生活和學習的設施和服務，預期

於2012至13學年錄取首批學生。



濟世為懷的羅德學人

自小矢志行醫助人的醫科畢業生
鄭華哲在來自本地院校四十多

名精英中脫穎而出，獲選2010年港
區羅德學人。羅德獎學金在香港設立
二十多年，鄭華哲是第十三位中大培
育的羅德學人，也是本港首位膺此榮
譽的醫科生。他現在負笈牛津大學修
讀研究生課程，參與癌症研究工作，
並計劃學成後回港行醫。

中國文化研究生兼獲兩大獎學金

2010年中國文化研究哲學碩士畢業生李建深榮獲尤德爵士紀念基
金海外研究生獎學金，獲頒發港幣八十五萬元，赴美國普林斯頓大

學攻讀東亞藝術及考古學博士學位，專研中國戰國時代的銅器及漆器
藝術。他同時獲得該校頒發三十二萬美元的全額獎學金。

會計師專業資格試奪九獎

中大商學院畢業生於香港會計師公會2009至
10年度會計師專業資格課程考試中成績彪

炳，五名專業會計學課程及及一名主修財務的畢
業生，先後於去年12月及本年6月舉行的考試中名
列前茅，在全數十四個獎項中，榮獲九項殊榮（見
附表）。2009年專業會計學課程畢業生鄺惠雅
更是首名同時榮膺金獎及ICAEW/Simon Morris 
Memorial Prize的考生。

中大畢業生 獎項

鄺惠雅（中）  ·金獎
 · ICAEW/Simon Morris Memorial Prize
 ·單元丁（稅務）最佳成績

易榮濱（右）  ·銀獎

楊天偉（左）  ·銅獎
 · ICAEW/Simon Morris Memorial Prize

李孝晶  ·單元甲（財務報告）最佳成績

黎祉琦  ·單元丙（核數及資訊管理）最佳成績

劉希汶  ·銀獎

拓展商機奪金

商學生鄭營啟（右）及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碩
士生余卓謙（左）設計的「香港廚餘回收社會

企業」，於2010年9月出戰在長春吉林大學舉行的
第七屆「挑戰杯」中國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奪得
金獎。該計劃利用CNT技術，結合天然礦物，為微
生物提供理想的生長環境，同時除臭和提高肥效，
解決每天產生大量食物渣滓的問題。鄭營啟更把
計劃付諸實行，開展廚餘回收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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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世為懷的羅德學人

自小矢志行醫助人的醫科畢業生
鄭華哲在來自本地院校四十多

名精英中脫穎而出，獲選2010年港
區羅德學人。羅德獎學金在香港設立
二十多年，鄭華哲是第十三位中大培
育的羅德學人，也是本港首位膺此榮
譽的醫科生。他現在負笈牛津大學修
讀研究生課程，參與癌症研究工作，
並計劃學成後回港行醫。

中國文化研究生兼獲兩大獎學金

2010年中國文化研究哲學碩士畢業生李建深榮獲尤德爵士紀念基
金海外研究生獎學金，獲頒發港幣八十五萬元，赴美國普林斯頓大

學攻讀東亞藝術及考古學博士學位，專研中國戰國時代的銅器及漆器
藝術。他同時獲得該校頒發三十二萬美元的全額獎學金。

會計師專業資格試奪九獎

中大商學院畢業生於香港會計師公會2009至
10年度會計師專業資格課程考試中成績彪

炳，五名專業會計學課程及及一名主修財務的畢
業生，先後於去年12月及本年6月舉行的考試中名
列前茅，在全數十四個獎項中，榮獲九項殊榮（見
附表）。2009年專業會計學課程畢業生鄺惠雅
更是首名同時榮膺金獎及ICAEW/Simon Morris 
Memorial Prize的考生。

中大畢業生 獎項

鄺惠雅（中）  ·金獎
 · ICAEW/Simon Morris Memorial Prize
 ·單元丁（稅務）最佳成績

易榮濱（右）  ·銀獎

楊天偉（左）  ·銅獎
 · ICAEW/Simon Morris Memorial Prize

李孝晶  ·單元甲（財務報告）最佳成績

黎祉琦  ·單元丙（核數及資訊管理）最佳成績

劉希汶  ·銀獎

拓展商機奪金

商學生鄭營啟（右）及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碩
士生余卓謙（左）設計的「香港廚餘回收社會

企業」，於2010年9月出戰在長春吉林大學舉行的
第七屆「挑戰杯」中國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奪得
金獎。該計劃利用CNT技術，結合天然礦物，為微
生物提供理想的生長環境，同時除臭和提高肥效，
解決每天產生大量食物渣滓的問題。鄭營啟更把
計劃付諸實行，開展廚餘回收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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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博士生獲IBM全球英才計劃獎學金

