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矽谷校友會舉行晚宴，宴請由香港來訪的中大工程學院	
李浩文教授及學生。（5月 19 日）

2	 │矽谷校友會舉行夏季旅行，到訪位於美國加州 Cupertino
的農莊。由香港來訪的中大工程學院院長黃定發教授、	
李丹教授及多位學生亦有隨行。（7月 28 日）

3	 │中大安省校友會聯繫了兩家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公司，安
排工作實習機會予 5位中大學生。（7月 24 日）

4	 │夏威夷校友會於仲夏夜舉行聚餐，校友歡聚一堂。	
（8月 10 日）

5	 │伍宜孫書院校友會舉辦主題為「Long	Time	No	See」的晚
宴聚會，該會永遠榮譽顧問李沛良教授亦有出席，與各位
校友聊天敘舊。（8月 10 日）

6	 │美國中西部分會校友前往芝加哥，進行一年一度的夏季野
餐聚會，分享生活近況。（8月 18 日）

早前活動

矽谷校友會晚宴 矽谷校友會

中大安省校友會

旅行

實習

7 月

夏威夷校友會

伍宜孫書院校友會 美國中西部分會

8 月

仲夏夜
晚聚

晚宴
聚會

夏季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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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崇基學院校友會舉辦晚宴講座，邀得具有 10 年國際調
解經驗的梁淑瑜校友（06 社工）主講「衝突宜『解』
不宜結」，分享靈活處理糾紛的技巧。（8月 28 日）

8	 │教育學院校友會於中大舉行第 32 屆校友會就職典禮，
教育學院梁湘明院長親臨主禮。（8月 30 日）

9	 │海外校友會（北加州）校友相約到加州希爾茲堡的旅
遊勝地 Lake	Sonoma 露營，放鬆身心。	 	
（8 月 30 至 9月 2日）

10	 │卡城校友會於趙鳳仙校友（86 新亞歷史）府上舉行年
度燒烤會，20位校友參加，互相問好聚舊。	 	
（8 月 31日）

海外校友會（北加州）露營

卡城校友會

崇基學院校友會

教育學院校友會

晚宴
講座

就職
典禮

燒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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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紐西蘭校友會舉辦中秋聚餐，多達 55 名校友參加，破歷年
紀錄。（9月 7日）

12	 │台灣校友會舉行聚餐，同慶中秋佳節。（9月 13 日）

13	 │德州校友會舉行追月聯歡會，60 多位校友一同玩遊戲，享
用美食，共度佳節。施尉睿校友（19 聯合細胞及分子生物
學）更專程從安東尼市到訪，出席活動。（9月 14 日）

14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舉辦中秋節聯歡聚餐，近 50 名校友出
席，場面熱鬧。（9月 14 日）

15	 │卡城校友會秘書張若玫（92 逸夫工管）返港到訪「校友會
會議中心」參觀，並獲校友事務處特設午宴招待，席間眾
人暢談甚歡。（9月 18 日）

16	 │大華府校友會舉辦年度郊遊活動，增進校友間的感情。	
（9月 21 日）

17	 │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畢業同學會舉辦題目為「堅尼地
城歷史遊」的迎新活動，歡迎本年度入讀該課程的新同學，
並讓他們了解香港的歷史文化。（9月 22 日）

紐西蘭校友會

德州校友會

卡城校友會 大華府校友會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

台灣校友會中秋
聚餐

追月
聯歡

到訪
母校

郊遊
活動

中秋
歡聚

中秋
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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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舉辦「MBA 傑出學長計劃」，李漢祥
會長與陳志輝教授跟 3位新學長，包括張亮（94 聯合工管）
（左一）、黃思麗（92 崇基工管）（右三）和任景信（85
聯合市場）（右一），共晉午餐。（9月 27 日）

19	 │新亞書院安省校友會舉辦晚宴共慶新亞書院 70 周年，逾 90
位不同年代的多倫多校友及其親友歡聚一堂，並分享不同年
代的校園生活趣事，席上溫韾笑語不絕。（9月 29 日）

20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舉辦點心午聚，校友們互相交談近況，談笑
盡歡。（10月 2日）

21	 │卡城校友會舉辦放映會，放映去年 10 月在溫哥華公演話劇《摯
愛》的視頻片段。（10月 6日）

22	 │研究院舊生會舉行幹事會會議，商討會務發展。（10月 16日）

新亞書院安省校友會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

周年
晚宴

學長
年聚

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畢業同學會歷史遊

10 月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

卡城校友會

午聚
交流

視頻
欣賞

研究院舊生會會議

中大校友·2019年 12月·100期 61

17

18

20

19

21

22



23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中文班）校友會舉行成立大
會，會方邀得中大商學院院長陳家樂教授、該課程主任楊
海仁教授及多位學院代表主禮。當日校友事務處處長及多
位校友會代表亦有出席。（10月 19 日）

