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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 

2020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草案) 

 日   期：2021年 4月 24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 2時 

 地   點：紅磡暢運道 9號香港體育館 

 主        席：林偉雄 

 會議主席：阮德添 (會議紀錄第 5點後) 

 秘        書：鄭健文 

 總出席人數：2591人  

 有投票權成員：2557人 
 

議程第 1項：主席宣佈事項 

1. 主席於下午 2 時正先歡迎校友出席會員大會，並宣佈出席會員大會之校友已超過校友評議

會會員大會 30 人的法定人數。因此，宣佈校友評議會 2020 週年會員大會正式開始。是次

會員大會會議主要有兩個部分，包括選舉事項及報告事項；由於選舉事項投票人數眾多，

大會立即進入議程第 2及 3項之選舉事項程序。 

 

議程第 2及 3項：選舉事項 — 校友評議會主席一名 (附件一)及選任常務委員兩名 (附件二) 

2. 主席以選舉主任身份宣佈進行選舉事項程序，亦說明有投票權成員將按各區指定次序投票，

並強調選舉主任及各有關候選人於會議前已進行投票箱驗箱及封箱程序。由於出席人數眾

多，預計直至完成投票需時約 30 至 60 分鐘，亦特別註明其後會按現場成員投票實際進度，

可將投票時間延長。是次大會有兩項議席選舉，包括「主席議席一名」，合資格候選人有

兩名，分別為郭碧蓮校友及楊于銘校友，及「選任常務委員議席兩名」，合資格候選人有

四名，分別為李軒朗校友、李廣宇校友、盧俊宇校友及王翠虹校友。由於「各候選人與成

員會面」環節亦已於會員大會前安排，各候選人毋需再接受諮詢。 

3. 期間，馮家強校友於座位上舉手及提出「規程問題」，並表示其認為主席未有按議程訂明

之次序準時處理會議；主席回應會議是根據網上時鐘於 2 時正準時開始會議，大會確實沒

有提早開會，而是依足時間、程序及議程進行，不明其為何有此理解。馮校友隨後提出程

序議案中的「不信任主席議」。由於已開始了選舉事項，因此在投票程序仍然進行下，主

席宣佈短暫休會 15分鐘，並向馮校友解釋於投票程序完成後會立即處理有關程序議案，及

後繼續會議。 

4. 在投票過程中，選舉主任再次清楚說明已登記合資格之成員只要在預定開會時間首半小時

內 (即下午 2時 30分或之前) 進入「大會登記處指定入口」內，即可以在會議中有投票權，

亦確保他們能將手上所持有的選票放入票箱。就此，在整個過程中，選舉主任數次詢問場

內是否有成員持有選票但仍未投票，最後於下午 3時 30分在台上確認在場成員已完成投票

後，正式宣佈投票程序結束。而在候選人楊于銘校友、李廣宇校友、盧俊宇校友及王翠虹

校友之見證下，各票箱由保安人員移到指定點票房間內進行點票工作。 

 

處理成員提出程序議案 

5. 因選舉點票需時，按以往做法與會議同步進行。主席亦隨即就上述一項程序議案之提出作

必要之安排，及將會議主席職權交常委阮德添，由其擔任以處理「不信任主席議」議案。

2020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草案)，經常務委員會審議接納，已於 2021年 6月上載校友評

議會網頁，並於 2021年 6月 1日通過校友電子月報通知校友。若成員有任何意見或修

改，請於 2021年 6月 30日或之前透過網上表格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220322) 提出，以便常務委員會跟進。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2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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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有成員查問選票票箱去向及點票形式，會議主席邀請候選人楊于銘校友、李廣宇校

友、盧俊宇校友及王翠虹校友再次解釋及說明，所有候選人已於會議前指定時間(即下午 1

時)，按既定程序對投票箱進行驗箱，亦有於投票結束後監察封箱程序，並表示會作全程監

票，以確保有關選舉之公正性。隨後，會議主席邀請義務法律顧問葉永生說明有關「不信

任主席議」之處理程序，以及請馮家強校友解釋其議案。馮校友解釋「不信任主席議」議

案，要點包括：(i) 校友評議會在過去見到中大受攻擊的情況下沒有積極回應；(ii)沒有接納

校友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以討論中大校方打壓中大學生會的事件；(iii) 其本人準時入