計算 機 科 學 與工程學系博士生
鄭子彬，2009年對全球二萬多

個網絡服務程式進行性能分析，是同
類研究中規模最大者，其研究所得的
數據已獲二十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下
載。他憑此佳績從全球數百名候選人
中脫穎而出，奪得IBM博士生英才計劃
獎學金，並可於2010年到北京IBM中
國研究院實習三個月。

蟬聯管理個案賽冠軍

本校工商管理學院學生在「2009年大專聯校管理個案挑戰賽」再
度奪魁，憑處理一所科技公司的人事管理個案的出色表現，擊敗

一百四十多隊對手，除蟬聯冠軍外，也摘下季軍。冠軍隊由兩名工商管
理學士綜合課程一年級生（左起）劉奕亨和李浚軒，以及三名工商管理
學士—法律博士一年級生詹子浚、潘楚怡及王悅淇組成。

物流監控系統獲金獎

兩名電子工程學系學生洪榮鴻（左）及林浩（右）
率先應用無線電射頻識別技術（RFID）於物流

監控系統上，因而獲頒2009年度香港無線射頻識別
大獎金獎（大學生組）。該系統已吸引兩家公司進一
步開發，期望正式用於貨運上。

揚威中國大學 
莎劇賽

中大憑演出《第十二夜》，
在十二隊決賽隊伍中勝

出，成為於2010年5月31日至6
月2日舉行的「第六屆中國大學
莎劇比賽決賽」冠軍。陳 欣
同學（右）獲頒傑出女演員獎。
該項比賽由英文系及藝術行政
主任辦公室合辦。

大學賽艇九連冠

中大 划 艇 隊 在
8月22日舉行的

「成龍挑戰盃2010
年全港大學賽艇錦標
賽」中，連續第九年
奪得全場總冠軍，另
贏得男子組總冠軍和
女子組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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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人事任命
新任書院院長
•	 校董會委任哲學系冼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信廣來教授繼黃乃正	
教授出任新亞書院院長，任期四年，由2010年8月1日起生效。

•	 校董會委任市場學系教授陳志輝教授繼沈祖堯教授出任逸夫書院
院長，任期四年，由2010年7月1日起生效。

候任書院院長

校董會委任楊綱凱教授（左）為
敬文書院候任院長，另委任李沛
良教授（右）為伍宜孫書院候任
院長。

榮休講座教授
•	 李東教授（左）獲頒信息工
程學榮休講座教授名銜，由
2010年8月1日起生效。

•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張洪年教
授（右）獲頒榮休講座教授
名銜，由2010年10月1日起	
生效。

•	 陳茂波議員（左一）獲立法會議員推選，出任大學校董，任期三年，由
2010年2月26日起生效。

•	 陳志輝教授（左二）由2010年7月1日起以逸夫書院院長身分出任大
學校董。

•	 信廣來教授（右二）由2010年8月1日起以新亞書院院長身分出任大
學校董。

•	 梁耀堅教授（右一）獲逸夫書院院務委員會推選，繼陳志輝教授出任
大學校董，首次任期由2010年7月1日起至2011年7月31日止（即陳教
授未滿的任期）。

續任副校長 

校董會委任下列人士續任大學副校長：

•	 楊綱凱教授，任期一年，由2010年8月1日起生效；

•	 鄭振耀教授，任期二年，由2010年10月1日起生效；

•	 程伯中教授，任期二年，由2010年8月1日起生效；及

•	 許敬文教授，任期二年，由2011年1月1日起生效。

新任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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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榮與成就 

殊榮與成就    47

率學界之先奪環保金獎

周全的綠色措施、在2025
年前減少四分之一人均

能源消耗及五分之一人均溫室
氣體排放的遠大承擔，讓中大
獲得2009香港環保卓越計劃
評判團的嘉許，頒以該計劃成
立以來首個公營機構及公用
事業界別的「界別卓越獎」
金獎。該計劃由環境保護
運動委員會、環境保護
署及多所機構主辦，
今年共有四百零三所機構角逐「界別卓越獎」，中大得此榮譽，

為學界樹立了可持續發展的典範。

建築教授建愛心橋獲人道獎

建築學院吳恩融教授於2010年5月
獲香港紅十字會和香港電台合頒

的「香港人道年獎」。吳教授在2007年
創立無止橋慈善基金，至今帶領本港及
國內數百名大學生義工，在陝西、四川、
甘肅、貴州及雲南的貧農地區共完成了
十多個無止橋項目，帶來便捷與安全的
交通，惠及萬多名村民，此外，該基金
又在四川和青海開展地震災後重建項
目。吳教授的工作讓陷於水深火熱者感
受到人間有情，即使遠在數千里外，也
還是有關心他們的同胞。

