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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

聯合書院

陳早標
 （79生物 / 80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陳校友今年 4月 1

日起，出任香港經

濟日報集團旗下所

有刊物包括經濟日

報及晴報之社長，同時出任晴報

總編輯兼集團編務內容總監，未

來將帶領集團繼續發展。

劉兆瑛
 （79生物／83教育學院教育文

憑／89研究院教育／02研究院

教育哲學博士）

劉校友於 2018年

退休前在教育心

理學系任教，他

醉心教學，退休

後仍在中大教育學院兼教，他

亦為畢業同學作專業輔導督導，

協助同學的專業成長。

譚家雄
 （06新聞與傳播學 / 

 07教育學院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譚校友受聘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剛獲派駐阿富汗喀布爾，統籌該組

織教育發展項目。在過去五年，他

駐紮緬甸，協助該國教育局策劃教

師培訓及資訊科技教育改革。

新亞書院 勞麗麗
 （06藝術 / 

 17研究院藝術（藝術創作））

勞校友一直以「半農半藝」的

方式生活多年，一邊農耕一邊

保持其藝術家身分，其創作也

注入她在農業上的經驗，使作

品展現獨特的洞見，如同耕作

出新的生命。

曾國衛（86新聞及傳播）

曾校友於 4月 22

日出任第五屆香港

特區政府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

他 1987年 4月加入前人民入境

事務處，曾負責不同職務，並在

2007年至 2010年期間派駐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駐北京辦事處，於 2016年 4月

出任入境事務處處長。

朱順慈（93新聞及傳播）

朱校友現為新聞

與傳播學院副教

授，是早期響應

SoCUBE 中 大 社

創平台「學人搞社創」計劃的學

者之一。她一向熱衷推廣媒體教

育，並於 2017年獲中大可持續知

識轉移項目基金（S-KPF）支持，

成立了以推動媒介與資訊素養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為目標的社會企業「火星媒體

Mars Media Academy」。歡迎有

興趣合作的教師、機構或公司聯

絡hi@marsmediaacademy.com。

龔翊豪
 （06建築學 / 10研究院建築）

龔校友（左）

獲香港建築

師學會頒發

青年建築師

獎 2018，他

憑作品《維

港再遇》獲

獎，透過重新規劃維港兩岸的

渡輪碼頭，令公眾重新欣賞屬

於我們的海港。

蔡振興
 （92內外全科醫學／

 00研究院預防醫學）

蔡校友早前在香港

電台接受車淑梅的

訪問，分享兩度到

武漢接滯留港人

返港的點滴，節目中亦提及早年

蔡校友與其他醫生組成樂隊 St. 

John Band，將 Beyond的經典作

品《不再猶豫》改

編為《不再油鹽》，

以歌聲鼓勵市民注

意飲食健康。歌曲重溫

葉秀蘭
 （96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

葉 校 友 獲 共 享

辦 公 室 營 運 商

WeWork委任為香

港及台灣區總經

理，她擅長辦公空間及科技業

界的管理，在業務拓展及銷售

策略擁有超過 20年豐富經驗，

將領導 WeWork於香港及台灣

的整體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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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健燊（02經濟）

