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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聽了也能熱暖
今期《中大校友》的採訪工作，可說是有悲有喜：悲的是

6月底編委會擬定題目後，以為疫情稍緩，終於脫離線上
訪問的日子，甚至已選定訪問拍片日期，可惜短片內容未

及構思，第三波疫情爆發，訪問被迫變回網上進行。

可喜的是今期內容異常精彩，今期專題訪問了中大創業

大賽的入圍隊伍，隔着冷冰冰的電腦畫面，依然感受到

他們創業的澎湃熱誠，尤其是早已半退休的何志磊校

友，為香港為環保，62歲仍走出來再次創業，聽着也覺
得感動。

友問友答訪問中大醫院營運總監胡志遠，一心以為能順

道參觀新醫院，疫情下無奈未能如願，但聽着胡教授訴

說醫院未來發展藍圖，以及各項設計所涉及的仔細考

慮，一點也不簡單。中大沙龍因此也選用中大醫院的圖

片，將醫院外貌率先曝光。

採訪還遇上兩件趣事：一是封面人物殷翠瑩，起初知道

要訪問這位耶魯大學教授，坦白說是有點壓力，但她將

艱澀的研究化成淺白易明的說法，令訪問輕鬆不少，最

後更發現她與記者同屬一間中學，秒談幾句學校軼事，

明明被訪者身在美國，一下子感覺親近了很多。

另一件趣事，發生在中大兩代情的黃雅各身上，這位師

兄不單在碧秋樓的電腦中心工作過，當年更成功游說中

大，將計算機科學轉成主修科目，記者（98崇基計算機
科學）畢業了廿多年才知道有這段歷史；黃校友說當年

電腦沒有硬碟，靠打孔卡（punch card）來記錄程式，
有次不慎運送途中，三千多張打孔卡散落一地，幸好事

先在每張卡寫上編號，才毋須重新編寫，但順着號碼再

排一次，也花費不少功夫⋯⋯雖然年代不同，但聽着他

說，讀書時通宵達旦寫程式的回憶霎時湧現。

如此長氣，無非想各位校友細閱今期內容，也順道呼籲

大家，多多支持 9月 25及 26日的中大創業日，以及
11月 28日的中大校友日，兩者都會移到網上舉行，但
精采內容不減，萬勿錯過；今年校友事務處首次為校友

日推出主題曲，想知道創作背後的故事，揭去第 46頁
就一清二楚。

編
者
的
話

製作公司 ： 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

廣告代理 ： PPN Ltd.

地　　址 ： 香港新蒲崗五芳街 12號

  利景工業大廈 5樓 503室

電　　話 ： +852 3460 6837

承　　印 ： 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

發  行  量 ： 132,600 本

30
友問友答

中大醫院營運總監

胡志遠

承諾創造全新

私營醫院體驗

43
中大兩代情

中大人不怕挑戰與冒險

黃雅各父子樂做開荒牛

34
中大新人類

聊天機械人香港推手

Gerardo Salandra
認識中大校友 助廣結人脈

36
中大新人類

工商管理校友 冼璞鏞 陳枳橋 
破舊立新

用手機 App教小朋友理財

46
特稿

校友日主題曲  高唱中大志
曾奕文 王仲傑 曹棨量共譜樂章

53
熱心捐助中大人

禤駿遠
堅實捐助中大醫學院



C

M

Y

CM

MY

CY

CMY

K

17043HSB CU Alumni Print ad_Sep2020_210x275 v1 OP Aug21.pdf   1   21/8/2020   12:47 PM



耶
魯
教
授
殷
翠
瑩

中大創校逾半個世紀一直注重培育科研人才，
不少校友在全球學術界佔一席位。殷翠瑩（95
逸夫化學）是其中一位，她以一級榮譽畢
業於中大化學系，逕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進修，獲得博士

學位後，即從事物理化學與生物科學新
領域的研究，更獲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聘任為教授。她不單對最
細微的分子有濃厚興趣，而且期望透
過微觀分子變化，尋找生命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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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校友從事化學研究超過 20年，

2007 年 獲 美 國 耶 魯 大 學（Yale 

University）聘任為化學系助理教授，

現為耶魯大學化學系教授，由 07年

至今共主講起過 100場會議及講學，

發表的學術期刊論文計有 67篇，學

術成就碩果纍纍。

她對化學的熱愛，早在就讀培正中

學時期已萌芽，「大概是中學二年

級時，對水份蒸發的原理很感興趣，

聽老師講解，知道世間上所有物件

均由粒子及分子組成，覺得這件事

情很神奇，很想理解當中奧妙之處。」

當時化學只是殷翠瑩的其中一項興

趣，好學不倦的她，不論中文、中

國文學、數學⋯⋯她都涉獵，「其

他同學會覺得讀書辛苦，我卻找到

不少樂趣，當中要感謝兩位中學老

師，一位是化學科李景倫老師，他

生動講解令我對化學持續產生興趣；

另一位是數學科陳耀旭老師，教曉

我如何透過假設及推理尋找答案，

訓練我建立思考問題的基礎，對日

後研究有莫大幫助。」

感激兩位中大教授栽培

受到老師悉心栽培，殷校友高中時

已立定志向以科研發展為目標。成

功考入中大化學系，成為了她學術

研究的起點，「中大有兩位恩師對

我影響很深，一位是歐陽植勳教授，

我記得 year 1整個暑假都待在他的

實驗室，歐陽教授很喜歡請學生吃

飯，令我有機會時常接觸他與其他

師兄，明白研究是怎樣一回事，並

從他們身上領略到做科研有趣的地

方，那段與他們相處的回憶，成為

我科研路上美好的開端。」

▲  殷校友在中大讀書期間已是標準「學霸」，屢屢獲獎。

▲  中五畢業時，殷翠瑩跟李景倫老師（右
一）飛往美國考察，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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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翠瑩小檔案