場，但認為主席剛召開會議就進行選舉事項，是不恰當。 

6. 會議主席按所提交之議案紙宣讀「不信任主席議」之動議人為馮家強校友及和議人馮德華

校友，並宣佈正式進入有關投票程序，以及說明在現場內有「橙色辨識手帶」的成員始可

有議案投票權，亦即方可獲工作人員派發議案投票咭。 

7. 現場的議案投票咭於下午 5時完成點算，會議主席即公佈有關結果，贊成票數為 1235票，

反對票數為 80票，棄權票數為 15票，由於有三分二以上之現場出席成員贊成，「不信任主

席議」獲通過。會議由阮德添繼續主持。 

議程第 4項：通過 2019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附件三) 

8. 會議主席說明2019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草稿經常務委員會會議上審議接納後，已於2019

年 9月 3日透過校友電子通訊通知成員，常務委員會亦將 2019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上載

校友評議會網頁，供成員參閱及提出意見。在截止日期 2019年 9月 30日前，並無收到成

員要求修改或補充會議紀錄。有關會議紀錄及會議文件亦已於 2021年 4月 16日送予登記

出席成員以供省覽。發出會議文件至今亦無收到任何修改建議，主席請成員動議通過。   

9. 何啓德校友動議，吳遠興校友和議，大會通過 2019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議程第 5項：常務委員會及屬下各小組委員會報告 

10. 截至 2020年 7月 10日，2019/2020年度常務委員會已舉行了 10次會議，出席率見附件四

B(i)。常務委員會屬下之各小組委員會職務範圍、成員名單以及 2019/2020年度各小組會議

日期見附件四 A(ii)及 B(ii)。除會議外，常務委員會亦經常透過電郵交流意見及緊密聯繫。 

11. 為擴大校友評議會成員參與，常務委員會於年度內公開招募屬下小組組員，獲得 116 位校

友熱心回應，支持各小組工作。 

12. 年度內主席及常委等亦參與及出席不同類型的大學及校友活動。年內全力支持大學的抗疫

活動，包括與校友事務處及多個校友會合辦「疫流而上—中大校友自強線上分享系列」；

首場「疫風知勁草」於 2020年 3月 27日推出，邀請到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家亮校友擔任嘉

賓講者，並由方健儀校友擔任主持；點擊率至今已超過二萬三千。 

13. 校友評議會每年均設兩個獎學金，包括「校友評議會傑出服務及創意學生獎」， 2020 年度

有 4 位得獎者[傑出社會服務獎：陳君明 (崇基學院音樂四年級)；傑出校內服務獎：

Albrecht Robin (崇基學院建築學四年級)；傑出創意獎：徐凌霄 (崇基學院法律學四年級)、

王曉欣 (逸夫書院環境科學四年級)]，每一獎項為港幣一萬元。另外一個獎學金為「校友評

議會學業進步獎」，由大學學院院長推薦獎勵有經濟困難及學業進步之中大同學，2020 年

度頒發獎學金予 2 位得獎者[何家瑩 (聯合書院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系四年級)、薛晗 (崇基

學院內外全科醫學系五年級)]，各港幣 2萬元。 

14. 接著，會議主席請相關常委輔以電腦簡報形式，匯報 2019/2020 年度常委會屬下 6 個小組

的工作報告。 

15. 籌募策劃小組方面，校友評議會每年均會舉辦籌款活動，回饋母校及協助大學發展，讓校

友齊心發揮正能量。本年度籌款活動以「同心邁進」為主題，旨在支持母校不同方面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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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讓母校繼續向前邁進。截至 2020 年 6月 30 日，活動共籌得款項港幣 760,000元。有關

款項用以支持三個大學項目，包括(i)由大學為協助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的大學成員渡

