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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近況
陸文俊

崇基學院
鍾月萍

（62史地）

（05政政）

陸校友畢業後便透過首屆恒隆地
郭艷明

（79經濟）

產管理見習生計劃進入該公司服務，

鍾校友畢業後前往美國修讀博

郭校友早前

現為公司租務及物業管理商級主任。

士，後來從地理學探討中國風水之

辭任新城電台新聞

他早前已於八個主要部門接受培訓，

說，繼而鑽研《易經》，現居於三藩

部總編輯及財經台

包括財務部、項目發展部、企業傳訊

市灣區。鍾校友對地理、風水及易經

籌劃師，並於3月

部等，由於他對租務市場最感興趣，

素有研究，前後推出了數本著作，如

9日到香港賽馬會

因此最後決定在該部門發展。

英文書《Succeed Naturally, The I

任職，負責公共

Ching Way》及《The Path to Good

及慈善事務公關工

Fortune》，而08年亦出版了名為

作。她畢業後，曾於《信報》擔任財

《自然成功法：易經之道》的新書，

經記者，其後任職過電視台、《蘋果

講述中國玄學與研究老子、邵康節

日報》及nowTV等，2001年加入新城

《河洛理數》及《易經》。

財經台任職。據了解，她辭去新城職
務後，仍會擔任部分電台節目主持。

林后湘

（69會財）

屈穎妍

（89中文）

陸振邦
張昕

（06計算機工程學，
08研究院訊息工程學）
（06新亞訊息工程學，
08研究院訊息工程學）

陸校友與張校友畢業後修讀訊息
工程碩士課程，他們因看好互聯網發
展，去年透過精英培訓計劃加入雅虎
香港，成為軟件工程師（Technical
Yahoo！）。陸校友認為軟件工程師

林校友畢業後赴英國倫敦城市大

屈校友現為三囡的全職媽媽，並

在設計程式時需考慮理想與現實的問

學進修金融專科，其後活躍於香港、

於《明報》副刊、《教得樂》、明報網站

題，故亦需看上市年報，看看該公

歐美、亞太區及中國上海金融市場，

及《快週刊》兼職寫專欄，同時於浸會

司的未來大方向，對設計程式會有幫

擁有三十多年與金融相關的工作經

大學新聞系當導師。近期正忙於替名人

助。而張校友則認為需多看經濟書籍

驗。近期林校友推出了新著─《貫古

撰寫傳記。著作有

如《資本論》、《博奕論》等，使設

今 測走勢》（暫名），以投資邏輯分

《超人師奶與三囡

計概念得到經濟理論支持。

析、人類行為慣性，利用過去發生的

囡》。另外，最

事例，調整箇中影響因素，預測往後

新 出 版 《一家爽

經濟形勢的走向。

一爽》 ， 講 述 一

孫校友畢業

家五口的日常生

後獲牛津大學中國

活小故事。

基金會和崇基學院

孫耀東

（07新聞與傳播學）

獎學金資助，前往
黃偉豪

（71會財）

英國牛津大學修讀

黃校友於2009年2月4至5日以中非民間商會香港分會(China-Africa

社會學碩士課程。

Business Council - Hong Kong Chapter)常務委員和世界貿易中心會(World

今年，他更於牛

Trade Centers Association)大中華地區顧問的身分，出席了由英聯邦商業理事

津大學奪得三年的「太古獎學金」，

會(Commonwealth Business Council)在杜拜舉辦的「阿拉伯－美洲－亞洲－

升讀社會學博士課程，多角度研究人

非洲商業峰會」，以「WTCA－開啟對華業務的門戶」為題發表演說，並介紹

口老化帶來的社會衝擊。修讀本科期

了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的「世貿館」，獲得出席峰會的各地政府人員和商界的

間，他曾兩度奪得新聞與傳播學院所

積極回應。

頒發的獎學金，亦曾獲得大學線「最

中非民間商會為中國與聯合國

佳記者獎」和「最全情投入獎」。他

開發計劃署合辦的民間組織，旨在推

熱愛話劇，曾為崇基學院於中大四

動中非兩地的經貿合作和其他相關事

院劇賽兩度參賽，並獲「傑出演員

務。商會的會長為全國人大常委和全

獎」。孫校友未來數年皆會英國香港

國工商聯副主席胡德平先生。黃偉豪

兩邊走，期望各方校友賜教，尤其希

目前亦獲邀參加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

望居住或遊覽英國的校友與他聯絡：

的「世貿館」的籌備事宜。

suenyiutung@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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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
徐志宇