• 1995 年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 1996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碩士• 2000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後研究 美國洛克菲勒大學博士後研究• 2004年
 美國洛克菲勒大學研究助理教授• 2007年

 美國耶魯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 2012年
 美國耶魯大學化學系副教授
• 2014年
 美國耶魯大學化學系教授



▲  殷翠瑩（左四）與同學組隊代表中大參加化學奧林匹克，並贏了第一名。

▲  歐陽植勳教授是殷校友大學時期恩師，
14年教授退休她親自送上紀念品致謝。

▲  吳奇教授強調科學研究要反覆驗證，
殷翠瑩深受啟發，現時教學也同樣採用。

▲  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並獲博士優
異獎，對殷校友來說是其中一個

難忘成就。

另一位是在研究院遇到的吳奇教

授，他教曉殷翠瑩進行科學研究的

方法，即是透過收集資料進行假設

（Hypothesis），再從實驗蒐集數據，

來印證假設是否成立，即使結果是

否定的，亦要懂得及時修正再反覆

驗證，「我現時教學生也用這套方

法，雖然常說從事科研是作而不捨，

但也要清楚自己身處哪個階段，反

覆驗證後也不得要領，就要捨棄。

最重要是遇上樽頸位時，多與身邊

同伴或導師傾談，談話內容不一定

是圍繞學術研究，有時一些日常閒

聊也能獲得啟發。」

中學及大學時期，殷校友曾獲多個獎

項，包括 1993年榮獲由香港化學會

及英國皇家化學會舉辦的化學奧林匹

克第一名、1994年獲尤德爵士紀念

獎學金學術成就優秀獎，以及在哥倫

比亞大學求學數年間獲研究院獎學金

（Graduate Faculty Fellowship）、

博 士 優 異 獎（Distinction for 

Doctor of Philosophy） 及 研 究

成 就 卓 越 獎（Pegram Award for 

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Graduate 

Research），但令她最難忘的，是中

五畢業時獲得中學母校校友獎學金，

「跟老師飛往六個美國城市作考察，

印象最深刻是到伊利諾伊州參觀美國

能源部的 Fermilab，首次見識到體積

有如足球場的粒子加速器，當時心裡

已暗暗決定，一定要到美國從事科研

工作。當然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

優異獎也很難得，尤其是同屆的研究

生均很出色，當時還以為未必能夠畢

業，獲獎有點喜出望外，覺得對自己

及家人有個交代。」

從生活中發掘化學

訪問期間，殷校友多次強調化學與

生活息息相關，「吳奇教授當年指

導我曾經講過，解決問題不一定依

賴科學，生活上的常識也可以。別

以為化學離生活很遠，各種類型的

工業用品例如石油、原材料、電子

等均建基於化學，近年廣泛應用的

納米科技，也與化學有莫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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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近於耶魯大學開設 Chemistry 

of Food and Cooking 一 科， 利 用

熱力學及動力學，來解釋烹調食物

的過程，令學生明白如何將生活與

化學拉上關係，「無論煮飯還是洗

衫，化學是無處不在。當年我的博

士論文，以光譜學方法來監測空氣

及液體表面的膠體粒子（Colloidal 

Particles），驟耳聽來很深奧，其實

只是想知道平日接觸到的塵、沙律

油、氣霧等物質，分子在它們表面

會如何活動，從而催生化學作用，

我感興趣的細微分子結構，與生活

沒有脫離關係。」

近年殷翠瑩的研究仍停留在分子上，

不過層次已推進到生物高分子方面，

對生命醫學科學研究產生濃厚興趣，

「簡單來說，就是研究 DNA、RNA、

蛋白質中的分子結構，希望從最基

礎的層面，明白生物體系的所有功

能，例如為何我們進食時會知道味

道、遺傳疾病是如何一代傳一代、

人類如何感染疾病等等，這些研究
▲  為了讓學生明白化學與生活息息相關，殷翠瑩將教室變身廚房，
讓學生了解烹飪背後的化學理論。

▲  殷校友心繫中大，每次回港也抽空返回大學探望化學系的教職員。

對未來藥物設計十分重要。」

認真研究投入教學

除了認真研究，殷校友對教學也十分

投入，作為頂級學府的教授，她對備

課從不鬆懈，「大學是人生最美好的

時光，充滿活力朝氣勃勃，理應有更

多事情等着大學生去完成，肯花時間

上你的課堂，他們都有期望，如果準

備不好，其實是糟蹋這班年輕人的大

好光陰。加上他們已非小朋友，老師

在課堂上準備充足，他們一定知道，

會尊重教授，我

相信這是彼此建

立良好關係的重

要一步。」

先後在香港及美

國讀書及從事科

研，殷翠瑩覺得

港美兩地學術氣

氛分別不大，「唯

一分別是美國政

府及私人機構，

願意用於科研的投資較多，令學者可

以有更多資源嘗試不同的可能性，有

助將科學推動得更前。」中美關係近

期轉趨緊張，作為華人學者，她卻未

有受到影響，「在學術的領域內，講

究的是客觀事實，你能否刊登論文、

論文質素如何、個人研究能力有多

高，都有既定標準判定，公平且不容

置疑，我深信機會總是留給有能力而

又肯付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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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掛念香港的潮州魚蛋粉