過難關而設立的 「中大支援基金」、(ii)由學生事務處為協助學生就業而推出的“Career 

Success Mobile Application”，以及(iii)亦由該處為關顧師生精神健康而推出的“Resilience for 

All Programme”。款項方面，上述學生事務處的兩項活動計劃將各獲分配港幣 200,000元，

而餘額港幣 360,000元則全數撥捐予「中大支援基金」。 

16. 教育事務小組於 2019/2020 年度內舉行的會議中，曾就構思舉辦小型教育研討會與組員等

交流意見。其後因社會狀況及疫情等因素，小組未能開展有關活動計劃，只以非實體途徑

與組員保持聯繫及作互動分享，當中包括呼籲對教育有興趣的組員及校友支持「疫流而上 

— 中大校友自強線上分享系列」中的教育篇：「疫境中的親子家教」。 

17. 社會服務小組旨在凝聚校友力量，鼓勵校友關心及參與社會服務。2019/2020 年度初小組

已成功安排與「高錕慈善基金」作夥拍行動，招募中大校友義工以支持該基金於聖誕期間

組織的義賣活動；惟活動最終受社會事件影響及場地問題而取消。此外，有見過去數年反

應正面，小組已著手安排舉辦「高中學生校園遊」，希望藉此類體驗活動吸引更多具潛質

的高中學生報讀中大。其後由於受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影響，考慮到須保持個人和環境衞

生、交通安排和可以舉辦的時間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的因素，有關校園遊活動暫時擱置。 

18. 校友聯絡推廣小組完成製作 2019/2020年度的校友評議會單張及宣傳影片，並於 2019年 11

月 7 日由校友評議會全力支持的「免費拍攝畢業相片服務」活動上向新畢業的校友派發及

播放，推廣會務。另外，小組在常務委員會的支持下特別製作「為母校打氣」短片，邀請

本地及世界不同地區的中大校友拍片，替母校加油，以及表達心繫母校，共有約 9000次閱

覽。小組於 2019 年 12 月 12 日在中環 VEA Lounge 舉行「Get Together」聯誼活動；

2019/2020 年度內亦組織兩次健步行，目的地包括城門水塘及大灘郊遊徑。在聖誕節及農

曆新年前夕，小組亦製作節日電子賀卡。另外，小組招募組員於 2020年 3月 7日向清潔工

人派發印有由中大校友評議會贊助的「中大同心抗疫—消毒搓手液」。 

19. 校友評議會發展及會章小組於 2019/2020 年度內積極就會員大會推行電子登記出席及現場

電子點算選票作多方面的跟進，包括：向常務委員會提出可行之建議方案、聯絡承辦商並

與其簽訂系統資訊需求書、保密協議、報價書等，並就各項技術細節諮詢大學資訊科技服

務處的意見。電子登記出席系統開發將於 2020 年第四季展開，預期於 2021 週年會員大會

推出。另考慮到出席成員人數越來越多，將就有關選舉投票方式作出完善安排之建議。因

涉及一定程序及時間，故已安排 2020/2021年度作全面跟進，及於 2021週年會員大會中提

出有關修章建議。 

20. 創新創業小組致力鼓勵及促進校友參與創新發展以增加其在社會的競爭力，及協助推廣中

大創新創業文化。小組於 2019年 11月 28日舉辦「中大校友創新創業分享活動及交流」，

邀請了三位來自不同年代及背景的創業校友作分享，包括 Mushroom-X 共同創辦人關海山

教授、錢方好近首席數據師甘啟雄校友及海闊天空創投投資合夥人江振鴻校友。此外，作

為中大創業者聯盟的成員，小組亦於 2020年 7 月 24日協助舉辦「Happy Hour」創業訪談

系列的第五場創業分享，並成功邀請到錢方好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李英豪校友主講 「金融

科技在香港及外地的應用」。 

 

議程第 6項：出席大學校董會代表報告  

21. 就出席大學校董會代表報告，會議主席說明詳情可參閱附件五，並扼要報告要點如下： 

- 2019年 6月 1日至 2020年 5月 31日期間，大學校董會共舉行 5次會議，並發出 6份

通函以傳閱文件方式處理大學事務。 

- 大學校董會通過委任/再度委任一系列主要主管級職位。其中特別一提是大學校董會

閱悉陳金樑教授獲聘任為大學的常務副校長，首次任期為五年，由 2020年 1月 1日起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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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校董會通過有關修訂校友評議會會議章則的建議。 

- 大學校董會多次接納有關籌劃發展私營教學醫院的進度報告。 

- 大學校董會省覽有關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中大(深圳)]設立醫學院的最新發展。 

- 大學校董會閱悉校長就下列事項所作的口頭報告： 

(a) 第八輪配對補助金；(b)最近的社會事件對大學的影響；(c)校園情況與復課； 

(d) 緊急應變小組於 2020年 1月成立，統籌大學新冠肺炎防疫工作；(e) 中大(深圳)醫

學院的發展；及(f)成立中大支援基金，以協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大學成員渡過難

