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年今日中大人
黃穗 68 崇基社工

馮柏偉	92 新亞工管	/	
	 97 研究院工管

賀辭 /期望：
《中大校友》繼續發揮縱橫的作
用，分享創校歷年修讀不同學
科校友的故事，啟發我們。

近況：
從消費者委員會退休後還躲不過
開會生涯。闖進新領域的有：	
港鐵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司法

人員推薦委員會、私營
骨灰安置所上訴委員
會；消費者權益的
守護：保險投訴局 ( 主席 )、旅遊業議會；
延續社會服務心志的有：小童群益會、公
益金。猶幸每天的氣功練習，讓我在營役中
享受片刻的心靈恬靜。

賀辭 /期望：
中大校友廿五年
舊雨新知相結連
遍地開花跨國界
樂在此中關係延

近況：
由 MBA 到 NGO
自 MBA 畢業後，曾任職銀行、
房委會、領展，主要從事會計相
關工作。在 2018 年決意在人生
下半場轉戰 NGO，加入了一間
基督教機構	─城市睦福團契，
負責發展如社會房屋、社會企業
等扶貧項目。

吳遠興
83 崇基企管 /	05 研究院行政工管

近況：
我現在與 83 年同屆崇基市場系的
黃國經一起經營艾發財富管理有
限公司超過 10 年，我主力保險業
務，他主力投資管理。我公餘的
時間多參與校友組織
工作，計有崇基校
友會、中大校友會
聯 會、 校 友 評 議
會、教育基金會及
中大校友慈善基金
等。與老中青校
友相處，獲
益良多。

賀辭 /期望：
欣聞《中大校友》出版
轉眼已屆 100 期！我在
此祝願《中大校友》繼
續發揮校友與母校之

間的橋樑角色，作
有效溝通、凝聚
中大人力量、
貢 獻 社 會、 
回饋母校！

賀辭 /期望：
文以載情，言為心聲。
衷心祝願《中大校友》
繼往開來，再譜新章。

余漢傑 83 崇基企管

近況：
現職英國保誠保險資深區
域總監，管理團隊 1 千名
財務策劃專業夥伴，服務
香港超過 20 萬市民，
近年專注發展家族
辦公室，提供更全
面的財富管理、
家族企業、家庭
議會策劃；13 年
修畢教牧學博士後
致力營商宣教，
於非洲加納經
營小型養魚
場及中國餐
車。

賀辭 /期望：
祝賀《中大校友》 
百期竿頭， 
更進一步！

▲ 	圖為馮校友於 4
月 時 到 菲 律 賓
觀摩學習當地扶
貧機構之旅程中
攝，KMBI 為 一
個 為 當 地 窮 人
提 供 微 型 貸 款
（Microfinance）
的非牟利機構。

《中大校友》創刊至
今，訪問了逾千位校友，他

們在過去 20 多年各有轉變。我
們以約稿方式，邀請曾接受本刊訪
問的校友跟大家分享最新近況，並
寫上對《中大校友》的期望與祝賀。
我們更特別輯錄當年訪問的片
段，讓大家細閱「當年今日

中大人」的近況。

莊偉茵 86 聯合政政

近況：
現職中華電力有
限公司企業發展
總裁。
近年在中電積極
推動數碼科技
應用，以提升

客戶服務。此外我們關注青年發展，
因應學生在不同階段的需要，為他
們提供以電力工程為主的多元出
路，以及集學術、實務及職業訓練
於一身的培訓機會，提升他們的上
游能力。

▲

1997 年 3月號

▲

1997 年 12 月號

▲

1997 年 12 月號

▲

1998 年 3月號

▲

1996 年 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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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今日中大人