公務繁重，殷校友未能經常回

港，她的家人在港，所以每隔

一段時間總會回來探親，「上

次回中大校園，應該是三年前

了，印象中校園除了多添新的

建築物外，基本上沒有太大變

化，還是那樣美好。」人在異

鄉，總會牽掛香港美食，殷翠

瑩說在唐人街港式食物齊全，

可以隨時解饞，「唯獨是潮

州粉麵如魚蛋粉等，在美國怎

樣也找不到正宗的，所以每次

回港都要專誠到相熟的店鋪品

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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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受天氣及人口密度、流動等因素影響，會因應季節
及地域出現變異，令沿用之疫苗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賽
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教授兼新任中大知識轉移
服務處處長徐仲鍈（Benny），與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
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王海天（Maggie），於 18 年聯同
數位校友創立貝思生物科技（Beth Bioinformatics），
以自行開發的人工智能演算法，優化流感疫苗，期望能
有效減少染病人數。

貝思生物科技團隊成員有十多人，除

了領軍的徐仲鍈及王海天並非中大校

友（徐教授已在中大教學超過 20年，

王教授則已是第 10年於中大任教），

其餘成員既是校友也是他們的高足，

當中包括陳思暘（19聯合公共衞生）、

樓靜致（18研究院流行病學與生物

統計學）、夏小璇（20研究院公共衞

生）等人，部分成員如曹麗蓉、趙時、

李奇等仍在學，一邊研究一邊工作，

不過他們的共通點，是大多主修生物

資訊學（Bioinformatics）。

生物資訊學助疫苗精準開發

生物資訊學結合計算機科學、統計

學、數學及分子生物學等跨領域知識

的學科，基本上是透過電腦運算，對

大量醫學數據進行統計及深度分析，

徐仲鍈及團隊

成立貝思生物科技 
優化流感疫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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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及科技系列

王教授指出，「現時醫學都進入大

數據的年代，藥劑設計也不再局限

於實驗室研究，要結合數據進行更

精準的設計。不過於實驗室工作的

可能未必熟識電腦運算，而懂得數

學及統計的，對生物學及醫學也沒

有認識，生物資訊學正好是一門交

叉學科（multidisciplinary），透過分

析大量生物及醫學數據，協助藥物

及疫苗的開發。」

目前九成五疫苗會在雞蛋內培養病

毒株，過程中會令病毒對雞蛋產生

適應性而降低疫苗效用，徐教授表

示，「適者生存是所有生物的本能，

病毒也不例外，為了生存會不停變

異，如果能及早預測病毒的未來變

異，並即時改良疫苗，將有助提升疫

苗效用。」王海天指出，與學生於研

究流感病毒時，發現可以根據人類基

因組來優化流感疫苗的設計，「透過

我們的人工智能演算法，可以及早

發現病毒的關鍵變異，甚至計算相關

變異的有效期，令整體疫苗成效能

提升二至四成。外國不少針對疫苗

的研究，集中於分析實驗室數據的

上游研究（upstream research），我

們卻集中於下游研究（downstream 

research），將研究轉化成應用，希

望幫助到臨床應用及整個社會。」對

於今天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王

教授表示他們的技術也可以應用其

中，過往半年的數據已大致見到新冠

病毒的傳播特性，目前正與團隊進行

研究，期望能為尋找疫苗出一分力。

創業目標需包含社會責任

徐仲鍈不是首次創業，他於 15年成

立 Health View Bioanalytic，推出全

自動視網膜圖像分析系統，分析人

的中風風險，今次再度創業，背後

原來有個宏大理想，「之前已有研

究指出，出生率偏低令人口驟減，

要維持生產力，我們要改善健康，

令人類愈來愈長壽，即使到了六、

七十歲仍然健康精靈。所以加強人

類健康管理變得相當重要，不論是

我們集中研究的中風及流感，甚至

是糖尿病及認知

障 礙， 如 果 未

發病前預測到風

險，改變不良生

活習慣，延緩病

症出現，才是對

公共衞生最大的

貢獻。」

徐教授是第二度

創業，作為過來

人，他說一點也

不容易，但也堅

持做下去，「學

者一定不是最佳

▲  王海天（左四）帶領樓靜致（右二）、夏小璇（右一）、曹麗蓉（右四）、趙時（左一）、李奇（左二）等校友，研發出電腦算法，及早預測病毒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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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研究流感疫苗，王教授表示，團隊
透過程式可從人類基因組，推算到遺傳

性疾病發病的可能性。

▲  徐仲鍈（右一）首次創業時已親力親為，四出尋找投資者，深深體會到創業的不容易，
所以今次創業更要小心經營。

▲  透過貝思生物科技的技術，可有效提高流感疫苗約二至四成的功效，料可顯著提升大眾
對流感的防禦能力。

的創業人選，但亦不代表不會成功。

美國麻省理工每年也有很多教授成立

科技初創，因為他們見到當中的機遇

與需求，如果留在大學，研究最終只

會寫成一篇論文，但開間公司將研究

成果落地，才有機會對社會作出貢

獻。」他亦多番強調，學者創業不應

只為賺錢，也應考慮社會責任（social 

impact），「我在加拿大工作了十多

年，發現外國藥廠很難從疫苗賺錢，

因為基於人道立場，要向貧窮國家

提供免費疫苗，故此放到疫苗研發

的資金也相應較少，一般初創根本不

會做。但我們見到疫苗研究對人類有

用，對未來人類健康有幫助，所以選

擇疫苗研發作創業。當然我們也積極

與醫院及診所傾談合作，並已取得天

使投資者及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

劃（TSSSU）的資助，維持公司基本

營運。」

團隊均認同設法回饋社會

對於徐教授的想法，團隊成員陳思暘

表示，「中大是個特別的地方，學者

都有一顆純樸之心，會思考怎樣回饋

及改善社會，在這裡工作，感覺每天

都在幫社會做事，這也是我修讀公共

衞生的初衷。」

樓靜致認為，「中大提供了很好的

研究環境及氛圍，不同學系的人及

持分者均會互相幫助，我從四年前

已經加入這個團隊，透過與成員之

間的互相交流，學到很多東西。」

而本於北京修讀統計學的夏小璇，

也認同樓靜致的看法，「能與來自

不同背景的人互相合作，令我由對

生物及人類健康認識不深，變成有

深入的理解，感覺到團隊對科研能

否落實應用有非常高的要求。」加

入團隊只有一年的李奇表示，「這

一年發展很快，學到很多突破性的

東西，希望研究成果可以改善所有

人的生活，令他們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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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中大校友》季刊自創刊以來均透過多元化的
校友專訪、豐富的校友及校友會消息，以及校
園資訊，積極加強校友與母校之間的聯繫。隨
著校友數目每年遞增，《中大校友》的製作、
出版及郵寄成本亦越趨高昂。

