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志明（90 心理學 / 93 研究院工管）

古嵐軒（91 工管）

張學良（91 工管）

郭校友、古校友和張校友是崇基
應林人，最近在中國美食之鄉順德，
創立了一間名為「仨應龍舍」的社會
企業，並在均安南沙島建立了益生菌
有機農場。企業發展的願景為健康、
同享及共生。

崇基學院

陳承緯（83 化學）

陳校友加入政府博物館工作
34 年，現為康文署文物及博物館
科助理署長，管理轄下 14 間博物
館。他亦是全港首位公立博物館全
職文物復修師，代表作是在回歸前
修復維多利亞公園的維多利亞女皇
像。陳校友將於今年 12 月底退休。

李　慧（ 96 中文 / 01 教育學院教

育學學士後文憑 / 04 研究

院教育）

李校友現為博愛醫院 80 周年
鄧英喜中學校長，在校內服務接近
20 年。該校近年積極推動啟發潛
能教育，培養學生多方面潛能。李
校友深受學生愛戴，有畢業生一直
將她贈送的鼓勵卡帶在身上，珍而
重之。

何家祈（12 歷史 / 14 研究院歷史）

何校友現於非政府組織擔任研
究員，繼年初獲政府委任為政府助
學金聯合委員會委員後，早前獲委

任為獨立監察警
方處理投訴委員
會觀察員，任期
兩年。他期望能
為維持本地法治
和制度作貢獻。

新亞書院

唐智強（83 經濟）

唐 校 友 曾
於多個決策局
及政府部門工
作，包括運輸
署、前工商科、
前政務總署、
香港駐華盛頓
經濟貿易辦事處、前環境食物局，
以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及民政事務
局。他更曾先後任職香港駐美國
經濟貿易專員、勞工處處長、環
境局常任秘書長及環境保護署署
長。早前，他出任運輸及房屋局
常任秘書長（房屋）及房屋署署
長，繼續為政府效力。

程鼎一（86 英文）

程校友曾於國泰航空行政、
市場推廣、傳訊及國際事務等部
門任職高層，亦曾出任恒隆地產

執 行 董 事。 早
前，他更獲旅遊
發展局委任為總
幹事，負責推動
本港旅遊發展。

歐陽明詩（94 建築學 /  

　97 研究院建築學）

歐陽校友是中大建築系首屆
畢業生，從事建築行業 20 多年，
現為本港四大建築師樓之一劉榮
廣伍振民建築師事務所董事，在
建築界更有女強人稱號。她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建築師是一
項充滿挑戰的專業，工作時遇到
爭拗會以柔制剛方法化解。

聯合書院鄧寶怡（09 音樂）

鄧校友畢業後赴英國倫敦皇家
音樂學院深造，獲鋼琴演奏碩士學
位及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院士鋼琴演
奏文憑。近年致力推動音樂教育、
慈善及跨媒體創作活動，亦曾協助
香港國際鋼琴家協會舉辦第 1 至 3
屆香港國際鋼琴演奏及教育會議。

蔡權雄（00 計算機工程學 / 02 研究

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 08

研究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蔡校友是鯤雲科技聯合創辦人
之一，該公司開發了全球首款基於資
料流程技術打造的通用人工智能底層
架構 — 定制資料流程 CAISA。有
關技術能充分發揮底層硬體的效率，
在同等晶片峰值性能下提供更高實測
性能，從而提高人工智能推理運算能
力。

陳道沛（00 哲學）

陳校友曾當記者，也曾任職議
員助理，之後投身教育事業，在香港
航海學校任教 10 多年，現為校長。
該校早年培訓海員，後轉為實用中
學，但仍保留海事傳統及訓練。該校
亦有一特別傳統，每任校長都會住在
學校，陳校友笑言在校內「寄宿」了
1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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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曉慧（16 社會）

葉校友是社會企業「妳想煮
意」的創辦人，該社企旨在促進
婦女充權、就業及推廣健康飲食
文化。現社企聘請具烹飪經驗的
婦女，負責設計食譜、代購食材
及製作即煮餸盒，為在職家庭節
省準備晚餐的時間、滿足他們對
健康飲食的需求，並助家庭煮婦
一展所長。