賀辭 /期望：
祝賀《中大校友》可以繼續發揮
聯絡學校和校友的功能，更受
歡迎、讀者更多。

吳宇光
85 聯合物理 /	87 研究院物理 /
00 教育學院教育學士後文憑

近況：
早在 2000 年的時候，因為感到
已經有足夠生活的金錢，所以
提早退休，把時間留給家人和
健康。現時兩個兒

子都已經畢業，日常主要是在葛榮禪修
同學會當義工，幫忙推廣正念禪修活
動，也會回聯合書院幫忙學長計劃。

黃偉德 91 逸夫工管

近況：
後來去了澳洲深造，取得
順勢醫學專業文憑，2002	
年開始當全職執業順勢療
法醫師，曾應邀於各大學
課程介紹順勢醫學，2014
年創辦《醫道學堂》順勢
醫學教育及研究中心，於
香港、台灣培訓順勢醫師。
www.GentleMedicine.info

賀辭 /期望：
謹賀《中大校友》百期
誌慶，聯繫校友、貢獻
社群。

近況：
我 在 2017 年 4 月 離
開中大後加入總部在
澳洲布里斯班的亞太
網絡資訊中心APNIC
擔任基建及發展總
監，負責協助亞太區

56 個國家地區的互聯網發展，特
別是網絡基建技術的培訓工作，
所以我要不時走訪區內不同城
市。

近況：
中小企國際聯盟會長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

基金委員
法國里昂商學院
全球商業智慧中心顧問委員
亞洲金融科技師學會榮譽顧問
香港經濟師學會註冊高級專業經濟師
資訊及軟件業商會 (ISIA) 創會和現任副主席

香港電腦學會資深會員
香港電腦緊急事故中心諮詢委員

近況：
現職飛凡文化創辦人 /
主席。與 11 貓同居。
繼續在國際文化藝術領

域 耕 耘，
今 年 兩
度策劃
中國節目參與韓國藝術節，組織世
界大師團隊為中國雜技團創作演藝
專案。正在策劃 2020 年北京舉行
的「國際新雜藝節」及國際合作
的創新戲劇，2021 年世界巡演。

張輝 85 聯合社會

屈國良 77 聯合電子

近況：
2017 年開始 LikeCoin 項目，本
年 11 月剛脫離以太坊區塊鏈獨
立，與港台 11 家公民媒體等機
構聯手推出	LikeCoin	chain，
在賽博空間成立「讚賞公民共
和國」並發行「Liker	Land」
手機	app。

高重建	98 新亞電算工程
	 02 研究院訊息工程學

賀辭 /期望：
祝《中大校友》達到 100 期
的里程碑，願《中大校友》
持續使命。

鄭志豪
85 聯合電子 /	
96 研究院訊息工程

賀辭 /期望：
《中大校友》一直維繫著
校友之間的一絲關注，難
能可貴，希望永續長存！

賀辭 /期望：
25 年只是歷史的瞬間，期望
校友刊物也能力所能及推動社
會進步。

賀辭 /期望：
中大人加油

▲

1998 年 9月號

▲

2003 年 9月號 ▲

1999 年 3月號

▲

2000 年 6月號

▲

1998 年 6月號

▲

1999 年 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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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況：
2007 年移居上海，加入大業
傳媒集團任執行總裁，從事內
容製作，品牌行銷和 IP 運
營。工作之外，積極回饋
廣告業和母校，擔任崇基
學院校董、創辦商學
院上海校友會並擔任
會長、現任上海校友
會會長，服務校友。
亦擔任亞洲廣告聯
盟會長，推動亞洲
廣告業的交流合
作，生活十分充
實。

近況：
我於 2012 年成立廣
告 營 銷 集 團 The	
Bees，7 年間成長為
擁有 140 人、年營業
額接近 3 億的企業，
是主要本地廣告集團
之一。