（70藝術，
06比較及公眾歷史）

徐校友在2008年共創作了六件
鐵料焊接作品，仍以西方現代立體表
現手法去表達中國山水畫的意境，這

陳志新

（72經濟）

陳校友自畢業後，即加入船務公司工作，於85年創立富邦航運有限公司至
今，主要經營無船承運業務，在美國紐約、羅省及內地15個地方設有分公司。
在中港兩地聘有400人的富邦航運，於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堅持不裁員不減
薪，兼有1個月雙糧，另因應不同地區的業績，再發放年終獎金。陳校友認為員
工就是公司的最大資產，只要把員工管好，就更易賺錢。

六件作品延續07年的樹和坡之外，更
強調水、山、雲及配置景物的描寫，
各以向林風眠、李可染及丁公（丁
衍庸）致敬為題。各校友如欲瀏覽，
請登入www.fotop.net/tsuichiyu之
welding piece 2008.

傅世亨

（73藝術）

傅校友於
今年3月5日至
8日假大會堂
高座七樓舉行
人生六十剛開
始之金石書畫
展，會上展出
作品包括水墨
荷花、黃山霞
彩、離島風光、四君子等國畫，同時亦有篆、隸、行、草等書法及金石篆刻作
品，數量達百餘件。傅校友網頁：http://geocities.com/foosaiheng/

黃慧英

（76哲學，80研究院哲學，85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

黃校友現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系，中大畢業後曾留學英國約克大學修
讀碩士，並從事哲學教育多年。黃校友的研究領域包括後設倫理學、儒家倫理
及先秦哲學等，而近年開始研究生死學，就「生，所為何究；死，何以安頓」
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05年出版了《儒家倫理：體與用》一書，近年亦編撰
了《訪問死亡─大學生的生死筆記》。
李明逵

（72歷史）

李校友

陳耀紅
鄭傳鍏

（78藝術）
（95崇基哲學）

何建宗

（79生物）

何校友現職為香港公開大學科技

為前警務處

陳校友及鄭校友現職於信報副

學院院長，是首批前往極地科學考察

處長，現為

刊，前者是副刊的主管，後者是負責

的中國人，也是第一位發現北冰洋潛

香港公共行

副刊文化版的採編。陳校友畢業後曾

藏有害藻類的人。何校友早於大學時

政學院的理

投身財經版，採訪財經新聞，加深對

期已對環境和海洋產生興趣，十分關

事會成員，

經濟、金融的認識，後來才接手管轄

注紅潮問

該學院專為

副刊，堅持不為公關、不為廣告而設

題。最近亦

內地幹部度

的版面，亦曾以計東平的筆名編寫與

出席國際會

身訂造短期培訓課程，去年奧運期間

投資及藝術投資有關的文章。而鄭校

議，探討紅

向內地公安教授危機處理技巧課程。

友作為陳校友的同僚，亦編寫出重視

潮在世界各

李校友亦有擔任中國公安部警察教育

思想，同時強調兼容的文章。他在加

地不斷擴散

培訓顧問，以及擔任社聯的慈善大使

入《信報》前，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的問題。

等。

理事，十分熟悉電影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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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樹德