岳如冰（19 生化）

岳校友（中）於聯合書院 63
周年慶典，獲頒本年度「聯合書
院明德獎」，可喜可賀。

鄧愷悠（05 醫學 / 10 研究院流行病學

與生物統計學）

鄧校友（左）早前在葡萄牙里
斯本舉行的歐洲玻璃體與視網膜協會
（European Vitreoretinal Society）年
會上發表年輕糖
尿病視網膜脫落
手術的最新技術，
獲得最佳演講獎。

黃庭鋒（12 體育及運動科學 /  

18 研究院體育學）

黃校友本是體育教師，4 年多前
投身電視台，先後在 Now TV 和無線
電視擔任體育節目主持，更因為樣子
像謝霆鋒，故有「TVB 謝霆鋒」之稱。
除了主持體育節目，黃校友近年參演
綜藝及資訊節目，表現獲好評。

黃嘉濠（15 社工 / 19 研究院家庭輔導

及家庭教育）

黃校友自小雙目失明，在社工薰
陶下立志成為北斗星。中大畢業後求
職屢屢碰壁，後來經轉介加入長者安
居協會擔任社工，負責「一線通平安
鐘」電話輔導工作，聆聽及了解長者
和照顧者的需要，提供適當輔導，用
正能量化解長者心結，讓他們重拾笑
容。

黃琮瑜（99 計算機科學 / 02 研究

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黃校友在大學時選修藝術課程
學習國畫，後來遇上著名畫家王無
邪，在其鼓勵下嘗試將數碼媒體結
合水墨創作。過去 14 年來一直探
索水墨新媒體，發展出水墨畫相關
的數碼程式及多媒體系統。黃校友
的作品逾 40 件，部分收藏在香港
藝術館及香港大學美術館。

施俊峰（00 社會）

施校友熱愛風景攝影，特別
擅長拍攝雲海。他走遍香港大小山
峰，以相機鏡頭記錄大自然風貌。
他亦跟朋友創立香港風景攝影會，
推廣風景攝影，目前有數百名會
員。

何詠基（01 化學 / 05 研究院化學）

何校友（中）早前獲香港教育
大學頒發 2018 / 19「傑出表現校
長獎項 — 卓越研究獎」。他現
為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副
教授及副系主任，致力於有關控制
空氣污染、環境技術和納米技術等
領域的研究。因他研究工作獲全球
廣泛學者引用，並在自身學科領域
中有重大影響力，使他在去年入選
Clarivate Analytics「2018 年度高
被引科學家」獎項。此外。何校友
曾憑題為「應用於分解空氣污染物
的高效能光催化劑」的研究，獲得
「2018 年加拿大國際發明創新競
賽（iCAN）」金獎殊榮。 李振宏（94 電子計算）

李校友於 2014 年創辦餐道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專門為連鎖餐飲
企業提供可接洽不同餐飲管理系
統、訂單服務系統、外賣配送系統
等平台。公司主力發展內地市場，
更先後獲多間著名創投公司融資。
早前，香港政府屬下創科創投基金
投資 1,800 萬元予該公司協助拓展
業務。

逸夫書院

鄭慧君（98 心理學）

鄭校友（左）與丈夫一同從事社
區及共融藝術工作，最近進駐由香港
藝術發展局統籌的大埔藝術中心。鄭
校友亦在年前成立
藝團「黑暗劇場」
和「藝造人才」，
深信藝術可把限制
化作優勢，成就無
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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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馬玉娟（96 教育文憑）

馬校友在路德會呂明才中學服務
26 年，由教師晉升為校長。她不但關
心學生讀書和學業，亦很關注他們日
後發展，經常跟學生溝通，了解他們
的志向和興趣，給予鼓勵。馬校友喜
歡陶藝，亦積極在學校推廣陶藝，培
養學生的藝術修養，學習專注投入，
不怕失敗。

伍宜孫書院

鍾芯豫（19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鍾校友是本地環保組織「V'air 低
碳本地遊」創辦人之一，她以讀大學
時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香港大
專教育界競賽」的得獎概念，開發本
地生態旅遊網上平台，介紹本地旅遊
路線，推廣「低碳本地遊」。另外，
她最近獲政府委任為「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成員，參與「2050 年長遠減碳
策略」倡議。