除了經營 The	Bees，我還
是《am730》 和《 晴 報 》
的專欄作家，也是《中大校
友》編輯委員會成員及中大
新聞傳播學院兼職講師。

賀辭 /期望：
恭賀《中大校友》100
期，校友薪火相傳，
母校繼續作育英才，
桃李滿天下。

丘雅倫 94 聯合經濟 黎廷瑤 75 新亞社會

彭錫榮
77 崇基化學 /	79 研究院化學

傅世亨 73 新亞藝術

近況：
73 年藝術系畢業，師隨丁
衍庸教授習篆刻書畫。
曾任教藝術中心 30 餘
年，於世界多國舉行
個人展覽，作品為
中外人士收藏。2000
年接受《中大校友》
訪問，也經常獲
邀到電視台作示
範及教學。去年
移居深圳梧桐山
藝術小鎮，與弟
子設立畫廊，繼
續創作及推廣書畫
篆刻藝術。

賀辭 /期望：
介紹歷屆校友對社會
的各項貢獻及成就，
意義深長，祈持續
不斷，生生不息。

▲	彭校友（後排右一）與化學系校
友今年 7 月和譚尚渭教授伉儷慶
祝 85歲大壽。

賀辭 /期望：
衷心祝福《中大
校友》精益求精，
不斷創新，攜手
共享可持續未來。

近況：
2015 年初推出新的空氣質素
指標和健康指數後從環保署
退休，在空餘時間外遊及與
化學系師兄弟姐妹聚會。現支持教會組織推動環
保，參與環境專業的學會事務及訂定評核環境專
業標準和推動法定認可相關專業資格。

蘇　雄
79 崇基社會	/	81 研究院工管

賀辭 /期望：
面對時代考驗，中
大作為華人社會的
中流砥柱，必須要
有校友的無私支
持，《中大校友》
是團結校友，凝聚
力量的關鍵！

曾錦強 89 聯合統計

賀辭 /期望：
恭賀《中大校友》

100 期承先啟
後，並祝願中
文大學否極泰
來，教職員及
校友們身心安
康。

近況：
闊別工作了 20 年
的上海，在 2019
年移居溫哥華。	
經 過 多 年 的 忙
碌，目前暫且享
受閒暇，在加拿
大各地遊歷。

賀辭 /期望：
《中大校友》是香港辦得最
好的大學校友刊物，內容精
益求精，印行量不斷上升，
可喜可賀 !

近況：
現任職《星島日報》及《頭
條日報》行政總裁 / 總編輯。	
加入傳媒行業至今已40年，
仍對新聞工作有濃厚興趣。

▲

2000 年 12 月號

▲

2001 年 6月號

▲

2002 年 6月號

▲

2017 年 9月號

▲

2002 年 9月號

▲

2002 年 1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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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誠武 82 聯合生化 徐國榮
85 崇基化學 /	86 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	95 研究院生化

蕭麗娟 85 崇基歷史 劉世鏞 71 崇基會財

李志傑 94 新亞電子計算

賀辭 /期望：
賀《中大校友》25 周年
暨一百期紀念
中大人心通
百紙混和同
鶴髮駢初犢
歸根葉正紅

近況：
現在香港大學修讀表達
藝術治療碩士課程，並在
浸會大學兼職講授傳媒

管理的碩士課程及在恒
生大學兼職講授公共事
務及管治的碩士課程。

賀辭 /期望：
火浴鳳凰中大心，
莫失莫忘校友情。

賀辭 /期望：
祝願《中大校友》業務
蒸蒸日上，繼續秉承博
文約禮精神，成為聯
繫校友間的橋樑。

近況：
畢業後長期從事博物館及
文物化遺產保護工作，現職
古物古蹟辦事處執行秘書
及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副
教授；現任香港教育博物館
及新聞博覽館顧問、國際古

跡遺址理事會文化遺產檔
案國際委員會專家會員、
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
理事會理事等。