（79藝術，84教育學院藝術，90研究院教育）

許夏林

（97藝術）

水墨畫家、曾任藝發局首兩屆委員的余校友，於早前出席藝術發展局的

許校友自小鍾愛美術，中大畢業

「藝術村在香港的角色」論壇。余校友提出藝術家以「搞怪」公共策略，向社

後，便赴笈英倫攻讀設計碩士，期間對

會提出尊重創作環境的訴求。他認為藝術家不應只自衛式地抗議，反而要用方

歐洲流行的家品及禮品設計甚為熱愛。

法破解招數，以藝術、幽默而和平的公民抗命方法，引起公眾注意。余校友曾

01年回港後創業，主攻這個市場，並以

任中學藝術科老師，現任職香港考試評核局視藝科評核經理，負責策劃和評定

動物設計為主，最為人所熟悉的有鴨仔

公開考試中視藝科目的考試試題。

B.Duck，其餘為貓、狗、老鼠、豬等角
色。許校友05年回流香港，產品更成功

鄺忠良

（ 79藝術，
99教育學院藝術）

張敏華

（97新聞及傳播）

張校友現為Citibank環球個人銀

鄺校友

行服務投資策略及研究部主管，曾於

於3月27日

有線電視擔任晚間財經新聞報道員，

至4月2日在

其後任職豐銀行投資資訊經理，擁

灣仔集成中

有逾10年的投資分析及評論經驗。對

心展館舉辦

於近日的金融海嘯問題，張校友認為

意藝個展，

隨著各國政府推出不同救市措施後，

展 出 其 水

信貸市場於去年底已開始出現復甦現

墨、書法及

象，建議

印章近作。

投資者目
前可考慮
投資於風
險相對股
市仍偏低

馮家明

（95藝術）

馮校友畢業後投身電影藝術的工
作，現為香港影評人協會會員及香港
電影評論學會理事，01年起在百老
匯電影中心、藝穗會、香港國際電影
節、大專學院主講電影，並有寫不同
的電影評論，見於《電影雙周刊》、
《信報》及《明報》等。

吳海雅

（96哲學）

吳校友在大學時期認為愛與關
懷非常重要，於是畢業後成為了青
年工作員，及後以半工讀的方式修
讀港大社工碩士課程，機緣巧合下
接觸到婚姻輔導中心，在碩士課程
的教授鼓勵下，修讀了一個性治療
研究及訓練的課程，現職註冊性治
療師。

打入本地多家大型百貨公司。

的投資級
別企業債
券。

曾泳宇

（99藝術）

曾校友畢業後當了一年的中學美
術教師，其後與家人一起創業，於
03年成立了DID CORPORATION專
門設計及生產活動人偶（俗稱兵人
公仔或Action figure）。時至今日，
該公司的產品已在國際市場打響名
堂。
近期熱賣的產品包括Obama
美國總統人偶，亦引起了媒體報
道。此外，曾校友於今年年初以公
司名義，向北京紅十字會捐贈了價
值六十萬的2008個人偶作義賣，幫
助四川災區重建家園。義賣活動仍
在進行中，有意幫助災區的人士可
瀏覽﹕http://www.onlinedid.com/
products/512/index.htm，或以電郵
聯絡曾校友:winnie@onlined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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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彧暋

黃婉曼

（00哲學，03研究院人類學）

（06 新聞與傳播學）

張校友學以致用，畢業後致力對港人的集體回憶作出貢獻，早前於尖沙咀

最近無電視台的晚間新聞連

舉行的展覽，展出《聖鬥士星矢》的經典情景模型，張校友與眾人分享此卡通

同天氣報告也進行大革新，曾任時事

片與香港社會的關係。

節目《星期二檔案》記者的黃校友，
獲賞識兼任天氣女郎。年輕具活力的

謝燕舞

（00藝術，
06教育學院藝術，
08研究院文化管理）

謝校友最近以香港、北京、新
加坡三個城市為研究主題，舉辦《三
城：另類藝術社群 事當代藝術》。
《三》展覽以三地另類藝術社群的歷
史起始點，為探討的軌跡主線，展示
圖片資料及研究成果。《三》展覽分
為「香港．從油街到牛棚/北京．798
藝術區」及「另類藝術社群的凝聚：
香港/新加坡」兩部分。《三》整個計