歷史學教授獲選中研院院士

歷史學講座教授梁其姿於2010年7月獲台灣中
央研究院推選為第二十八屆新任院士（人文

及社會科學組），以表揚其傑出的學術成就。梁教
授是明清社會史和中國醫療社會史研究的開拓者。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左）頒環保獎項予中
大劉遵義校長

數學大師獲沃爾夫獎

本校博文講座教授、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丘
成桐教授成就再獲肯定，榮獲沃爾夫基金

會頒授2010年沃爾夫數學獎，是繼其師陳省身
教授1984年獲獎後，第二位獲此榮譽的華人，也
是史上第一位兼獲數學界兩項最高殊榮—菲
爾茲數學獎及沃爾夫數學獎的華人數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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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科研

學術科研    49

機械臂輔助切除前列腺腫瘤 成功案例達百宗

中大於於2005年把機械
臂輔助外科手術系統引

入香港，應用於泌尿外科手
術，迄今已成功為一百名病人
切除前列腺腫瘤，為泌尿外科
手術豎立新里程碑。為此，大
學特於5月舉行誌慶儀式。按
大學在2008年進行的一項臨
床研究，比較機械臂輔助前列
腺切除術與傳統開放式切除
術的治療結果，發現機械臂輔
助組別的輸血比率明顯較低，
住院期和置尿管時間都較短，
有助病人盡早康復及減低術
後復發機會。

預測末期腎病高危
人群的基因標記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
系副教授馬青雲

教授（右）與該系名譽臨
床助理教授蘇詠儀醫生
（左）的研究發現蛋白激
酶C-beta1（PRKCB1）是
糖尿病併發症的重要因

素，並確定了數個PRKCB1的基因變異，有助篩選末期腎病高危華人患
者。如對症下藥，可減少糖尿病末期腎病的風險達五至七成。研究跟進
了一千一百七十二名糖尿病患者，平均跟進期為八年，當中九十名在期
內發展至末期腎病。有關研究結果已刊載於2010年8月號的權威國際	
醫學期刊《美國醫學會雜誌》。

青光眼病人新希望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系主任兼林順潮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正為含
「鈉苯基丁」（Sodium	4-Phenylbutyrate，簡稱PB）的眼藥水申

請美國專利，期把PB用於青光眼治療。
服用類固醇藥物的人士如果對類固醇
過敏，便會導致小樑網細胞大量死亡，
失去清理積聚物的功能，排水口阻塞，
眼壓因此上升，最終演化成青光眼。實
驗證實，含PB的眼藥水能有效減少小
樑網細胞死亡，因此同時能預防及治療
因類固醇過敏而引起的青光眼。

新指數評估乙肝病者患癌風險

腫瘤學系與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耗時十年，設計了一套運算簡易的
肝癌風險指數，評估慢性乙型肝炎病者的患癌風險。研究人員跟

進一千零五名慢性乙肝患者的病情，發現了五項最重要的肝癌因素：年
齡、白蛋白數量、膽紅素數量、乙肝病毒數量及肝臟有否硬化；再利用
這五項因素，計算出肝癌風險指數，分成高中低三個風險組別，然後運
用以上指數，為四百二十四名慢性乙肝患者評估風險，再觀察不同風險
組別的患癌比例，以測試該指數的準確性。結果發現中及高風險患者的
患癌機會明顯較高。這套肝癌風險指數可用於評估所有慢性乙型肝炎
病者，以便優先為高風險病人治療。

(左起)	腫瘤學系陳林教授和莫樹錦教授，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陳力元教授和黃煒燊教授

(左起)	中大賽馬會微創醫療技術培訓中心主任吳國
偉教授、尹懷信教授、霍泰輝教授、梁智鴻醫生、鄧
家鳳女士、李錦滔教授、中大外科學系系主任賴寶山
教授及中大外科學系泌尿外科組主任葉錦洪教授主
持切餅儀式。



48    中文大學校刊  二零一零年第二期

學術科研

學術科研    49

機械臂輔助切除前列腺腫瘤 成功案例達百宗

中大於於2005年把機械
臂輔助外科手術系統引

入香港，應用於泌尿外科手
術，迄今已成功為一百名病人
切除前列腺腫瘤，為泌尿外科
手術豎立新里程碑。為此，大
學特於5月舉行誌慶儀式。按
大學在2008年進行的一項臨
床研究，比較機械臂輔助前列
腺切除術與傳統開放式切除
術的治療結果，發現機械臂輔
助組別的輸血比率明顯較低，
住院期和置尿管時間都較短，
有助病人盡早康復及減低術
後復發機會。