賀辭 /期望：
走出校園投入社會，
謝謝《中大校友》一
直把大家連結，而這
一年秋天，記下我們
是如此地親近。

近況：
近年肥了不少！都在從事
互聯網項目管理的工作。
結了婚生了兒子，由此而
來的一切，感激他倆。到
了今年，辭掉了最後一份插畫
兼職，打算重新學習畫畫。

關海山
75 崇基生物
78 研究院生物

近況：
近年，我先後創辦了海山基因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及 社 會 企 業
Mushroom-X。4年間，海山基因已成為集科研、服務、
零售於一身的生物科技公司。Mushroom-X	
亦以「菇菌救地球」為信念，致力開發菇菌
技術，研發優質菇菌食材與環保物料，透
過公眾教育宣揚可持續發展理念。現時亦
是中大生命科學學院榮休教授。

▲

2002 年 12 月號

▲

2004 年 12 月號

▲

2003 年 6月號

▲

2005 年 12 月號

▲

2007 年 6月號 ▲

2007 年 9月號

近況：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教授
和基因組學及生物信息學碩士課程主
任，並兼顧兩個研究中心主任的工作，
真是忙個不亦樂乎，但也是一生興趣
所在。最近開了兩間分
別與過敏及自閉症有
關的公司，望將一
生所學貢獻社會。

賀辭 /期望：
祝《中大校友》
季季精彩、年
年創新！成功
凝聚校友力量
回饋母校。

近況：
尚在執業會計師的崗位上打
拼，為客戶服務，但不時要
抽空去美國做「美傭」
為兩個小孫子服務。
公餘之暇，享受中
大社群的友誼，
推動「香港中文
大學校友慈善
基 金 」 的 工
作，也貢獻時
間參與伍宜孫
書院和崇基學
院的工作。

賀辭 /期望：
敬祝《中大校友》努力走過 25 年
共 100 期，陪伴校友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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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辭 /期望：
祝願《中大校友》繼
續發揮橋樑作用，讓
校友與母校心連心。

近況：
畢業 35 年，曾任職銀行
及會計工作，加入政府成
為政務主任後，曾參與制
定不同範疇的政策、協助
統籌施政報告等，現職為食物
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高級
政務主任。盼望兩年後退而不
休，享受人生另一階段。

賀辭 /期望：
祝《中大校友》業務亨隆，聯繫校友，
回饋母校，造福社會。

近況：
劉雅章在美國普林斯頓大
學的聯邦政府研究所從事
氣候分析及教學工作，長
達 35 年之久。他於 2013
年從該研究所退休，然後
回到母校，當上了 AXA 安盛地理及資源管理學教

授，並兼任中大環境、能源及可持
續發展研究所所長。他近年來積
極呼籲社會各界多關注氣候變化
對香港地區的影響。

近況：
2013 年獲頒授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在 2019 年 12
月，正式退休
離 開 工 作 了
30 多年的醫院管理局，不過除了轉
為私人執業外，還會繼續以兼職形

式在公營精神科診所服務大眾。

郭碧珊
95 新亞心理學
00 研究院臨床心理學

魏文富 81 崇基市場

郭佩明
78 新亞化學
98 研究院行政工管

吳偉堂 84 新亞經濟

賀辭 /期望：
值貴刊第 100 期出版，謹祝靈感不斷，裨中大人密切
聯繫，交流經驗，與時並進。

近況：
78 年新亞化學系畢業後，一直就職加德
士，長達 36 年，現已退休。每天享受帶
孫兒力行上學，周二與化學系同窗練太
極，又積極參與新亞及中大高球會活動。
我深信終生學習，除繼續參加中大粵曲
班，現更學習拍和，期能自彈自唱以自娛。

近況：
現時我已半退休，1/3 時間放在我創立
的公司	—	永佳鋼具工程有限公司，
仍任公司的董事總經理；1/3 時間投放

在校友會的工作，現
為香港中文大學校友
會聯會副會長、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執委；
1/3	時間放在社企和教會的工作，現任基督
教豐盛職業訓練中心主席、完美句號基金副
主席、香港社會企業總會理事和基督教宣道
會廣恩堂執事會副主席。

