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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日期：2021年 11月 9日 

 

香港桂冠論壇於 2021 年 11 月 16 至 18日舉行「智者‧智講」活動  

讓世界知名科學家勾勒出科學領域的繆思 

 

繼上月成功舉辦「首屆論壇前奏活動」系列的首個主題—「科學解密」，香港桂冠論壇

將於 2021年 11月 16至 18日假香港青年協會總部舉行第二主題「智者‧智講」。是次

活動有世界知名和獲獎科學家作演講嘉賓的研討會和對談會。 

 

「智者‧智講」將匯聚 10 多位知名科學家，包括邵逸夫獎得獎者、科學突破獎得獎者、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金獎得獎者、菲爾茲獎得獎者和皇家獎章得獎者，分別就生命

科學與醫學、天文學及數學科學這三大學科進行分享。科學家們不單會與參加者講述

他們的研究課題和應用，更會分享他們的研究過程和個人經驗。 

 

研討會將以「線上 + 線下」形式舉行，與親身來到現場的本地參加者和其他來自全球

的線上參加者交流；本地講者亦會親臨現場，而身處海外的講者，則會透過 3D 全息

投影（hologram）到現場，與參加者一起作分享，增添真實感。 

 

論壇委員會主席唐偉章教授, BBS, JP表示：「鑒於疫情關係，很遺憾身處香港境外的

應邀獲獎科學家未能親臨現場與我們分享他們發人深省和鼓舞人心的研究歷程。但為

了提供一個模擬直接學術交流的環境，以連繫當代及新一代的科學領袖，我們利用最

先進的技術，將來自世界各地的講者以全息投影技術帶到現場。我們相信這對參加者

來說將是一次引人入勝且激動人心的體驗。」 

 

除了研討會外，爲期三天的活動還設有與年輕科學家的對談環節，被選中的參加者更

有機會與世界知名科學家進行直接對談。 

 

唐教授補充：「我們相信這些無界限的對談環節能成爲參加者的催化劑，特別是傑出的

科學家、年輕科學科學家和對科學感興趣的年輕一代，使他們繼續追求科學和計劃好



前面的研究旅程。」 

 

傳媒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李婉瑜 

電話: (852) 2905 6504 

電郵: michelleli@hklaureateforum.org  

 

有關香港桂冠論壇 

香港桂冠論壇（下稱「論壇」）是由論壇委員會舉辦的年度科學交流活動。該論壇旨在

成為聯繫當代和新一代科學界領袖的世界級學術交流盛會，提升香港和世界各地年輕一

代對不同科學和科技領域，特別是在天文學、生命科學與醫學及數學科學的認識和興趣。

首屆香港桂冠論壇將於 2022 年 11月 7至 12日假香港科學園舉行。 

 

論壇委員會於 2019 年 5 月成立，由李兆基基金會全額贊助。邵逸夫獎基金會是論壇

委員會的主要合作伙伴，該基金會致力於舉辦年度國際大獎「邵逸夫獎」。自成立以來，

香港桂冠論壇一直致力在社區和世界各地推廣科學，並積極籌備首屆論壇。 

 

網頁:     https://www.hklaureateforum.org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HKLaureateForum 

Twitter:   https://www.twitter.com/HKLaureateForum 

微博:   https://www.weibo.com/hklaureateforum 

LinkedIn: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hklaureate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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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智者‧智講」活動詳情 

 

智者‧智講 

日期： 

2021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 生命科學與醫學 

2021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三）— 天文學 

2021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 數學科學 

時間： （香港時間）下午 5時 至 7時正 

對象： 
學術和/或科學機構和組織的成員（特別是科學家、研究人員

和新進年輕科學家）；青年團體成員和高中生 

語言： 英語 

地點： 

(只適用於本地參加者) 
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8樓 (鰂魚涌港鐡站 C出口) 

  

生命科學與醫學 

2021 年 11 月 16 日 

下午 5 時 至 7 時正 

天文學 

2021 年 11 月 17 日 

下午 5 時 至 7 時正 

數學科學 

2021 年 11 月 18 日 

下午 5 時 至 7 時正 

Prof Goncalo CASTELO-

BRANCO  

 2021 Göran Gustafsson 

Prize 得獎者 

 卡羅琳斯卡學院神經生物學

教授 

 

孔繁毅教授 

 世界傳染病和免疫學疾病協

會董事會及創始成員 

 香港大學內科學系臨床教授 

 

盧煜明教授 

 2021 年科學突破獎–生命科

學獎及 2021 年生物學科「皇

家獎章」得獎者 

朱明中教授 

 2016 年基礎物理學突破獎

得獎團隊 - 大亞灣中微子

實驗團隊成員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教授 

  

Prof Francoise COMBES  

 2021 歐萊雅-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傑出女科學獎及 2020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金獎

得獎者 

 巴黎天文台 - 天體物理學

家 

  

Prof Simon D M WHITE  

 2017 年度邵逸夫天文學獎

得獎者 

Prof Jean-Michel BISMUT  

 2021 年度邵逸夫數學科學獎得

獎者 

 巴黎-薩克雷大學數學系榮休

教授 

  

Prof Pierre-Louis LIONS 

 1994 年菲爾茲獎得獎者 

 法蘭西公學院及巴黎綜合理工

學院教授 

  

莫毅明教授 

 香港大學謝仕榮衛碧堅基金教

授(數學)暨數學系講座教授 

 中國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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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

(研究)、化學病理學系系主

任及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

所長 

  

徐立之教授 

 香港科學院創院院長 

 前香港大學校長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天體物理

研究所前所長 

  

楊綱凱教授 

 邵逸夫獎理事會主席及評審

會副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榮休教

授 

汪揚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大學拓

展）兼數學系講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大數據生物智能

實驗室主任 

#
講者資料以香港桂冠論壇網頁為主，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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