梁校友今年 1月獲寶馬汽車（香

港）有限公司委任為香港及澳門

董事總經理，並因應疫情首次於

線上直播新車發佈會，面對疫情

挑戰仍銳意適應市場環境，為顧

客帶來全新的零售體驗。

陳繼榮
 （96中文 / 00教育學院教育學學

 士後文憑 / 04研究院中文）

由陳校友（前）主持的「書法

初階 2020」於 1月 13及 20日

在蔡冠深通識資源中心舉行，

教導同學認識基礎書法審美概

念及掌握基本筆法。

張亮（94工管）

張校友為香港可

持續發展解決方

案網絡（SDSN香

港）聯合主席及香

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

總監，於 2020年 4月 21日通

過網上平台 Zoom舉行研討會，

分享香港人走過的歷程和心得。

麥穎恩（14工管）

麥 校 友 創

立 的 社 企

Foster Hong 

Kong推出了

虛擬實習計

劃，除了 90

小時公司實

習外，學生同時可以得到 10小

時網上培訓，認識主題包括企

業社會責任、創業、市場營銷、

全球公民意識和社會正義，希

望鼓勵更多人士提供實習機會

及培訓內容，一起攜手幫助世

界各地的學生。

王兼揚
 （93工管 / 

 06研究院法律與公共事務）

王校友最近於中

大社會工作學系

舉辦的賽馬會「衡

坊」培訓計劃擔任

評審，此計劃旨在為本地非牟利

機構從業員提供證書培訓課程

和實習，並結合網上學習平台，

與他們分享 MEL（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Learning）服務

評估的相關知識和經驗。

蔡錦輝
 （00統計學 / 05研究院內科科學）

蔡校友現為中大

賽馬會公共衞生

及基層醫療學院

副教授，有多年的

醫學大數據研究經驗，更策劃

本港首屆數碼健康國際研討會。

他去年亦透過 SoCUBE中大社

創平台，創立醫療科技初創公

司 DeepHealth Limited，最近專

注研發流動應用程式 HealthCap

拍健，希望以低成本的一站式

健康管理平台，鼓勵市民多量

度和記錄血壓，關注自身血壓

健康，以預防心血管疾病。

悼

蕭景路（75新亞新聞學）

資深紀錄片製作人蕭校友於

2020 年 3 月 24 日在加拿大

病逝。新聞及傳播學院成立了

「蕭景路紀錄片獎學金」，目標

是每年頒予一至兩名有志於紀錄

片製作且表現優秀的新傳學生。

在此謹代表中大同仁致哀！

何滿添（90兼讀中英語文）

何校友於 2019年 12月 16日在

沙田醫院因病離世，終年 58歲。

他多年來熱心教育事業，積極培

育人才，並於去年學期初在報章

撰文，籲師長與政見不同的學生

對話溝通，聆聽和守護學生安

全，讓校園成為學生可安心說出

感受的地方。在此謹代表中大同

仁致哀！

譚啟耀

 （08聯合翻譯 / 
 11研究院比較及公眾史學）

譚校友於 2020年 4月 28日去

世，在此謹代表中大同仁致哀，

並向譚校友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黃嘉濠
 （15社工 / 

 19研究院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

黃校友全憑他的毅

力及耐心，克服失

明的困難，於長者

安居協會擔任社區

關顧服務主任。在黃校友無條件

的同在和陪伴下，讓不少長者重

見曙光及重拾生活動力。最近，

黃校友獲上司提名參與第二十九

屆優秀社工選舉，競選新秀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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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謝月芳（14研究院音樂）

謝校友與丈夫黃志榮（08崇基音

樂）的女兒雙雙於今年2月出生，

謹祝寶寶快高長大，健康平安！

石文康（13聯合訊息工程學）

曾善文

 （14晨興分子生物技術學 / 
 18研究院中醫藥學哲學博士）

兩位校友透過中大的交換生計

劃，分別於英國利物浦大學和

約克大學交流，並在旅途時認

識。二人於 2020年 4月 18日

在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

堂共諧連理。謹祝兩人新婚快

樂、白頭到老！

蘇文傑
 （10專業會計學學士後文憑）

蘇校友為執業律

師，2009 年創立

香港調解仲裁中

心，亦是該中心

的主席，他善於利用生動例子

及高度互動的教學與學員交流，

是一位深受學員愛戴的導師，

多年來為不同的幼稚園、小學、

中學、特殊學校等提供義務法

律講座及調解訓練。

梁梓敦（14宗教研究）

梁校友為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

區中心安寧服務部高級服務經

理，七年來堅持帶市民到沙嶺

公墓獻花，沙嶺公墓是香港政

府為無人認領遺體而設的墳場，

透過獻花感謝先人生前的貢獻，

讓他們不被遺忘。

逸夫書院

江嘉愉（19內外全科醫學）

江校友早前加入 Dirty Team對

抗新冠肺炎，她的爸爸是兒科

醫生，2003 年請纓加入 Dirty 

Team照顧沙士病人，並將當年

在 Dirty Team打仗時用的護目

鏡送給女兒作為平安符，希望

她能平安完成任務。

黃杏儒（17政政）

黃校友現為金融業

的商業分析師，

剛獲倫敦國王學

院（King's College 

London）取錄，攻讀網絡安全

碩士。她亦熱愛服務社群，現為

香港女青年商會董事，擔任刊物

《SNAPSHOTS》主編，曾訪問鄧

麗欣、張繼聰、歐凱淳等名人。

研究院

薛永恆（92工管）

薛校友於 4月 22

日出任第五屆香

港特區政府創新

及科技局局長。

他 1984年加入政府，任職助理

機電工程師，於 2001年晉升為

總機電工程師，於 2017年 10

月起出任機電工程署署長。他

是香港工程師學會的資深會員，

並曾擔任香港設施管理學會會

長，以及香港工程師學會生物

醫學分部的主席。

喜事

劉景熙

 （09新亞政政 / 14研究院新聞學）

施芷君（14研究院新聞學）

兩位校友於 2013年讀書時認

識，一年後開始拍拖，終於去年

10月結婚。謹祝二人永結同心！

周宏謙（15行政工管）

周校友今年 2月加入本地人工

智能企業商湯科技，擔任區域

總監，他擁有超過二十年資訊

科技經驗，曾於 SAP、Oracle

等大型科技企業任職。

謝紹榮（16全球政治經濟）

謝校友為金融專欄作家，於各大

報章寫專欄推廣個人理財教育，

去年亦出版《食腦本食過世：退

休策劃財務手冊》一書，最近接

受傳媒訪問時，他更建議港府借

鑑新加坡發展組屋的策略，讓沒

有住宅業權的港人也有一次向港

府買入資助房屋的機會，有利穩

定社會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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