我們歡迎校友捐款，支持《中大校友》季刊出
版，而透過「校友網上捐款平台」，校友更可
隨時透過手機以 Visa/Mastercard/銀聯信用卡
付款，支持我們繼續出版季刊，與校友聯繫。

立即行動，

支持《中大校友》季刊

製作及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基金會

捐款表格

 （居住於美國校友適用）

踴躍捐款
支持《                》季刊製作及出版

溫馨提示：

香港校友：捐款港幣 100元或以上可獲中大發出適用於香港申請扣減本地稅項之正式收據。

加拿大校友：中大已根據加拿大《國內收入條例》第 3503條確認為合資格的國外大學。居住地址在加拿大之校友捐款予中大，於
加拿大報稅時憑中大發出以加幣折算之正式捐款收據可申請扣減稅項。

美國校友：居住在美國之校友可透過香港中文大學基金會捐款，基金會已獲美國國稅局《國內收入法》第 501(c)(3)條確認為合資格
的稅項減免機構 (Federal Tax I.D. Number: 98-0477422) 。美國校友捐款予中大，均可於美國報稅時憑基金會發出之正式捐款收據申
請扣減稅項。美國校友可利用香港中文大學基金會捐款表格，請註明「For CU Alumni magazine of Alumni Affairs Office」。

如有查詢，歡迎電郵至 alumni@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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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中大創業大賽 

醒呀飛天奶茶

智能健

炭世界

敢創．新機遇

社會愈來愈重視創新和創業，中大也致力推動創新創業，每年在校園舉行
的「中大創業日」更是焦點項目，成功凝聚校友和師生的創業力量。同場

舉行的「中大創業大賽」今年已踏入第四屆，五強於 9 月 25 日的決賽爭
奪冠軍殊榮。我們特別於賽前專訪躋身五強隊伍，介紹其創業歷程及中大

人的創業精神。

股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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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中大創業大賽 

何志磊炭世界
62歲再創業
廢木製炭 為環保出力

不論打工還是從商，何志磊矢志做到

最好，畢業後的履歷可說相當亮麗：

第一份工在中資銀行工作，成為中資

銀行首批聘用的香港大學生；之後到

Barclays Bank當上中國業務經理，其

後晉升為中國區總經理，成 Barclays

全球 52個國家分支機構中，唯一一

個非英國人的總經理；轉職到麥當勞

後，在北京及廣州分別開設當地第一

間麥當勞；繼而被 Pizza Hut挖角，

在廣州開設第一間分店；隨後成為全

世界第三大啤酒集團 Interbrew的中

國區總經理，是全集團 28,000名員

工最高層的 36位 senior management

之一⋯⋯單看這份履歷表，很難想像

他會走上創業路。

何校友卻持不同看法，「父親一直教

導我，『工字不出頭，出頭便入土』，

所以我一直發掘有什麼生意可以做。

86年認識了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

的朋友，希望我幫他們推銷一樣產

品，種下了我創業的苗頭。」原來那

件產品是固體燃料，於中越戰爭時為

了解決軍隊於叢林煮食而發明，「產

品方便燃點，火力強旺，正好用來做

BBQ的炭精，於是膽粗粗約見百佳

超市的買手，結果一拍即合，惠康見

百佳有賣，也替我上架，隨後再推銷

其他燒烤用品，到 97年，我已成為

百佳燒烤產品的主要供應商。」

棉花樹變成燒烤木炭

當時何志磊仍在 Interbrew上班，公

司業務由兄弟打理，後來業務愈做

愈大，他決定離開打工仔行列，全

力投入燒烤產品的業務，「最初我

是從內地採購燒烤木炭，供貨給本

港超市，誰知道有次到海南島驗收

貨物時，廠家帶我參觀林地，我見

到整座山的樹都砍掉，而且不會再

種出新樹，那刻才驚覺我是破壞生

創業並非年輕人的專利，何志磊（80 聯合
經濟）86 年已開始從事燒烤產品的生意，

由最初做兼職，到後來全職投入，至今
超過 30 年，發展成為亞洲最大燒烤炭工

廠，數年前他已半退休，一場颱風卻令
他萌生二次創業的想法，但這位 62 歲的

創業者說，今次創業遠較上次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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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幫兇。」毅然決定停止銷售木