鄭淑貞

（02藝術）

鄭校友自畢業一直從事產品設
計工作。現於惠泰公司任職高級設
計師，負責為華特迪士尼公司設計
文具，並於美國迪士尼舉辦的2008
年度全球消費品大賞賽（Global
Stationery Summit 2008）中，憑小
仙女蘑姑筆，喇叭花筆等產品，勇
奪文具組歐洲區2008年度最佳產品
的殊榮，為香港的創意工業作出貢
獻。

她，以豐富的身體語言報道天氣，其
別具一格的報道方式，令觀眾有耳目
一新的感覺，得到坊間不少的好評。
馮家欣

（07英文）

馮校友於07年透過香港貿發局ET
計劃，加入貿發局，她認為有興趣應
徵的人士應多看貿發局的網頁，並留
意展覽業最新發展。此外，她認為在
小組討論中應表現出自己的協調場面
的能力。

劃還包括在2月舉行的《三城：另類
藝術社群事當代藝術(北京/香港/

聯合書院

新加坡)》的新書發布會及茶聚，及3
月舉行的《環球藝術村半天遊》，讓

文直良

大家了解各地藝術家的創作與生活。

（72社會）

文校友現為新亞書院院務主任，
於1月下旬農曆年期間帶領八位新亞

王天仁

同學，前往美國參與新亞書院與耶魯

（00藝術）

大學學生交換計劃。此交換計劃自

王校友現於兒童及青少年藝術創

1993/94年開始，已舉行了十六屆，

作室擔任分校主管。他積極從事雕塑

極受新亞同學歡迎。除日常院務工作

創作，擅於將撿拾得來的廢木重新創

外，文校友也同時負責此學生活動。

作，以傳統榫卯或如D.I.Y.傢具以螺

在美期間，文校友獲雅禮協會頒授

絲組裝，併砌卡通動物木雕。其作品

「雅禮協會獎」，以表揚文校友多年

為香港藝術館及私人購藏，亦曾獲選

來熱心支持新亞書院與雅禮協會的合

參與香港藝術推廣辦事處和香港貿易
發展局舉
辦的本地

作關係。
杜智傑

（04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06研究院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及海外展

杜校友現職為嘉里物流配送主

覽，並為

任，早於04年學士畢業時已應徵嘉

全球首次

里管理見習生，但當時他亦同時獲得

於地下鐵

碩士課程取錄，於是決定進修，06

路展覽列

年畢業後再度申請，最終如願以償。

車中舉行

杜校友認為求職者應具有自信心，證

展覽的藝

明自己為適合人選，並要多留意與行

術家。

業有關的新聞；遇到問題時，要養成
尋根究柢的習慣；頭腦時刻要保持
清醒。

文校友(左)獲「雅禮協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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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日光

（72會財）

區玉輝

黎校友現時是香港會計師公會執
業資深會計師及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
資深會員，同時亦是一家公司的財務
負責人，是一個高級企業管理人才。
黎校友於66年皈依佛門，並於去年年
底於理工大學內，以藏傳佛教的黎日
光上師的身分，主持法事講座。有別
傳統的法事講座，黎校友以現代化及
通俗易明的例子及語言完成該講座。

區校友現職中文大學管理系副教授，畢業後取得加拿
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博士學位，專心研究亞太區
家族企業的創始及管理問題，兼職為中大創業研究中心副
主任，對創業及管理的研究頗有心得，研究範圍遍及中港
台。
區校友去年十一月出席新亞校友會午餐例會，並就
「家族企業：傳承與管理」這題目作演述，同月月底亦舉辦
了名為《全球及亞太區家族創業精神的持續發展》的活動。
鄒永康

張仁良

（82數學）

（89企管，91研究院心理學）

（07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鄒校友年多前成功獲港鐵聘為見習管理人員，現時在港鐵北京辦公室工