24	 │統計學系校友會舉行就業講座及學長計劃晚餐聚會，為該
系學生分享職場經驗。（10月 24 日）

25	 │海外校友會（北加州）的張綺蓮（68 崇基社工）、李啟宇	
（68 聯合社工）、許智萍（73 崇基中文）及其丈夫由美
國返港，與昔日同窗梁小雲校友（73 崇基經濟）及許妙
紅校友（73 崇基中文）一起參加崇基學院院慶，並特別
抽空到訪校友事務處，分享校友會活動及各人生活近況。	
（10 月 25 日）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中文班）校友會

成立
大會

統計學系校友會

海外校友會（北加州）

講座
聚會 校友

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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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聯合書院安省校友會舉行 2019 年周年大會，一致通過幹事
會所有成員留任至 2021 年。（10 月 26 日）

27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舉辦講座，邀請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
鍾偉強博士聯同業內翹楚，跟校友探討金融科技行業的發
展及前景。（11月 5日）

28	 │聯合書院校友會多位成員出席聯合書院畢業禮，並在湯若望宿
舍設置攤位招募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會的大家庭。（11月7日）

29	 │中大安省校友會歡迎大學協理副校長王淑英教授參加在當地舉
行的年度出國留學博覽會。博覽會後，王教授更向校友會分享
中大的發展近況，當地校友深感母校發展迅速，並為此覺得自
豪。（10月 4日）

校友會接待大學協理副校長

聯合書院安省校友會

會員
大會

11 月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講座

聯合書院校友會
會員
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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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重聚

30	 │ 87 化學系校友舉辦畢業生聚會，各人互訴近況，氣氛熱鬧。	
（8月 24 日）

31	 │崇基學院 1974 年畢業班「暉社」為慶祝畢業 45 周年，舉辦
「香港和我們這一代」座談會，邀得多位校友出席作分享。	
（11 月 2日）

32	 │崇基 1969 年畢業班「協社」於畢業 50 年後在中大再聚，
40 多名社員及家人聯誼聚餐，重溫昔日校園生活點滴。	
（10 月 24 日）

33	 │崇基文質堂一班新舊宿生舉行茶聚及晚宴，慶祝建舍 40 周年。
活動吸引 90多位校友參加，非常熱鬧。（11月 9日）

74 崇基「暉社」

崇基文質堂宿生

45 周年 
座談會

慶祝建舍 
40 周年

87 化學系
畢業生
聚會

69 崇基「協社」
50 周年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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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校友會 
第 46 屆（2019 至 2021 年度） 
理事會名單
會長	 ：姚濬康（00 計算機科學）
副會長	：脫簡維（99 政政）
副會長	：武鈞亮（00 電子工程）
副會長	：王翠虹（95 日文）
秘書	 ：甄枝雄（81 歷史）
秘書	 ：麥皚思（06 內外全科醫學）
財政	 ：尹紹基（80 會計）
理事	 ：葉永生（72 動物學）
理事	 ：黃詩田（98 翻譯）
理事	 ：黎淑德（81 歷史）
理事	 ：廖明慧（88 社會學）
理事	 ：林詩琪（10 法學）
理事	 ：徐沛之（03 藝術）
理事	 ：任俊彥（02 內外全科醫學）
理事	 ：黃家駿（12 法學）