關。 

- 校友評議會選任大學校董與大學主管人員繼續保持密切聯繫，並以大學校董及/或委

員會成員身份參加大學的校董會執行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校園計劃及建設委員會、

榮譽院士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教職員服務規則委員會、大學投標管理委員會、

書院校董、中大(深圳)理事會、中大(深圳)基金會有限公司董事及其他專責小組，協

助推展校務，也藉此增加大學辦事的透明度。 

 

議程第 7項：財務事項報告  

22. 會議主席繼而說明是次有三項財務事項報告(附件六)，並重申校友評議會並無獨立財政，

所有財務事項均交託大學管理。第一項財政事項是「校友評議會傑出服務及創意學生獎基

金」。扣除撥出獎項後，結餘為港幣 377,263.84元。 

23. 第二項財政事項是「校友評議會學業進步獎」，扣除撥出獎項後，結餘為港幣 297,505.48元。 

24. 第三項財政事項是「2020 校友評議會籌款活動」，是次籌款活動以「同心邁進」為主題，

截至 2020年 6月 23 日共籌得港幣 760,000 元。有關款項用以支持三個大學項目，包括(i)

「中大支援基金」、(ii)由學生事務處推出的“Career Success Mobile Application”，以及(iii)同

樣由學生事務處推出的“Resilience for All Programme”。學生事務處的兩項活動各獲分配港

幣 200,000元，而餘額港幣 360,000元則全部撥捐予「中大支援基金」，所以結餘為零元。 

25. 同時，會議主席亦報告中大校友會聯會已推薦下列五位校友出任 2020/2021 年度薦任常務

委員，任期一年，包括：(崇基)廖昭薰校友、(新亞)任俊彥校友、(聯合)黃萬成校友、(逸夫)

盧子頴校友及(教育學院)許玉麟校友。 

26. 會議主席報告完「常務委員會及屬下各小組委員會工作報告」、「出席大學校董會代表報告」

及「財務事項報告」後，邀請成員就上述報告提出問題，並有如下提問及回應： 

- 查問常委會是以甚麼前設去準時舉行 2021 年的週年會員大會，倘再次出現需要數次

改期的情況，也許會影響出席率及討論的參與性。就此，會議主席說明有關事宜亦是

常委會關注的事項，亦會為日後舉行 2021週年會員大會時作參考。對於有關 2020週

年會員大會需要數次改期之情況，會議主席相信大家都理解到這是因為疫情反覆等特

殊原因導致不斷改日子。故此，於剛才的小組報告內亦有提到常委會正在完善登記、

投票、點票等過程，希望令日後的會員大會更順利舉行。 

- 有校友表示就中大(深圳)事宜，其個人三年來都提出同一個問題，則究竟成立中大(深

圳)的協議有沒有正式經校董會通過。雖然在 2019 週年會員大會上，大會回應已在

2013年 1月 22日通過，其本人再看當日的校董會簡報，沒有中大(深圳)議決。就此，

會議主席說明此問題並不在是次大會議程的範圍之內，而由於大會之前已經回應，是

日不會再討論此課題。 

- 對於首次於紅館舉行週年會員大會，欲知道所需涉及的金額費用，另由於會議需要延

期舉行，令到有成員未能出席，查問為何決定延期但不能讓成員重新登記。就此，會

議主席表示這是一個痛苦的決定。雖然這個問題不屬小組工作報告內容，但可以有兩

點回應。首先，在此刻仍未有相關費用的數字資料，不過幸好一定比曾考慮於亞州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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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館舉行較便宜。另一方面，由於 2020 週年會員大會登記踴躍，登記出席人數眾多，

因應實際情況和需要，常委會詳細分析不同場館承載量，設施配套及可行性等因素後，

並以出席者安全為原則下，最後已盡一切辦法，既要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以及安排可