炭，轉而自行用農業廢料生產，不再

砍伐樹木，「哥哥及弟弟是工程師，

懂得研發生產機器，反而尋找原料才

是難題。穀殼及粟米芯可轉化成飼

料，有價有市，用來生產木炭成本就

太高；大豆收割後餘下的植物質地

硬，是制炭的好材料，但要去到中國

東北設廠，當地苦寒，不太可行。經

多番研究才決定用棉花樹，每年三月

播種十一月開花，摘下棉花後樹木會

枯死，農民會點火燒掉，產生黑煙，

是當地一大環保難題。我們付款向農

民收購，生產木炭，一舉數得。」

憑着質優價廉，生意愈做愈大，高峰

期一年生產三萬噸木炭，行銷至全球

40個國家 100多個城市，何校友憶

述，當時每年出貨量多達 20,000個

貨櫃，出貨時整個工廠區滿布貨櫃

車，場面壯觀。何志磊到 18年時，

基本上已是半退休，但 9月颱風「山

竹」襲港，卻再次燃起他的創業熱

情，「見到兩萬多噸的塌樹，全部粉

碎送到堆填區，那一刻很痛心。於是

翻查資料，發現香港每年產生園林廢

木 6萬噸，木材廢料（木卡板、木傢

俬等）12萬噸，而堆填區已經飽和，

覺得如果能將這些物料轉化為寶，確

是一大德政。」

取名炭世界（Charcoal World） 
退休後嘆世界

不過落實執行卻困難重重，「在香港

做環保事業太困難了，在香港設廠，

不單租金及人工貴幾倍，環保要求也

十分嚴格，所需設備要由歐洲進口。」

幸得梁成銓（77聯合經濟）和葉志

釗（83崇基經濟）兩位好友鼓勵，

「他們異口同聲說，為了香港，為了

環保，應該去做。另一位校友吳福

民（80聯合經濟）更幫新公司取名

為炭世界（Charcoal World），但我

要真正做完這個項目去嘆世界，相

何志磊小檔案

1980 年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

1985年 • 英國Barclays Bank中國區總經理

1991年 • 麥當勞Havi Group中國區總經理

1993年 • Pizza Hut南中國區總經理

1996年 • Interbrew中國區總經理

2000年 •  振華集團總經理

2020年 •  創辦炭世界

▲  炭世界團隊已吸納不少年青人，何志磊希望更多人才加入。

▲  何校友（前排左四）說讀書時學到的理論早已交還給老師，但
參加學生會所學到的領導才能和組織能力，卻是受用終生。

▲  何校友手中的棉花樹枯
枝，可說是農害，用來生

產木炭，一舉數得。

▲  18年颱風「山竹」襲港，何志磊從新聞見到塌樹被送往堆填區，萌
生了為香港做點事情的想法。

信還要點時間。」

幸好經過一番努力，總算有點眉目，

今年 1月成功覓得天使投資者，現計

劃明年年初於屯門設廠生產，何志磊

希望透過今次參賽，招募年青人才加

入，「項目未來還有很多發展計劃，

希望招聘到有創造力、有夢想的年輕

人加入，我才可以過心目中的歎世界

生活，每星期打兩、三次麻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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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
慢性疾病
智能健助港人
家中建血壓數據庫

蔡錦輝（Kelvin）是中大賽馬會公共衞
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副教授，主力從事

醫學大數據研究工作，最初沒有想過

創業，「我從事血壓相關研究，也跟

馬會有合作計劃，到全港八十多間長

者中心，協助長者量度血壓，當時發

現大部分人量度血壓後，一般僅用紙

筆手抄血壓數據，可能有所遺漏，醫

生沒有這些有系統的數據也不能準確

監測病患。」於是 18年他決定向中大
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ORKTS）申
請基金，與學生朱子勤（18新亞公共
衞生）、黃奕琳（17聯合公共衞生）、
李英健（19伍宜孫統計學）等，成立
醫療健康初創智能健，協助患者有系

統地記錄血壓。

靠影像分析及記錄讀數

團隊花了大半年時間研發，於去年推

出拍健手機程式，用戶毋須花費過千

元買藍牙血壓計，只需用最普通的

血壓計，量度血壓後，利用手機拍

攝血壓計的上、下壓和心跳讀數，

程式基本能識別市面上所有血壓計顯

示屏上的數字圖片，將圖片轉化成

相關數據記錄於程式之中，朱子勤

（Christopher）表示，「研發過程最困
難的地方，莫過於相片辨識功能，不

同品牌的血壓計讀數位置均不一樣，

用戶拍攝的照片光暗及清晰程度亦不

一，試過有用戶影到畫面完全反光，

肉眼也難讀出當中數字，無法使用。」

香港人愈來愈注重健康，尤其關心三高
（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問題，始終
三高是心腦血管病的最重要風險，可導

致冠心病、腦中風、腎衰竭，有需要認
真看待。不過對待高血壓，要每天量度

兼且要記錄長期變化，才能得知身體是
否出現毛病；蔡錦輝（00 聯合統計學 / 

05 研究院內科科學）於 18 年創立智能
健（DeepHealth），並與團隊研發出拍

健（HealthCap）手機程式，讓用戶可
透過手機鏡頭記錄血壓計讀數，方便個

人及醫生追蹤血壓狀況。

▲  系統可將用戶每次測量的血壓數據，整
合成圖表報告，病人覆診時可向醫生展

示，以快速掌握血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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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朱校友對電腦科學很有興趣，於

是自學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及深度學習技術，收集過萬張圖片作

測試後，終於成功研發出較準確的相

片辨識系統。如果覺得影相功能煩瑣，

拍健團隊亦提供 FDA驗證的雲端血壓
計，為用家提供更方便的服務。

預測中風及心臟病風險

除了記錄血壓數字，系統更會監測血

壓變化，製作個人健康報告，給個人

或醫生查閱，並利

用蔡校友與學生的

研究成果數據，透

過人工智能分析，

預測用戶未來的中

風及心臟病風險

等。朱校友指出，

「目前約有一千人

使用我們的程式，

九成為六十歲以

上，不少為退休

人士，既為自己記

錄，也順道為不諳

科技的父母記錄。」

拍健設有免費版及收費版，後者支援

多人共用一個賬戶，幫助家中長者記

錄血壓變化數據，只收取每月十元的

象徵性收費，蔡校友表示，「我們研

發這個程式，是希望對社會有所貢獻，

幫助港人建立血壓數據庫，因此並不

打算在個人用戶身上賺取盈利。反而

想透過與醫療機構、診所、非政府組

織，或是與健康相關的機構合作，探

索可行的商業模式。」

今次參加中大創業大賽，也並非單純

為贏取冠軍，蔡錦輝表示，「我們之

前在商場舉辦活動，也計劃在社區中

心及醫院進行教育講座，宣傳健康管

蔡錦輝小檔案

2000 年 •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2005年 • 香港中文大學內科科學哲學博士