賀辭 /期望：
衷心希望不同年代、不同意
見的中大校友，能合力重建
香港，重建中大。

近況：
現於香港中文大
學醫學院精神
科學系香港健康
情緒中心及香港進食失調中心任職一
級執業臨牀心理學家。今年，我們
團隊為中心的網頁（www.hmdc.
cuhk.edu.hk）進行了大革新，加
入了更多與情緒病有關的知識和分
享，當中也有網上自我測試，希
望對校友和市民也有所裨益。

劉雅章	74 聯合物理

賀辭 /期望：
期望中大各院系加強彼此溝

通和合作，攜手設計
跨學科的課程和研
究計劃，以針對香
港地區氣候變化帶
來的各類環境問
題。

▲

2007 年 9月號

▲

2007 年 12 月號

▲

2008 年 12 月號

▲

2009 年 6月號
▲

2010 年 6月號

▲

2010 年 6月號

賀辭 /期望：
有賴《中大校友》使我深入認
識一些師兄妹怎樣貢獻社會，
它更是我了解母校近況的媒

介。多謝！並祝邁向更高
質素。

鍾維壽 87 崇基內外全科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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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雄 70 新亞工管 黃興齊 88 崇基地理

近況：
自 2010 年起一直於明愛向晴軒擔任臨牀與管
理工作，同時兼任明愛專上學院社工實習督導。
董校友感嘆，能夠有幸陪伴
每一位求助者跨越人生低
谷，同時見證每一位同事與
同學的成長，是這份工作所
帶來的最大滿足。

羅曼茵 91 逸夫政政

賀辭 /期望：
《中大校友》25 年
來，向各校友提供

中大人和校園消
息，功不可沒，
恭喜恭喜。

近況：
2002 年，筆者退出金融圈，
進入自主世界，名片改為作
家、教授、顧問，地址改
為上海和巴黎。多年
來，寫作玩石品紅饞
遊，有約則在中大城
大理大北大復旦浙大
講學，近 5 年全力研
究錢穆校長著作，寫
出讀史系列 5 本 :
「知人、曉事、
論世、論勢、論
人生」，著作已
有 50 本。

賀辭 /期望：
每當收到《中大校友》
就如收到一封家書，
恭祝創刊 100 期，感
謝每位編輯的工作人
員。

近況：
從 1989 年到東京至 2018 年，
30 年間從事外資系銀行 IT 部
門工作。由於公司被收購，申
請了提早退休。現在是自由工
作者，在日本幫手帶旅行團。
今年冬天
會在長野
縣白馬村
八方尾根
滑雪場附
近 工 作，
負責管理
一 間 酒
店。

董欣炯 04 聯合社工

賀辭 /期望：
每一次見到《中大校友》，
都感到格外親切和溫暖。
祝《中大校友》生日快樂！

羅兆愉 04 逸夫數學教育

賀辭 /期望：
在全球大是大非年
代，冀《中大校友》、
眾中大校友和師弟師
妹，本著求真精神，
不偏不倚，繼續努力，
造福社會。

近況：
傾注了 5 年心血研究中
醫學的博士論文剛剛答
辯成功，白天終於可再
全情投入針灸診療工作，
晚上可再閱所欲閱，周
末可再約會三五知己郊遊。外子和我至明年夏天仍
會留守柏林，之後就不知道會被派駐到甚麼國家。

潘啟祥
95 逸夫社會學 /	96 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	
04 研究院教育 /	07 研究院英語教學

賀辭 /期望：
恭賀《中大校友》第 100 期，願繼
續弘揚中大團結精神，情誼永固。

近況：
現職香港紅卍字會大埔卍慈中學校長、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2018-2021）
統籌。潘校友聯同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
成功向賽馬會申請撥款約 7,400 萬
港元，於 2018 至 2021 學年推行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透過
完善學生數據管理、照顧差異教
學法及課堂學習支援，更適
切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營造優質的學習氛圍。