張校友於中大畢業後，分別取

作，對內地文化及其業務有更深入的認識。眼見港鐵的發展前景理想，鄒校友

得法國巴黎第六大學統計學博士學

早於大學時期已積極裝備自己在這方面發展，亦參與課外活動擴闊視野，多留

位，以及英國斯傑克萊大學財務學

意與運輸有關的時事。工作年多，鄒校友亦獲得不少機會，包括在大活動上擔

博士學位。張校友是香港城市大學

任司儀，及獲安排與高層會面交流心得等。

商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同時是上
海復旦大學顧問教授與交通大學兼

逸夫書院

任教授，主要研究範疇包括公司財
務、投資與金

周美怡

融市場發展，
並於今年三月

（06中文，
08研究院文化管理）

周校友去年與一班修讀文化管理

起，出任浸會

的同學，在許焯權教授的帶領下，於

大學工商管理

九月前赴意大利參與第十一屆「威尼

學院院長一

斯建築雙年展」香港館的策展工作。

職，帶領學院

是次展覽主題為「文化工房：香港在

迎接新挑戰。

黃穎嘉

黃校友畢業後加入有線電線新
聞部工作，成為新聞界後起之秀。去
年她亦出席了《明報》校園記者活動
開學禮並擔任司儀，黃校友曾是《明
報》第六屆的校園記者。

威尼斯」，由許焯權教授和李歐梵教
授共同策劃，參觀人數超過32,913人

悼

次，被英國報(Guardian)選為十大
廖成利

（07新聞及傳播學）

（83社工，
02研究院法律與公共事務）

必看展覽之一。
相關的回應展現於今年2月28

廖校友為

日至4月29日在九龍公園文物探知館

民協主席，並

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詳情可瀏覽

剛以律師行合

http://www.venicebiennale.hk 。

夥人的身分，

李綺君

（80崇基社會學）

李校友於早前不幸病逝，享
年50歲，謹此代表《中大校友》
仝人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願
李校友安息。

開設了「鄧王
周廖成利律師
行」，於1月初

李茂春

開業，不少同屆同學到賀。該律師行

李校友於今年2月底因病辭

的宗旨是「維生、維權」，近年亦處

世。《中大校友》向李校友的家

理過不少官司，如囚犯投票權、港人
內地妻子在港產子費用問題等，未來
亦將會繼續這宗旨。

（00逸夫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周校友(左一)與流浪者家居設計師Kacey
Wong於作品前合照。

人致以深切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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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媛

（08工管）

王校友曾在大專模擬投資比賽
中，以一個半月的時間將一百萬元變
成二千萬元，而被譽為大專股神。她
坦言贏了該次比賽後，對她去年畢業
找工作，有莫大的幫助。在經濟環境
不景的大前提下，她卻竟然有五份工
作 任 她 選
擇，而她最
終選擇了台
証證券成為
經紀部產品

研究院
李偉雄

（98教育）

李校友自從完成中大的課程後，養成了閱讀的習
慣。每周皆閱讀相同學術範疇的書籍，近年更在報章撰
寫書評，與全港通職科老師分享閱讀心得。近日，李
校友把多篇書評，結集出版成《人緣、書緣─閱讀通識
文集》一書。全書共分七章，包括：個人成長與人際關
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衞生、能源科
技與環境、通識科教學活動。書中除了他寫的多篇評論
通識書籍的文章之外，亦分享了個人心路成長的歷程及
評論了本地的閱讀風氣。

經理，負責
推銷各大機
構投資者買
台股。

何仲廉

（03心理）

何校友現為行為學專家，現任
澳洲《快樂研究期刊》評論家，並於
《頭條日報》中刊登有關行為學的專
欄，而最近推出的著作為《告別混亂
─行為學與課室秩序》。何校友分別

文宇軒
伍家謙

（08新聞學）
（08新聞學）

文校友與伍校友同為中大新聞碩
士課程的同學，兩位校友現於無綫
電視擔任體育新聞主播。

獲英國和香港的心理學學會副院士及

教育學院
鄧惠欣

（97英文，
02研究院教育，
05研究院教育）

鄧校友於畢業後執教鞭三年，其
後到娛樂圈發展，先後任職DJ、做音
樂表演、監製唱片等，於八十年代重
組小島樂隊，憑《足印》成名。他於
1996年重返校園，並在2005年於中
大取得博士銜(主修教育)後加入教院

