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啟明醫生在香港出生及成長，他在家中排行第二。他

認為擁有一位比他年輕十歲的弟弟對他的成長有著深遠

的影響:「當我十三歲的時候他只有三歲,我從照顧他的

經驗當中學會耐心與分享的重要性。」

葉醫生的求學道路十分

漫長及有趣。他在聖類

斯學校完成小學及中學

教育，並在香港大學接

受醫學訓練。在完成第

三年醫學院課程後，他

先選擇從事為期一年的

病理學研究才繼續最後

兩年的臨床醫學課程。

「這是一個並不普遍的

選擇，因為你將較其

他同學延遲一年才能畢

業。然而這一年的經驗

對我以後行醫的道路影響卻極為深遠，使我時刻都意識

到科研在現代醫學的重要性。」於完成醫學課程後，因

著多方面的興趣，葉醫生更先後完成了多達五個包括傳

染病學、旅遊醫學、流行病學、統計學及應用數學等不

同學科的碩士學位。「不同學科的訓練讓我可以從多個

不同的角度分析問題，跨學科的知識往往能讓我對複雜

的問題找到更簡單的解決方法。」對於即將要面臨選科

抉擇的同學，葉醫生的建議是盡量以興趣為先。「能學

習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是世間最美妙的事情，亦往往更能

收事半功倍之效。」在未來的日子裏，葉醫生更希望有

機會修讀法律、佛學、及藝術史方面的課程。

葉醫生在其醫學事業上亦曾作多方面的嘗試。在畢業後

他曾投身前線醫療工作達十年之久。其間曾於包括內科

病房、急症室、深切治療部、醫院感染控制等不同的部

門受訓及服務。於2003年沙士後葉醫生決定暫別他的

同事及病人，並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他所醉心之流行病

學。回港後他曾於衛生防護中心工作，專事流行病學監

測，主要負責以數學方法完善及發展更有效的傳染病

監測系統。「我喜歡嘗試不同並具有挑戰性的工作，更

希望有機會可以把從不同學科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到工作

上。」現在葉醫生為香港大學醫學院之臨床助理教授，

主要從事教學及公共衛生方面的研究。

於工餘的時間，葉醫

生喜歡到不同的地方

旅遊。從前他熱愛較

刺激的活動如潛水及

水底攝影，現在則更

享受和他剛滿兩歲的

女兒靜書從事一些簡

單的活動，例如到公

園玩滑梯，或到公共

圖書館借閱她所喜愛

的兒童書籍。

葉醫生攝於去年舉行的《口罩及手部

衛生可減少流感於家居傳播》記者招

待會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公共衛生學院

衞生署

葉醫生和女兒靜書

認識我們的

研究小組成員

葉啟明醫生

九七的兒女 
通訊

2010年8月

十三歲時的葉醫生
喜歡的食物 – 非常苦的黑朱古力

喜歡的顏色 – 粉藍、粉紅、粉紫

喜歡的動物 – 各種魚類及海洋生物

喜歡的活動 – 游泳、網球



李樂君

春節假期，人們有的到外旅遊、有的與親朋戚友拜年、

有的逛街看電影，各有不同。年初五時，我幸運地能參

觀香港大學一些嶄新的醫學部門。 

我和媽媽與同行的參加者先聽了一個由Connie姐姐主持

的講座。透過講座的問答遊戲，我對「九七的兒女」的

認識增加了不少，我知道了一些關於「九七的兒女」的

特別知識。更知道「九七的兒女」的職員是中西合璧，

我的領隊，Tim哥哥是一位外國人，但會說一點兒廣東

話。

接著，我們便到另一座大樓參觀醫學圖書館。當我踏進

圖書館時，真的吃了一驚！我從來沒有到過一間學校有

那麼多的藏書量。這個醫學圖書館共有兩層；上層是中

文書及自修室，下層是英文書和擺放電腦的。原來香港

大學的總藏書量有多於200萬本書呢！

當我們拜訪完圖書館後，就參觀了香港唯一的基因研究

中心。我們到了不同的實驗室去看基因測試的過程。當

中的機器動輒幾百萬元，足夠買一層住宅了！在研究中

心裡，我們能分析不同的東西，例如人們生病的原因，

還可以找出幾百條DNA。最重要的是，它的價值是能貢

獻社會。

到了中午，我們與林教授一起吃了美味的午餐。之後就

坐接送車到數碼港的「九七的兒女」研究中心。研究中

心很大，有很多的職員在用心地工作。我們影了一張大

合照，職員更送我們每人一份小禮物。

時間過得很快，今天的參觀活動完了，但我相信，我們

「九七的兒女」

「九七的兒女」的活動 -- 新春港大遊已於二月十八日順

利舉辦。當天我們很高興招待了十二個家庭，我們除了參

觀香港大學醫學院，更與系主任林大慶教授共進午餐。雖

然當天天氣十分寒冷，但亦無損「九七的兒女」的成員的

興致！兩位「九七的兒女」親筆撰文，描述了當天的所見

所聞。盼望你們也能藉此分享我們的喜悅，更希望日後有

機會和其他成員見面！

在活動中學到了不少東西。這次有趣的經歷，真是令人刻

骨銘心，回憶更留在腦海中，永世難忘。

Cho Sun Yan Cindy   曹新欣

Today, I visited HKU with my Mum and other chil-
dren who were born in 1997. I met some workers of 