預測末期腎病高危
人群的基因標記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
系副教授馬青雲

教授（右）與該系名譽臨
床助理教授蘇詠儀醫生
（左）的研究發現蛋白激
酶C-beta1（PRKCB1）是
糖尿病併發症的重要因

素，並確定了數個PRKCB1的基因變異，有助篩選末期腎病高危華人患
者。如對症下藥，可減少糖尿病末期腎病的風險達五至七成。研究跟進
了一千一百七十二名糖尿病患者，平均跟進期為八年，當中九十名在期
內發展至末期腎病。有關研究結果已刊載於2010年8月號的權威國際	
醫學期刊《美國醫學會雜誌》。

青光眼病人新希望

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系主任兼林順潮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正為含
「鈉苯基丁」（Sodium	4-Phenylbutyrate，簡稱PB）的眼藥水申

請美國專利，期把PB用於青光眼治療。
服用類固醇藥物的人士如果對類固醇
過敏，便會導致小樑網細胞大量死亡，
失去清理積聚物的功能，排水口阻塞，
眼壓因此上升，最終演化成青光眼。實
驗證實，含PB的眼藥水能有效減少小
樑網細胞死亡，因此同時能預防及治療
因類固醇過敏而引起的青光眼。

新指數評估乙肝病者患癌風險

腫瘤學系與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耗時十年，設計了一套運算簡易的
肝癌風險指數，評估慢性乙型肝炎病者的患癌風險。研究人員跟

進一千零五名慢性乙肝患者的病情，發現了五項最重要的肝癌因素：年
齡、白蛋白數量、膽紅素數量、乙肝病毒數量及肝臟有否硬化；再利用
這五項因素，計算出肝癌風險指數，分成高中低三個風險組別，然後運
用以上指數，為四百二十四名慢性乙肝患者評估風險，再觀察不同風險
組別的患癌比例，以測試該指數的準確性。結果發現中及高風險患者的
患癌機會明顯較高。這套肝癌風險指數可用於評估所有慢性乙型肝炎
病者，以便優先為高風險病人治療。

(左起)	腫瘤學系陳林教授和莫樹錦教授，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陳力元教授和黃煒燊教授

(左起)	中大賽馬會微創醫療技術培訓中心主任吳國
偉教授、尹懷信教授、霍泰輝教授、梁智鴻醫生、鄧
家鳳女士、李錦滔教授、中大外科學系系主任賴寶山
教授及中大外科學系泌尿外科組主任葉錦洪教授主
持切餅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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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兒童單孔微創手術

單孔微創手術儀器體積一般只適用於成人，且只能單次使用，價錢
昂貴。外科學系小兒外科及小兒泌尿外科組最近革新技術，以交

叉方式把傳統直身微創手術儀器
放進兒童體內進行單孔微創手術，
自去年10月起，已在威爾斯親王醫
院成功為三十多位三至十五歲的
兒童以此技術進行簡單的闌尾切
除手術以至複雜的脾臟和腎臟切
除手術。此外更於本年5月成功在
兒童身上進行單孔微創半腎及輸尿
管切除術。目前醫學文獻尚未有同
類手術的成功案例。

資助機構 /基金 金額（港元） 資助項數

愛滋病信託基金 4,211,858 5

禁毒基金 2,013,687 2

蔣經國基金會 81,113 1

裘槎基金 768,000 3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1,103,720 2

歐洲糖尿病研究基金會 1,607,635 1

食物及衞生局 2,102,059 2

佛山市南海三山物流發展有限公司 5,169,197 1

廣東省科學技術廳 34,849 1

谷歌	Focused	Grant	Project‘Mobile	2014’ 543,022 1

衞生及醫療服務研究基金 19,465,163 16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297,752 1

香港藝術發展局 1,073,500 2

香港急症科醫學院 200,000 2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1,497,700 1