註冊心理學家資格及英國註冊人事及
發展學會院士。
王可欣
鄧樂妍

（06音樂）

鄧校友最近獲美國著名音樂
組合Bang on a can All-stars委
約，其作品於2009年4月2日，紐約
Merkin Hall首演，附連網址http://
www.bangonacan.org/events/

王校友現時於國內擔任記者，去
年亦參加《成報》的報頭設計比賽，
並獲得優異獎的殊榮。王校友以北京
奧運的帆船項目為靈感，採以帆船背
景，趁着《成報》即將七十周年，寓
意其未來發展一帆風順。

upcoming

工作。鄧惠欣現為香港教育學院教育
政策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紀治興

（07基督教研究，08神學研究）

紀校友曾為惠普(HP)中國區副總裁，於49歲
時決定退休，全職協助邊青及年輕釋囚。其中一
家社企就是位於西灣河的豐盛髮廊，是全港首家
以集資經營的社企。紀校友運用商業機構的方案
及策略，令社企轉虧為盈，在逆市下穩步上揚，
又不失幫助弱勢社群的原意。另外，紀校友更想
到髮型師與顧客溝通的重要，特別邀請大學講師
到來義務教授溝通技巧，令髮廊的學徒學會溝通
的重要，來支援一般社企的不足。

（08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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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張國威（98逸夫物理）

黃秉謙（02逸夫工管） 李潔華（03逸夫工管）

張校友於05年9月11日與太太盧

在AIA任職的黃校友，與李

淑莉結婚，婚後四處遊歷，蒙神的祝

校友結束七年的愛情長跑，於09

福，太太於08年7月7日誕下8.5磅的囝

年1月3日正式拉埋天窗。謹祝他

囝。可到以下網址欣賞他們的片段：

們白頭到老，永結同心。

http://hk.youtube.com/user/garyckw

黃穎庭（02逸夫工管）
蔡嘉蕙（02逸夫工管）
黃校

魏雪瑩（99崇基工管）
沈家民（00研究院財務）
魏校友與沈校友於2009年3月21
日下午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進行結
婚典禮暨酒
會，並於當晚
在酒店宴會廳
舉行結婚晚
宴，他們在此
向每位到賀的
朋友表示衷心
的感謝。
陳禮賢（01崇基化學，03研究院化學）
鄧碧霞（02新亞化學）
陳校友與鄧校友將於09年4月12
日於長沙灣以馬內利浸信會舉行結
婚典禮。謹祝他們白頭到老，舉案
齊眉。

李孟駿（05崇基自動化與
計算機輔助工程學）
李敏雪（05崇基創新與設計學工程學）

友與蔡校

任職工程師的李校友與任職

友於99年

設計師的李校友決定共同展開新生

在逸夫相

活，已於09年3月1日假青衣聖多默

識，已於

宗徒堂舉行

08年12

婚禮，並於

月27日共

當晚於九龍

諧連理，

灣德藝會筵

於尖沙咀

開三十席婚

金 域 假

宴，願他們

日酒店擺

婚姻生活愉

設婚宴，並感激當日到場的各方校

快，共諧連

友。在此祝賀他們白頭到老，組織

理。

一個幸福家庭。
卓志鵬（03逸夫生化，06研究生生化）
曾翠珊（03逸夫中文）

梁祐誠（07崇基化學）

正在

梁校

修讀博士

友於去年

課程的卓

12月13

校友，與

日，與余

現職教師

海寧小姐

的曾校友

於香港教

結緣於逸

會尖沙咀

夫書院迎

聚會所簽

新營，經

下結婚證

過六年的

書，結為

愛 情 長

夫婦，並於翌晚假富豪九龍酒店設

跑，於08年11月15日共諧連理。謹

宴款待親朋。在此謹祝他們婚姻愉

祝舉案齊眉，生活愉快。

快，共諧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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