the group like Connie, Cynthia, Ryan and Tim. We 
even got to speak with Prof. Lam and had lunch with 
him. The most interesting place was the Genome 
Centre since there were large and expensive ma-
chines. It also amused me that the medical library 
was so big and had many books inside. The librarian 
told us we could borrow 60 books at a time and we 
could borrow books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nd around the world. At lunchtime, we went to 
the restaurant on the 7th floor of the Faculty of Med-
icine Building. It was really great and the pudding 
was delicious. Lastly, we went to the office in Cyber-
port. After the trip, I understood more about the hard 
work of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and I hope in a 
few years, I can go to HKU as a student and enjoy 
all those wonderful facilities.

新春港大遊



參與家庭：陳奕匡及其父母新春港大遊

在上一期的通訊中，我們曾邀請您們參加一項關於

骨質密度的試驗研究(DEXA)。我們收到了許多家

庭的回覆，實在非常感謝大家踴躍報名。但由於名

額有限，我們從中隨機抽出了40個家庭，並於今年

四月份圓滿完成了是次試驗研究。相信參與者已收

到檢查報告，數據分析也在進行當中。

我們謹此再次衷心地感謝所有的參與家庭，在百忙

之中抽出時間來配合我們的研究。你們的守時、理

解和耐心，填寫問卷時的認真和不厭其煩，醫生抽

血時小朋友的勇敢，都讓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整個研究過程正因為有你們的配合，進行得井然有

序。

我們即將會邀請更多成員參與本研究，期待與各位

九七的兒女的小朋友及家長見面。希望大家密切留

意稍後公布的有關詳情。如有任何疑問，歡迎大家

與我們聯絡。

骨質密度的試驗研究
(DEXA)

「九七的兒女」成員陳奕匡正在

認真填寫問卷

兒科醫生正為「九七的兒女」成員

楊子浚抽血 

DEXA：不僅可以分析骨質密

度，還可以讀出體內脂肪比例



到訪「九七的兒女」成員秦芷樺                                                                       

今年二、三月期間，相信大家都收到2010年的跟進問卷調查，我們

亦已於4月份從寄回問卷的家庭中隨機抽出IPod shuffles得獎者。

我們很高興一起探望其中一個得獎家庭--秦芷樺一家。我們送上

IPod shuffle之餘，亦藉此了解芷樺一家對本研究計劃的感受。秦

太表示雖然她未必明白「九七的兒女」的跟進問卷設計本身，但她

相信問卷中每條問題背後一定有其意義，即使問卷中有關祖父母移

居香港的資料較難作答，她們都盡力填妥。最後她更表示她們一家

會繼續支持「九七的兒女」研究計劃。

在這次短暫的家訪，我們雖只能與芷樺一家淺談，但卻深深感受到

「九七的兒女」參與家庭一直以來對本計劃的支持。儘管我們未能

親身到訪每位「九七的兒女」成員，或向他們逐一解釋跟進問卷的

內容，但謹此感謝每個從百忙中抽空填妥2008年及2010年跟進問

卷的參與家庭，並恭喜芷樺以及其餘19位得獎者。 秦芷樺(中)和「九七的兒女」研究

小組職員林詩琳(左)和郭文姬(右)

填妥2010年跟進問卷 參加IPad抽獎遊戲                                                                     

我們藉此再誠意邀請所有尚未寄回「九七的兒女」2010年的跟進問卷調

查的家庭盡快回覆我們。為鼓勵完成是次跟進問卷，凡於2010年8月31日

或之前遞交已完成問卷的家庭(包括所有較早前已回覆的家庭)會自動參加

IPad平版電腦(價值港幣4,000元)抽獎，名額1個。得獎名單會在9月份於

「九七的兒女」的網頁內公佈，得獎者將獲個別通知。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3906 2054，我們會盡量解答你的疑問。再次感謝

你們一直以來對本研究計劃的支持! 

秦芷樺和她的媽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