創新及科技基金 35,585,517 19

國際糖尿病聯盟 304,895 1

Jacobs	Foundation 155,938 1

昆明植物研究所 116,165 1

微軟亞洲研究院 231,000 3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50,000 1

Osteosynthesis	and	Trauma	Care	Foundation	Research	Grant 387,917 1

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 210,000 2

優質教育基金 6,037,710 7

質素提升津貼計劃 3,428,000 2

研究資助局－富布萊特（香港）資深學人計劃 334,800 2

研究資助局－富布萊特（香港）青年學人計劃 544,760 3

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3,040,000 1

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 44,358,336 17

余兆麒醫療基金 2,244,343 4

日本住友財團基金會 156,658 2

美國國防部 698,251 1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 1,642,924 1

十五所中學及私人捐款 1,630,000 1

一百一十一項研究獲資助一億四千餘萬元

中大於2010年2月至10月期間，錄得政府、本地及海外的私人基金
撥款一億四千一百多萬元，資助本校科研活動。簡列如下：

(左起)	外科學系小兒外科及小兒泌尿外科組
主任李劍雄醫生、外科學系系主任賴寶山教
授及小兒外科及小兒泌尿外科組名譽臨床助
理教授譚煜謙醫生與病人合照

研發新一代環保校舍

建築學院朱競翔教授率領的研究小組於
2010年夏在四川鹽源縣瀘沽湖鎮建成能

源效益及空間設計更臻完善的第二所新芽學
堂。這座單層校舍佔地二百六十平方米，設有三
間教室和一個閱讀空間，超過九成的構件在工
廠預製，組裝僅需十四天，造價低廉，抗震等級
達麥加利地震烈度十度，壽命可達二十年以上，
利用溫差效應、煙囱效應保持冬暖夏涼，亦善
用清潔能源，裝置風力發電機，為LED燈具供
電，全部照明只消耗能量1.2千瓦。房間之間的
半透明牆壁透光而可阻隔聲音，只需調整門扇，即可靈活製造不同用
途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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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兒童單孔微創手術

單孔微創手術儀器體積一般只適用於成人，且只能單次使用，價錢
昂貴。外科學系小兒外科及小兒泌尿外科組最近革新技術，以交

叉方式把傳統直身微創手術儀器
放進兒童體內進行單孔微創手術，
自去年10月起，已在威爾斯親王醫
院成功為三十多位三至十五歲的
兒童以此技術進行簡單的闌尾切
除手術以至複雜的脾臟和腎臟切
除手術。此外更於本年5月成功在
兒童身上進行單孔微創半腎及輸尿
管切除術。目前醫學文獻尚未有同
類手術的成功案例。

資助機構 /基金 金額（港元） 資助項數

愛滋病信託基金 4,211,858 5

禁毒基金 2,013,687 2

蔣經國基金會 81,113 1

裘槎基金 768,000 3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1,103,720 2

歐洲糖尿病研究基金會 1,607,635 1

食物及衞生局 2,102,059 2

佛山市南海三山物流發展有限公司 5,169,197 1

廣東省科學技術廳 34,849 1

谷歌	Focused	Grant	Project‘Mobile	2014’ 543,022 1

衞生及醫療服務研究基金 19,465,163 16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297,752 1

香港藝術發展局 1,073,500 2

香港急症科醫學院 200,000 2

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 1,497,700 1

創新及科技基金 35,585,517 19

國際糖尿病聯盟 304,895 1

Jacobs	Foundation 155,938 1

昆明植物研究所 116,165 1

微軟亞洲研究院 231,000 3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 50,000 1

Osteosynthesis	and	Trauma	Care	Foundation	Research	Grant 387,917 1

專業服務發展資助計劃 210,000 2

優質教育基金 6,037,710 7

質素提升津貼計劃 3,428,000 2

研究資助局－富布萊特（香港）資深學人計劃 334,800 2

研究資助局－富布萊特（香港）青年學人計劃 544,760 3

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3,040,000 1

控制傳染病研究基金 44,358,336 17

余兆麒醫療基金 2,244,343 4

日本住友財團基金會 156,658 2

美國國防部 698,251 1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 1,642,924 1

十五所中學及私人捐款 1,630,000 1

一百一十一項研究獲資助一億四千餘萬元

中大於2010年2月至10月期間，錄得政府、本地及海外的私人基金
撥款一億四千一百多萬元，資助本校科研活動。簡列如下：

(左起)	外科學系小兒外科及小兒泌尿外科組
主任李劍雄醫生、外科學系系主任賴寶山教
授及小兒外科及小兒泌尿外科組名譽臨床助
理教授譚煜謙醫生與病人合照

研發新一代環保校舍

建築學院朱競翔教授率領的研究小組於
2010年夏在四川鹽源縣瀘沽湖鎮建成能

源效益及空間設計更臻完善的第二所新芽學
堂。這座單層校舍佔地二百六十平方米，設有三
間教室和一個閱讀空間，超過九成的構件在工
廠預製，組裝僅需十四天，造價低廉，抗震等級
達麥加利地震烈度十度，壽命可達二十年以上，
利用溫差效應、煙囱效應保持冬暖夏涼，亦善
用清潔能源，裝置風力發電機，為LED燈具供
電，全部照明只消耗能量1.2千瓦。房間之間的
半透明牆壁透光而可阻隔聲音，只需調整門扇，即可靈活製造不同用
途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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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復旦–早稻田
合辦亞洲商業課程