林兆榮（10 研究院文化研究）

林校友是藝術家，也是文字工
作者。他熱愛研究城市交通，由於熟
悉巴士路線，他將心得寫成網絡文章
《巴士內功心法》，教導網友怎樣選
擇合適的巴士路線及轉乘方法，更快
到達目的地，準確度較手機乘車輔助
程式更高。文章深受網友的歡迎。

陳業朗（11 研究院中風及臨牀神經 

科學）

陳 校 友 現 於
俊業運動復康治療
中心任職物理治療
師，該治療中心希
望透過教導針對痛
症的復康運動，從
根本着手去長遠解
決都市人的痛症。

研究院

穆家駿（13 社會學 / 16 教育學院學位教

師教育文憑）

穆校友現於培僑中學任職教師，早
前到北京觀看國慶 70 周年慶祝活動。
他認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年
輕人應該多到內地交流，認識國情，了
解中國最新發展。

李　瑩（16數學 / 17研究院計算機科學）

李校友參加「小科學家筆友計劃」
與小朋友交流手寫書
信，分享學習理科和
從事教育心理系「機
哥伴小星」的工作心
得。

麥潔貞（09 教育學院家長教育學士後

文憑；09 研究院家長教育）

麥校友近年離開正職教學工作，
專注於研究中國書畫藝術。在學術研
究與書畫創作的過程中，冀能師古法
道，為學不已，以致學有所養，德有
所進，藝有所成。麥校友將於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1 月 17 日期間在中大
錢穆圖書館舉辦「千年凝錦，餘綵徘
徊」個人中國書畫展。並於 1 月 12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於錢穆圖書館二
樓戶外閱讀室主辦「歲晚迎春揮毫
匯」，歡迎喜愛書法人士參加。整個
活動目的為推廣中國書畫藝術。

馬震寧（13 研究院人類學）

馬校友（左）現為香港通識
研究協會主席，早前邀請資深教
育界人士戴希立校長（76 新亞
化學 / 77 教育學院教育 / 84 研
究院教育）擔任「『成就良師』
系列傑出校長講座」嘉賓，以「新
時代教育需求與未來教師」為題
作分享。活動吸引逾 120 位有志
投身教育界的大學生及現職教師
參加。

歡迎各位校友投稿「校友
近況」，以約一百字文稿與大
家分享閣下的最新消息；亦歡
迎提供相片（為達最佳印刷效
果，JPEG 檔案一般需要 1mb
以上）。

季刊逢 3、6、9 及 12 月
出版，每期截稿日期為出版月
之前的個半月，即1月31日（3
月號）、4月30日（6月號）、
7 月 31 日（9 月號）及 10 月
31 日（12 月號）。

歡迎投稿

投稿「校友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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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事

譚偉斌（06 聯合訊息工程學 /  

    10 研究院訊息工程學）

鄧寶怡（09 崇基音樂）

兩位校友早前在美國紐約中
央公園拍攝結婚照，謹祝兩人新
婚快樂，永結同心。

林皓晴（16 逸夫語言學）

楊皓然（16 逸夫計量金融）

兩位校友於今年 8 月喜迎第
二位千金，一家四口樂也融融。

新書出版

鄧智榮（00 研究院工管）

鄧校友出版新作《Invest, 
Work & Live in China》，以其
接近 20 年擔任高級管理人員
及執業律師的經驗，暢談外國
人應如何在內地工作、生活及
投資，有效拓展個人事業。

林麗珠（04 教育學院教育學學士後

文憑﹙小學﹚）

林校友擁有豐富教授樂理的經
驗，其新作《An Essential Guide to 
Grade 5 Music Theory》是一本由
淺入深，附有練習、教學法的應試
教學工具書。

陳英凝（11 研究院醫學博士）

陳校友是公共衞生和人道醫學專家，
服務中大逾 13 年，現任中大醫學院教授、
助理院長、全球衞生與人道醫學學部主
管。她今年出版了兩本學術著作《Climate 
Change and Urban Health》及《Disaster 
Public Health and Older People》，明年
初將出版另一部作品《Public Health and 
Disaster : Health Emergency an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in Asia》。

李雅詩（06 崇基哲學 / 

08研究院哲學）

李校友出版新書《埃
及男女 — 政治不正確
的中東觀察》，討論伊斯
蘭世界各種爭議性問題，
全書分男女、社會、宗
教、討論 4 部分，從作者
遊學經驗談起，完結於抨
擊相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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