2013年 •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

及基層醫療學院老年學研究所

榮譽副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海量數據決策分

析研究中心的研究副教授

2018年 • 智能健創辦人及董事

朱子勤小檔案

2018 年 •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 智能健行政總裁

黃奕琳小檔案

2017 年 •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2018 年 • 智能健營運總監

李英健小檔案

2017 年 •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2018 年 • 智能健軟件開發員

▲  蔡錦輝（右二）與學生朱子勤（左二）、黃奕琳（左三）、李英健（左一）等成立醫
療健康初創智能健，開發程式幫用家記錄血壓數據。

▲  公司早前於將軍澳廣場舉辦活動，發現
很多市民沒有留意血壓問題，所以希望

將程式廣為推廣。

▲  透過手機程式拍
照，即可記錄血

壓計上讀數。

理的概念，但礙於新冠疫情爆發，被

迫全數暫停，因此今次比賽是個難得

機會，期望能將拍健推廣給更多校友，

提升他們對健康的警覺性。」

智能健的團隊，全是來自公共衞生及

統計學兩個界別，李英健（Richard）
卻指出，從中大學習到的專業知識，

對於開發產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

是大學提供了通識課程，令我思考人

與文化的關係，在研發產品時，會思

考怎樣可以利用它來幫助別人，我覺

得這點才是最重要的。」

免費下載拍健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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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工智能
揀股票
股跡助散戶尋找潛力股

對於投資新手而言，如何在股票市場中
尋找具升值潛力的股票，殊非易事。 

嚴謹宏（03 逸夫訊息工程學）曾在股
海損手離場，後來遇上校友何文浩（04

研究院訊息工程學），使用對方開發的
私人選股系統，在五年間將一百萬本

金翻倍，他們決定成立股跡（Percival 
AI），將系統推出市場，讓散戶有一個

分析工具，助他們制定投資策略。

故事要回到 13年，在科技公司任職

的嚴謹宏（Kenneth）屬投資新手，

大多聽取同事推介買賣股票，卻礙

於經驗不足，最後是蝕錢離場。及

後見到中大師兄何文浩（Percival）

在股票市場屢有斬獲，於是虛心求

教，原來對方早於 05年自行開發選

股系統，以 9,000元起家，靠系統賺

錢提早退休，移民英國享受生活。

五年賺了一百萬元

嚴校友於是學習使用該系統，結果

五年賺了一百萬元⋯⋯本來故事在

這裡完結，但嚴謹宏卻讓它延續下

去，「當時覺得以我一個對股票零

認識的人，都可以靠系統獲利，其

他投資者一定能夠從中受惠。」

因此他極力游說何校友一同成立公

司，並招來同學歐陽進（03崇基訊

息工程學）改善用戶介面，將系統

推出市場，並命名為 AMELIA，為投

資者提供中長線選股服務。身為上

屆中大創業校友會會長，嚴校友說

很早已有創業想法，「2003年沙士

對我衝擊很大，打工前景不太明朗，

因而萌生創業的念頭。」記者不禁

質疑，既然靠系統能夠創富，為何

還要花這麼大的氣力去創業？嚴謹

宏卻有另一番見解，「股票市場始

▲  嚴謹宏（右）去年曾以中大創業校友會
會長身分參加中大創業日，感受一下活

動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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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要經歷周期循環，但如果擁有一盤

生意，即使市況好壞仍能創造現金

流，也令自己的資本增值。加上個人

深信坊間對 AMELIA的需求很大，使

我有動力將系統推出市場。」

SWING系統針對短炒客
AMELIA的演算法以基本分析為主，

根據上市公司的公開財務數據、股價、

成交量、50天平均線等技術指標，精

選具強勁升值潛力的股票，不過嚴校

友卻指出隨着資訊發達，懂得分析相

關數據的工具愈來愈多，為了保持競

爭力，因而加入人工智能技術來提升

準確度，期望透過機器學習、深度學

習等科技，讓系統不斷學習及適應市

場。不過他強調，現階段人工智能 (AI)

未必百分百取代

分析員，「我們

很重視後續分析

（post-analysis），

每次輸贏都會重

新審視當中原因，

發現人工智能也

有出錯的時候，

依然需要人手去

調整設計及策略，

才能提升選股效

率。」

去年股跡推出另一系統 SWING，協

助投資者有效偵測短線上升波幅，嚴

謹宏解釋：早於 09年時已開發此系

統，因演算法未夠成熟而未有使用，

「本來沒打算推出短炒系統，但本地

投資者對短炒的興趣甚濃，甚至有

用戶以 AMELIA作短炒用途，結果當

然是差強人意。」何文浩知悉用戶此

舉，激發他重新改良 SWING，發現

將人工智能技術加入其中，準確度大

幅提升，也完善了股跡的產品，可以

全方位照顧長短線投資者。

創業比賽可認識很多投資者

成立公司時已有完善產品，但嚴謹宏

指創業初期仍困難重重，「我們最初

專注於 B2C路線，引起不少人質疑，

嚴謹宏小檔案

2003 年 •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學士

2017年 • 股跡共同創辦人及董事

2019年 • 中大創業校友會會長

▲  AMELIA屬中長線選股服務，除了根據業績報告數據及股價
數據，分析過往強勢股票的特徵，也懂得以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處理大量股價圖，找出最佳的突破點。