中大於2010年8月26日與
復旦大學及早稻田大學

假上海舉行「中大–復旦–
早稻田聯合亞洲商業課程意
向書」簽署儀式。三校將於
2011年9月首辦課程，合作培
育亞洲商業人才。學生會先後在三所院校一起學習三個學期，包括課堂
學習和課外體驗，了解上海、香港及東京三個國際大都會的商業運作，
感受不同生活文化，並學習當地語言。

善衡書院兩宿舍命名

善衡書院兩座學生宿舍何添堂及
利國偉堂的命名禮於2010年5月

27及28日舉行，分別由何添夫人、利國
偉博士伉儷親臨揭幕，嘉賓盈百，包括
何添博士和利國偉博士的家人、大學
同仁及友好等。

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奠基

(左起)	兩位羅桂祥基金董事
陳羅慕連女士和羅開敦先
生、中大外科榮休講座教授
李國章教授、羅桂祥基金主
席羅德承博士、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周一嶽醫生、維他奶
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執行主席
羅友禮先生、沈祖堯校長、羅
桂祥基金董事羅慕貞女士及
羅慕玲女士

大學於2010年9月1日舉行羅桂祥綜合生物醫學大樓奠基典禮。為了
答謝羅桂祥基金惠贈一億五千萬港元支持大學發展，這座高九

層、總建築面積達一萬八千二百多平方米的新大樓，特以已故維他奶集
團及羅桂祥基金創辦人羅桂祥博士命名。大學將成立羅桂祥生物醫學
研究基金，支持大豆及其他主糧食品的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霍英東遙感科學館揭幕

霍英東遙感科學館於9月28日舉行開幕典禮，這座與衞星遙感地面
接收站相連接的大樓，蒙霍英東基金會於2005年惠捐四千萬港

元成立。科學館位於校園頂峰，設有衞星遙感地面接收站控制室，收集
實時衞星圖像及環境數據，為重點區域編製即時環境監測分析報告，並
有多個研究實驗室，供地球信息及地球系統科學研究。

(左起)	劉遵義教授、何厚鏘先生、何添夫
人、何厚浠先生、何子樑醫生，以及辛世
文教授為何添堂揭幕

(左起)	校長劉遵義教授、利國偉博士伉
儷以及辛世文教授為利國偉堂揭幕

(左起)	沈祖堯校長、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教授及早
稻田大學校長白井克彥教授

(左起)	校長沈祖堯教授，霍英東基金會董事霍震宇先生、霍震寰先生及霍震霆先生，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董建華博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
主任李剛先生，國家外交部駐香港特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呂新華先生，中國科學院對地觀測與
數字地球科學中心主任郭華東教授，以及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所長林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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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復旦–早稻田
合辦亞洲商業課程

中大於2010年8月26日與
復旦大學及早稻田大學

假上海舉行「中大–復旦–
早稻田聯合亞洲商業課程意
向書」簽署儀式。三校將於
2011年9月首辦課程，合作培
育亞洲商業人才。學生會先後在三所院校一起學習三個學期，包括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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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校長劉遵義教授、利國偉博士伉
儷以及辛世文教授為利國偉堂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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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李剛先生，國家外交部駐香港特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呂新華先生，中國科學院對地觀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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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牌匾揭幕

大學在2010年5月8日於校友園為一列誌記校友捐贈的牌匾舉行揭
幕典禮。中大校友對母校一向愛護支持，單就2004至2009年，校

友捐款額總額已逾一億港元。為表謝意，大學特豎立牌匾誌之。多位受
惠學生當日亦出席典禮，親自向資助他們的學長致謝。

齊賞樹木之美

樹木之科學與藝術展及
綠色活動雙周於2010

年10月5至15日假邵逸夫堂舉
行，展覽內容包括校園植物的
圖片、全港首個完備的校園樹
木互動地圖及網上短片圖文
資源數據庫，從科學及藝術角
度展示校園樹木之美。展覽期
間亦為中大生及中學生舉辦樹木講座及導賞，並有樹木護理技術示範。
上述活動屬中大樹木計劃，該計劃由恒生銀行贊助，國際著名的植物學
家、中大中醫學榮譽講座教授胡秀英博士（前排坐者）及其門生左治強
先生（右一）發起，為期三年，自2008年7月推出以來，發展了多項樹木
互動資源如校園樹木地圖、數據庫及標籤，制定校園樹木徑，並舉辦多
元化的樹木教育活動。