容納最多的成員之情況下，於紅館舉行了此次大型的活動。而事實上，任何會議如要

有效及可行舉行，必需要有其相關規則。 

- 在疫情環境下，小組工作的進展是否有影響。亦欲知道何時公佈是次選舉事項的投票

結果，以及何時舉行 2021 週年會員大會。是次工作報告是屬 2019/2020 年度，至於

2020/2021 年度的小組工作進度，會議主席說明現屆常委已本著盡力而為的精神，有

關意見會向常委會(包括即將選出的主席)反映，希望成員積極參與小組工作。至於是

次選舉結果將於今日之內有結果，亦會即時上載網頁。另 2021 週年會員大會的舉行

日期尚未決定，將視乎場地等因素，常委會會盡力安排於 8月底前召開。 

- 有關籌募策劃小組的籌款活動，其中一項是將 20 萬捐款撥予由學生事務處推出的

“Career Success Mobile Application”，此應用程式主要目的是為了協助學生就業，有成

員查問為何要採用流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並引用政府審計署資料亦指出其實政府

有很多應用程式的使用量均偏低，故想知道捐款是否用得其所。就此，由當時為籌募

策劃小組的副召集人林偉雄回應。其說明小組當時的籌款活動共籌得 76 萬，其中有

20萬撥捐學生事務處以協助學生找工作，而學生事務處希望校友評議會可以資助支持

推出一個程式以幫助解決學生就業問題，小組亦認為十分有意義。至於 20 萬是否合

理，小組是對大學單位有信任，明白必需經過既定的投標程序，故只本著全力以赴，

盡力聯繫校友及籌得更多款項。另希望大家了解到於今時今日要推動籌款實是不容易

之事，而籌到的款項能協助學生，亦是大部份校友都樂見。 

- 2019年發生很多大事，中大校園被催淚彈攻撃，但工作報告一句都沒有提及，亦沒有

講過任何說話、或支援被捕學生及校友等。會議主席希望成員明白常委會亦有關注這

個問題，校董代表有將此事於校董會上提起，詢問大學的看法；剛才的校董會報告內

亦有提及。二號橋事件那一晚校長、前校長、學生、非學生、警察，大學都在這段時

間經歷這些問題。事實上亦沒有一個特別的工作小組去處理這個問題，但整個校友評

議會常委會是有與大學跟進此事宜，惟只有大學才可以處理這個問題。至於大學如何

處理，不宜在此評論。校友評議會不是無動於衷，不過可以處理的事情不多，但亦發

揮了應有的機會向大學表達我們的深切關注，以及就發生了這些件事感到傷心，亦對

大學有相當大的傷害。 

- 接著亦有兩位成員提問上述相關事宜，認為其實對學生的傷害才是最大，大學最大的

持分者就是學生，最痛心的不是大學，而是所有中大人。另外，中大學生會內閣事件，

有校友根據章程發起要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為何常委會可以不召開。會議主席表示是

次環節只接受與工作報告及小組工作有關的提問。 

會議結束 

27. 提問及回應時間已結束，場內有成員對最後提問之回應表示反對。會議主席再次表示提問

及回應部分只接受與議程有關的提問，由於此提問已超出議程範圍，而且即將會有選舉結

果，以及已完成議程上所有事項，會議主席於下午 6時 15分宣佈散會，即會議結束。會議

主席亦說明將於稍後公佈選舉結果，成員可留下等待結果，或查閱校友評議會網頁。 

[會後記錄： 

於當日下午 7時選票點算已經完成，並於會議場地內公佈如下結果，亦同步上載校友評議會週

年會員大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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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評議會主席(一名) (2021年 4月 24日 - 2023年 8月 31日)，選舉結果為： 

派發選票之總數：8837票 

收回選票之總數：8817票 

宣佈無效之選票數目：105票 

棄權之選票數目：1146票 

有效選票之總數：8712票 

個別候選人所得之票數 (按英文姓氏排序)： 

(一) 郭碧蓮 (1975/崇基/經濟) 1022票 

(二) 楊于銘 (2004/聯合/風險管理科學；2006/研究院/風險管理科學) 6544票 

 

結果：楊于銘當選  

 

選任常務委員議席 (兩名) (2021年 4月 24日 - 2023年 8月 31日)，選舉結果為： 

派發選票之總數：8837票 

收回選票之總數：8822票 

宣佈無效之選票數目：20票 

棄權之選票數目：21票 

有效選票之總數：8802票 

個別候選人所得之票數 (按英文姓氏排序)： 

(一) 李軒朗 (2017/逸夫/政治與行政學) 7709票 

(二) 李廣宇 (2001/聯合/電子工程學) 1016票 

(三) 盧俊宇 (2005/聯合/經濟學) 7715票 

(四) 王翠虹 (1995/新亞/日文) 996票 

 

結果： 

李軒朗當選 

盧俊宇當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