▲  SWING每天分析逾 2,000隻股票，篩選出短線高動力股票，並
利用人工智能強化演算法，不斷提升準確度。

可是環顧全球增長最高的科技公司，

最初都是由會員付款服務起家，長遠

來說，我們也樂意涉足B2B市場的。」

另外，三位創辦人均為 IT人，完全

沒有金融背景，故透過市場推廣贏取

用戶信任。

今次是股跡首次參加創業比賽，嚴校

友坦言，「本來無打算參賽，始終要

很多時間作準備，但去年參加過中大

創業日，氣氛十分良好，見識到初創

之間可以有良性競爭，亦從活動中認

識很多投資者，所以今年決定參賽。

近年中大很多人創業，樂意與人交流

經驗，也刺激到身邊更多校友創業。」

他說以前曾抱怨所讀的訊息工程學涉

獵太廣，「周身刀冇張利」，但到了

創業就大派用場，「創業有趣的地方

是要很短時間快速裝備不同技能，正

因讀書時範圍夠廣，令我很快適應創

業的節奏。」

▲  移居英國的何文浩（左）仍負責系統研發工作，嚴謹宏（右）
則負責銷售及市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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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準智慧
零售市場
自助販賣機結合5G鏡頭  
令人高呼醒呀

張焯然（Clearence）與拍檔去年

十二月創立醒呀（SmADt）智慧零

售平台，誰知公司成立沒多久就遇

上疫情，因而衍生推出自助販賣機

出售口罩的想法，他坦言並沒有為

公司設下框架，總之想到與智慧零售

有關的就去做，「我數年前成立了 

正呀（JengAh）數碼營銷公司，當

時用『呀』字做結尾，是想令人感覺

地道一點，也希望客戶光顧後，會有

『正呀』的感覺！今次再開新公司，

也延續了『呀』字系列，既然業務是

針對智慧零售，用醒呀就很貼切，希

望大家用過我們的方案，會大讚『醒

呀』！」

到底他們的構思有幾醒？一切來自商

場的閉路電視，「香港差不多每個商

場，都安裝了閉路電視，記錄不少影

像數據，可用來分析人流，甚至從中

觀察到顧客的消費習慣。但先要解決

一個技術樽頸，商場可能要花費數百

萬元進行鋪線，將所有閉路電視連接

到伺服器，才能蒐集畫面進行分析。

因此我們構思研發 5G鏡頭，不單毋

須鋪線，鏡頭功能更媲美小型電腦，

內置影像晶片實時進行分析後，透過

5G上載雲端，後台就可將數據整合

寫成報告，給負責營運商場的地產商

參考。」

年初疫情爆發，張焯然（13 逸夫工商管理）
眼見港人口罩難求，於是短時間內研發

智能自助販賣機，出售由外國進口的口
罩及消毒用品，短短一個月賣出超過一

萬盒口罩，並以此參加中大創業大賽。
不過，他透露自助販賣機只是一個引

子，他真正瞄準的是智慧零售（Smart 
Retail）市場。 ▲  5G 鏡 頭 已 完 成 原 型

（prototype）設計，正與本
地工廠商討量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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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顧客私隱最重要

市面上有其他類似方案，但張焯然指

出各有不同盲點，例如 iBeacon需要

顧客開啟手機 app，而且只知道有人

來過，卻偵測不到他們的消費行為；

而紅外線感應器則只能作 2D偵測，

遇有幾個人站得貼近時，會常誤判為

一個人，「5G鏡頭不單能解決以上

兩大問題，而且港人早已習慣商場設

有鏡頭，用它來搜集數據，完全不會

影響顧客的購物體驗。」

最重要是 5G鏡頭採用動作檢測

（Motion Tracking）方式，並無加入

人面辨識（facial recognition）功能，

張校友指這是保障顧客私隱，「商場

需要的只是人流數據，例如地下舉行

pop-up推廣期間，客人會多去哪層

商場，日後做相關推廣時，就知道如

何提升生意額，因此毋須辨別客人身

分，我們特別強調產品符合 Google

私隱守則，不會收集任何個人識別資

訊（PII），既令客人安心，也為我們

日後開拓歐美市場鋪路。如果商場需

要知道顧客年齡及性別分布，目前客

戶關係管理（CRM）系統已可代勞。」

原來他們的堅持也差點令產品流

產，「為了令 5G鏡頭在保安及效能

方面有保證，很早已決定使用美國

Qualcomm 的 芯

片，早前中美貿

易關係緊張，差

點 令 Qualcomm

不肯將芯片付貨，

幸好我們團隊中

有人曾在 Google

擔任工程師，認

識 Qualcomm 的

管理層，當知道

我們的產品用途，

才願意供應芯片

予我們。」

張焯然小檔案 

2013 年 •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

 •  Google旗下 YouTube Hong Kong 

Partnership Manager

2017年 •  成立正呀（JengAh）數碼營銷

公司

 • 英皇電競（EES）業務總監

2019年 •  成立醒呀（SmADt）智慧零售

平台

▲  疫情期間，張焯然與團隊推出自助販賣機出售口罩，以解市民「一罩
難求」之苦。

▲  與賴漢榮教授（右）亦師亦友，張焯然從他身上學懂很多
待人接物的道理。

感謝兩位中大教授循循善誘

今次參加中大創業大賽，張焯然直言

並非只為贏比賽，「一方面想從比賽

認識更多人，看看是否有其他合作，

另一方面，以往很多人以為本地初創

只懂寫 app，希望透過參賽讓公眾知

道，香港是有實力進行科技研發的。」

開過兩間公司，之前曾幫手成立英皇

電競，又在疫情期間研發自助販賣

機，張校友說要多謝兩位中大教授指

導，「陳志輝教授是我的 mentor，

經常帶我出席不同活動，也教曉我很

多做人的道理；賴漢榮教授則教我要

重視承諾，以及珍惜所有關係，啟發

了我如何看待客人及員工，作為團隊

領袖，面對逆境時也能保持樂觀正面

的心態。」

▲  張校友對創業充滿熱誠，先後成立過正呀數碼營銷公司以及擔
任英皇電競業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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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日本動漫薰陶