賀辭 /期望：
地靈人傑的中大，人才輩出，感謝
《中大校友》把我們聯繫起來，期
待迎接未來更多的 100 期！

近況：
眨眼間在開辦的心理治療中心執業
（心理輔導、音樂治療）已將近 10

年了，過往服務對象主要
是情緒受困的人士和有
特殊需要的學生，所
謂預防勝於治療，這一年在面書開了個專
頁，名為「Soooul	Connect心切治療室」，
透過這個平台，向廣大市民推廣心靈健康的
重要。除了講座、專欄外，近年亦為大學的

兼職講師，培育下一代。

▲

2015 年 3月號

▲

2014 年 12 月號

▲

2011 年 6月號 ▲

2014 年 9月號

▲

2014 年 12 月號

▲

2015 年 6月號

▲ 	攝於富士山山中湖
忍野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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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偉仁
94 崇基內外全科醫學 /
09 研究院醫學博士

劉純芳
15 研究院食品營養與科技

司徒瑩影
02 聯合分子生物技術
07 研究院分子生物技術學

梁雨衡 13 新亞化學

賀辭 /期望：
祝《中大校友》承學府之厚
蘊，揚校友之風采，代代傳
承中大精神。

近況：
三十而立，這兩年我經歷
了人生的重要轉變。2018
年我正式離開自己的初創
公司，轉職成為 YOOV 的

VP,	Product	Management，
YOOV 是一家發展迅速的企業
系統供應商，而我的職責是管
理 產 品 及 項 目 進 程； 而 在
2019 年，我亦完成了婚禮，
踏入人生下一階段。

賀辭 /期望：
《中大校友》是大
學與校友間最重要
的 橋 樑， 恭 賀 
《中大校友》出版
第 100 期！

近況：
我現在擔任中大外科學
系教授及上消化道外科
手術榮譽顧問、威爾斯
親王醫院內窺鏡中心主
任、中大賽馬會微創技術
培訓中心主任、周毓浩創新醫學技術中心主任以及
中大醫學院助理院長（外務）。我在 1994 年完成香
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並於 2009 年取得
中大醫學博士學位。我的研究範疇包括診斷早期腸
胃上消化道腫瘤的治療、微創外科及機械人手、內
鏡黏膜下剝離術、經口內鏡下食道括約肌切開術及
內鏡粘膜下腫瘤切除。
我曾獲亞太消化疾病周 JGHF	Emerging	Leader	
Lectureship	Award	2016、全球華人傑出青年大獎
2016、中華醫學會內鏡學分會傑出貢獻獎 2015、國
家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	科技進
步獎二等獎 2012、美國胃腸內鏡學會 Champion	of	
the	Wor ld	 Cup	 of 	 Endoscopy	
2012、美國消化疾病周最優秀論
文摘要 2011，以及國家科學技
術進步獎	2017。我於 2014-
2017 年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
Yeoh	Ghim	Seng 訪問教授。

賀辭 /期望：
感謝《中大校友》陪伴
走過 25 年，以文字連結
於不同時空的中大人。

近況：
4 年間，我們除開發可
改善健康的腸道微生物
組分析外；亦研製出深
受歡迎的益生菌，蛋白
質補充劑及益生菌朱古
力，更成為我在懷孕期
間的最佳營養補充。我
們亦透過講座及大眾媒
體宣揚最新健康資訊，
以知識回饋社會。

▲

2015 年 12 月號

▲

2015 年 9月號

▲

司徒校友及劉校友於 2015 年 9
月號接受訪問

翻閱舊刊

《中大校友》歷年訪問過的
校友數量之多，實在未能
一一盡錄。若有興趣重溫過
往 100 期的精彩訪問，歡迎
瀏覽校友事務處網頁。

賀辭 /期望：
十分榮幸在《中大校友》83 期受訪，
轉眼已迎來第 100 期。特此祝賀！

近況：
作為海山基因的營養學家，我參與研發結合腸
道微生物組及營養學知識的「GUTSY」體重管
理計劃，成績令人鼓舞。兩年前我回到中大修
讀博士課程；希望與海山基因合作的博士研
究項目能更廣泛地接觸社區，以科技推動
大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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