專業進修學院四十五周年院慶

專業進修學院於2010年5月1日假太古城中心舉行四十五周年院慶
開幕禮，為一連串院慶活動揭開序幕。學院一直以「專業教育，人

文傳統」為辦學宗旨，提供的課程廣及管理、行政、資訊科技、設計、藝
術、音樂、哲學、文化及宗教等範疇。

前校長高錕爵士雕像揭幕

中大在2010年9月27日為高錕爵士雕像舉行揭幕典禮。高爵士（左
二）是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也是中大前校長。為了表揚

他傑出的科學成就，並帶領大學取得長足的發展，大學特邀請國際著名
雕塑家吳為山教授（右二）為他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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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公開講座系列

中大在2010年3月至6月，假香港中央圖書館分兩系列舉辦了七場博文
公開講座。

第一系列首場講座由人文學科講座教授北島（趙振開）教
授主講，題為「想像與創造的空間」。他指出詩歌與嚴肅
文學可以彌補正規教育中創造性與想像力的不足，成為香
港市民精神生活的日常形態。工商管理學院院長黃德尊教
授以「良好管治─香港在建設中國金融市場所扮演的角
色」為題，討論香港巿場對內地上巿公司的價值。「千年榮
華今何在─古埃及文明探幽」講座的聽眾，在歷史學講
座教授蒲慕州的引領下，探討木乃伊、金字塔等蘊含的古
埃及文明。電子工程學系許正德教
授主講的「光纖通訊─綠色科技
的體驗」，以普及科學的角度介紹
光纖通訊，分析這項綠色科技的發
展。

第二系列以「香港傳媒生態：利潤與
責任」為首，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少南
教授分析目前媒介的操守問題，關
鍵在於媒介老闆把盈利放在首位，
忽略社會功能。醫學院外科學系系
主任賴寶山教授主講的「刀下怎留
人？」，則講述現代手術流程及系統
設計如何提高手術的質量並降低其
風險。最後一講是生物系關海山教
授主講的「人類基因的迷思」。

星雲大師說禪

著名宗教領袖、台灣佛光山開山宗長星
雲大師於2010年4月13日傍晚假本校邵
逸夫堂主講「禪與悟」。千多名中大教職
員、學生和公眾人士慕名而來，聽他暢談
佛理。

星雲大師深入淺出，解釋禪為何物。又以
多個禪公案和故事，開示悟禪的法門。他

說參禪就如做學問，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所以必須打破沙
鍋問到底。

文學節光采綻放校園

兩項由英文系統籌的2010年Man
香港國際文學節活動於3月15日在
校園舉行。

曾獲英聯邦協會最佳首作獎和
David	Higham	 Prize小說獎的
印度作家Vikram	Chandra主講
「Reading	Gangsters,	Writing	
Cops」，娓娓而談他如何與警察和
黑幫接觸，為其九百頁的罪案驚慄
小說Sacred	Games搜集第一手
資料。

同日下午，英文系系主任Prof.	 Simon	Haines（左）則主持「與Les	
Murray對話」。Les	Murray（右）是著名澳洲詩人，T.S.	Eliot	Prize	 for	
Poetry、Queen’s	Gold	Medal	for	Poetry及Mondello	Prize的得主。
他於席上朗讀其詩作和暢論寫作。

李少南教授

賴寶山教授

關海山教授

北島（趙振開）教授

黃德尊教授

蒲慕州教授

許正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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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國務卿談亞洲發展

前美國國務卿及史丹福大學胡
佛研究所Thomas	 and	 Barbara	
S t e p h e n s o n公共政策資深研
究員康多莉扎．賴斯教授（Prof.	
Condoleezza	Rice）於2010年3月
19日應邀蒞校主講「未來的亞洲」。
當天演講廳高朋滿座，逾千名中大
教職員和學生、政府官員、商界領
袖、公眾人士和傳媒出席。

賴斯教授在講座中對亞洲未來表示
樂觀，但指出緊隨繁榮而來的乃是確保區內安全的責任。她也談及亞
洲各國發展，並透闢分析這些國家面對的困難與機遇。

英國首席衞生官論公共衞生與藝術

英國衞生部首席衞生官利安姆．唐
納森爵士（Sir	Liam	Donaldson）應
邀擔任偉倫訪問教授，於2010年3月
26日主講「公共衞生與藝術」。過去
二百年來，歐洲城市工業革命造成
的疾病和社會災難導致了現代公共
衞生運動的誕生，其間公共衞生經
歷了從個人、公眾和政治環境之間的
轉變。唐納森爵士的演講闡述了從
十九世紀到現代公共衞生與藝術之
間的關係。