善衡書院校友會
第 2 屆幹事會名單
主席	 	 		 ：曾福祥（17 工管）
副主席（內務）	 ：鄧蕙盈（18 中醫學）
副主席（外務）	 ：朱靄娛（17 中醫學）
秘書	 	 		 ：陳艷瑶（18中醫學）
秘書	 	 		 ：許文聰（18 心理學）
司庫	 	 		 ：何健寿（13社會學）
司庫	 	 		 ：馬嘉聰（17 計算機科學）
幹事（公共關係）	：張曉瑩（17 中文）
幹事（公共關係）	：趙榮耀（14 宗教研究）
幹事（項目統籌）	：陳希旻（17 城市研究）
幹事（項目統籌）	：高成傑（15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幹事（會員事務）	：張梓錕（15 經濟學）
幹事（項目統籌）	：周天諾（18 信息工程學）
幹事（技術支援）	：陳嘉鴻（14 公共衛生）
幹事（技術支援）	：余卓昇（16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教育學院校友會
2019 至 2020 幹事名單
會長	 	 	 ：許玉麟（85 教育文憑）
副會長		 	 ：張福英（09 研究院中文教育）
副會長兼財政	：楊彩霞（84 教育文憑）
副會長兼秘書	：黃少青（03 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副會長		 	 ：麥鶴僑（01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秘書	 	 	 ：賴長山
司庫	 	 	 ：鄭　虹（06 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會籍兼學術	 ：陳美韵（17崇基數學及數學教育）
康樂	 	 	 ：馬文心（16 研究院教育）
康樂	 	 	 ：陳啟峰（17 學位老師教育文憑﹙小學﹚）
康樂	 	 	 ：溫婉芬（90 教育文憑）
公關	 	 	 ：劉曉瑩（06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公關	 	 	 ：區鑽玲（14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工商管理學院本科生校友會 
2019 至 2020 年度幹事名單
會長	 	 ：盧偉成（83 崇基國企）
中國事務	 ：陳樂基（02 逸夫工管）
會員	 	 ：馮淑莊（09 崇基計量金融學）
通訊	 	 ：甘洛基（03 新亞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康樂	 	 ：謝克迪（09 新亞工管）
通訊	 	 ：陳利華（83 崇基企管）
財政	 	 ：姚翠明（13 崇基工管）
秘書 / 康樂	：梁寶琳（04 祟基工管）
委員	 	 ：麥穎滋（08 崇基專業會計學）
委員	 	 ：彭詔琮（08 計量金融學）
委員	 	 ：劉玉婷（10 聯合工管）

工程學院校友會
2019 至 2021 年度幹事會名單
董事會成員	：林曉鋒（99 逸夫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前排右一）
董事會成員	：黃志賢（04 聯合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前排左二）
董事會成員	：林德隆（06 逸夫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
董事會成員	：王廸信（06新亞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主席	 	 	 ：劉錦德（04 新亞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前排右二）
副主席		 	 ：劉漢威（15 聯合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財政	 	 	 ：林正賢（09 聯合計算機科學）
文書	 	 	 ：馮偉豪（16 逸夫電子工程學）
委員	 	 	 ：黃威冠（12 崇基計算機科學）（前排右三）
委員	 	 	 ：盛雪燕（05 崇基計算機科學）
委員	 	 	 ：廖銘峰（12 新亞計算機科學）
委員	 	 	 ：岑棓琛（08 逸夫計算機科學）
委員	 	 	 ：布鎮權（11 崇基電子工程學）
委員	 	 	 ：鍾民希（16 逸夫信息工程學）
委員	 	 	 ：許偉業（01 聯合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委員	 	 	 ：陳基志（00 逸夫計算機工程學）
委員	 	 	 ：甄啟華（09 新亞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學）
委員	 	 	 ：何嘉敏（15 和聲信息工程學）
委員	 	 	 ：謝名傑（17 聯合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委員	 	 	 ：陳家欣（17 新亞生物醫學工程學）

創業校友會
2019 幹事會名單
主席	 	 ：嚴謹宏（03 逸夫訊息工程學）
副主席		 ：李文邦（04 崇基計算機工程學）
副主席		 ：陳雅兒（04 崇基心理學）
財政	 	 ：岑莉盈（12 逸夫社工）
秘書	 	 ：梁靜雯（04 崇基訊息工程學）
執行委員	：李嘉明（05 逸夫訊息工程學）
執行委員	：歐陽進（03 崇基訊息工程學）
執行委員	：黃雅瑩（11 崇基工管）
執行委員	：馮燦宗（15 新亞數學）
執行委員	：杜柏濤（05 逸夫工管）
執行委員	：何怡欣（04 逸夫食品及營養科學）
執行委員	：郭彥虹（98 聯合計算機科學）
執行委員	：黃德琪（11 聯合翻譯）
執行委員	：蘇欣樂（15 崇基工管）
執行委員	：鄭安琪（06 崇基工管）
執行委員	：李祉螢（07 逸夫訊息工程學）
執行委員	：葉志生（06 逸夫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執行委員	：孫逸興（16 敬文電子工程學）
執行委員	：劉碧琪（16 逸夫經濟）
執行委員	：符　旋（08 新亞訊息工程學）
執行委員	：麥穎文（14 新亞英文研究與英文教育）澳洲校友會 

2019 至 2020 年度幹事會名單
會長	 	 ：黃子豪
副會長		 ：陸汝川（74 崇基物理）
秘書	 	 ：梁嬡玲（82 聯合企管）
財政	 	 ：林錫濤（79 聯合社會學）
康樂幹事	 ：鄧永蘇（87 崇基地理）
康樂幹事	 ：呂國珍（75 新亞生物）
康樂幹事	 ：曾秀文（82 新亞歷史）

校友組織聯絡資料詳見：
http://alumni.cuhk.edu.hk/zh-Hant/associations

幹事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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