破解宇宙大爆炸之謎

大學邀得歐洲核子研究組織高級科學家阿爾貝特．德勒克教授（Prof.	
Albert	de	Roeck，前排左四）到訪，並於2010年4月26日向近三百名大
學及中學生公開演講，介紹該組織在日內瓦的粒子物理研究計劃，以及
大強子對撞機的運作。

講座前，大學副校長及物理學講座教授楊綱凱（前排左五）先向觀眾簡
介多個關於粒子物理學的有趣課題，包括一百三十七億年前宇宙大爆
炸發生時的情況。講座後，物理系朱明中教授隨即與學生討論粒子物
理學的新發展。

中國駐印尼大使剖析東盟關係

前外交部發言人、現任中國駐印尼大使
章啟月女士應邀於2010年9月8日蒞校
主講「中國的外交政策和中國─東盟
關係」，吸引近二百人出席。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2010年初起
正式啓動，成為涵蓋十一個國家、近
二十億人口的巨大經濟體，是繼北美
自由貿易區、歐盟之後的第三大自由貿
易區。章女士指出，中國與東盟相互理
解與支持，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締造了互利雙贏的局面、和平穩定的發
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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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oleezza	Rice）於2010年3月
19日應邀蒞校主講「未來的亞洲」。
當天演講廳高朋滿座，逾千名中大
教職員和學生、政府官員、商界領
袖、公眾人士和傳媒出席。

賴斯教授在講座中對亞洲未來表示
樂觀，但指出緊隨繁榮而來的乃是確保區內安全的責任。她也談及亞
洲各國發展，並透闢分析這些國家面對的困難與機遇。

英國首席衞生官論公共衞生與藝術

英國衞生部首席衞生官利安姆．唐
納森爵士（Sir	Liam	Donaldson）應
邀擔任偉倫訪問教授，於2010年3月
26日主講「公共衞生與藝術」。過去
二百年來，歐洲城市工業革命造成
的疾病和社會災難導致了現代公共
衞生運動的誕生，其間公共衞生經
歷了從個人、公眾和政治環境之間的
轉變。唐納森爵士的演講闡述了從
十九世紀到現代公共衞生與藝術之
間的關係。

破解宇宙大爆炸之謎

大學邀得歐洲核子研究組織高級科學家阿爾貝特．德勒克教授（Prof.	
Albert	de	Roeck，前排左四）到訪，並於2010年4月26日向近三百名大
學及中學生公開演講，介紹該組織在日內瓦的粒子物理研究計劃，以及
大強子對撞機的運作。

講座前，大學副校長及物理學講座教授楊綱凱（前排左五）先向觀眾簡
介多個關於粒子物理學的有趣課題，包括一百三十七億年前宇宙大爆
炸發生時的情況。講座後，物理系朱明中教授隨即與學生討論粒子物
理學的新發展。

中國駐印尼大使剖析東盟關係

前外交部發言人、現任中國駐印尼大使
章啟月女士應邀於2010年9月8日蒞校
主講「中國的外交政策和中國─東盟
關係」，吸引近二百人出席。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2010年初起
正式啓動，成為涵蓋十一個國家、近
二十億人口的巨大經濟體，是繼北美
自由貿易區、歐盟之後的第三大自由貿
易區。章女士指出，中國與東盟相互理
解與支持，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締造了互利雙贏的局面、和平穩定的發
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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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的角色

澳洲國立大學校長伊恩．查布	
教授（Prof.	Ian	Chubb）應邀於	
2010年9月9日主講「澳洲與
亞洲的聯繫─國立大學的角
色」，約一百二十名嘉賓出席。

查布教授指出，澳洲國立大學的
亞太地區事務教學與研究，是
澳州的重要國家資源，也是把
學者和決策者、整體澳洲社會，
乃至國際社會連繫起來的橋樑，有助促進國與國之間人民的互信，並加
強澳洲對亞洲事務的參與。

辣椒．薄荷與痛

逸夫書院邀得2010年邵逸夫生命科
學及醫學獎得主大衞．朱利雅斯教
授（Prof.	David	Julius）於2010年	
9月29日假書院大講堂主講「從辣椒
到薄荷：利用天然物質探究痛覺機
理」，作為書院銀禧院慶活動之一。
近五百名聽眾出席。

朱利雅斯教授現為加州大學三藩市
分校生理學系主任及教授，他的研

究發現了人類感知疼痛和溫度的機制，更為開發治療慢性痛症的藥物
提供重要啟示，因而獲頒邵逸夫生命科學及醫學獎。





一書在手，感覺踏實。然而，為減少大量印刷對環境造成的損害，請與朋友分享本冊，或
上網（www.cuhk.edu.hk/iso/bulletin）閱覽。謝謝您愛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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