飛天奶茶
決心打造華文創作平台

取名飛天奶茶，陳柏基（Keith）解

釋奶茶乃華人喜好，「香港有港式奶

茶、馬來西亞有拉茶、台灣有珍珠奶

茶⋯⋯奶茶就像是國際性象徵符號，

令人聯想起華人。至於加入飛天二

字，喻意想像力能令人飛出天際。」

雖然平台名字有飛天二字，陳校友的

構思卻貼地得很，「我小時候不喜歡

文化創作，中三那年患上了骨癌，要

停學一年接受化療、物理治療以及切

除左腳膝蓋的手術，陪伴我熬過枯燥

又孤獨的治療、讓我堅持下去的，是

一本本的小說與漫畫。自此之後愛上

文化創作，也希望為文創界做啲嘢，

所以一直想建立平台，幫助喜歡創作

的人建立個人品牌，甚至能從創作中

賺錢。」於是找來葉靖霖（20逸夫

計算機科學）與其他朋友建立網站。

既然要讓創作者的努力，轉化成實際

回報，簡單地開設付費平台，限制交

了會費的訂戶才能閱讀，豈不最直

截了當？陳柏基卻說這樣做行不通，

「特別在華人市場，不輕易說服他們

付費閱讀。我們走的是另一個方向，

讓會員免費看，創作者慢慢聚集了粉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值日本動漫的
黃金歲月，當中不少經典陪伴許多港人

成長，陳柏基（19 逸夫物理）生於千禧
年代，但兒時也愛看日本漫畫，喜愛創

作小說的他，深感華文創作圈理應像當
年日本漫畫般百花齊放，去年畢業後他

成立飛天奶茶平台，連結香港、台灣及
馬來西亞的創作人才，短時間內吸引過

萬名用戶，成功打造一個始於香港的華
文創作圈。 ▲  角色營銷是飛天奶茶另一收入來源，早

前就跟繪圖板 Wacom合作，以原創動
漫人物宣傳他們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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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後，就將他創作的故事角色，轉化

為不同類型的實體產品，放在平台上

名為『未來墟』的地方出售。」陳校

友不諱言，這完全是參考了日本動漫

發展，「八十年代日本開始有動畫出

現，後來演變成動漫與小說結合，平

台既結集了小說作家，也有不少插畫

師，依靠飛天奶茶將兩者結合，使創

作變得更大眾化，吸引更多會員。」

商機：免費閱讀後登入未來墟購物

陳柏基說平台不會以傳統文學自居，

「飛天奶茶發展的是大眾文學，讀者

的門檻較低，傳統文學當然有值得欣

賞的地方，但卻非我們服務的對象，

但平台上的創作人在迎合觀眾口味之

餘，也各自有自己的風格，否則很難

吸引讀者。」除了從「未來墟」的銷

售中分成，飛天奶茶另一收入來源是

角色營銷，「我們為企業設計能宣傳

公司核心理念的角色，然後為角色創

作故事，吸引受眾觀看，從而軟銷企

業及其產品，目前已有一間台灣遊戲

廠商及香港電腦配件商與我們合作，

公司從中收取服務費。」

創業理念聽來頭頭是道，葉靖霖

（Janet）透露曾遇上不少挑戰，「首

先團隊中沒有人懂得編寫網頁，就算

我本科修讀電腦，也要上 Google從

頭學起，如何製作可以真正運作的網

頁。而且即使有了網頁，也不知道由

哪裡開始宣傳，幸而之前在華文創作

圈子，認識了不少網紅級作者，他們

聽到飛天奶茶的構思，都樂意不收分

文加入，協助我們宣傳，才令我們短

期內能結集到大量用戶。」

參加中大賽 目標對準台灣市場
團隊在香港初步站穩陣腳，下一步往

台灣發展，今次參加中大創業大賽正

為此鋪路，「一來希望透過比賽，認

識更多投資者，二來想加強訓練我們

的演說能力，他日到台灣介紹飛天奶

▲  陳柏基（右）與葉靖霖（左）不時參加同人祭，推廣飛天奶
茶這個平台。

▲  在中大讀書時，陳柏基就曾籌辦過包剪揼大賽等各式活動，這些經
驗對日後創業很有幫助。

陳柏基小檔案

2019 年 •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 成立飛天奶茶平台

葉靖霖小檔案

2019 年 • 成立飛天奶茶平台

2020 年 •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  陳校友指出不少作者均有正職，未必有
時間兼顧宣傳及營銷等事宜，「未來墟」

正好分擔這方面的工作。

茶時，可以更有信心。」陳柏基說於

中大讀書時，累積了不少辦活動的經

驗，「個人覺得讀物理的人，邏輯思

維能力較好，也喜歡冒險，這是創業

必備的特質；而在中大上莊的經驗，

令我學懂如何待人接物，對現時創業

很有幫助。」

談到未來發展，陳柏基說希望能為創

作者多行一步，「網上偷圖情況十分

嚴重，人家花了多少個晚上辛苦創作

的東西，你在手機輕輕一按，就將整

張圖擷取下來，對創作人是全無保

障。因此我們在研發加密技術，日後

在飛天奶茶平台發布的圖像均經加

密，偷圖時會將他的 IP地址一併記

下來，令原創者有足夠實證，循法律

途徑進行追討，算是對創作者權益的

一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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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受惠項目：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
2020籌款活動

成功為大學籌得

港幣76萬元

校友評議會每年均會舉辦籌款活動，回饋母校

及協助大學發展，讓校友齊心發揮正能量。

2020年籌款活動以「同心邁進」為主題，旨在

支持母校不同方面的發展，讓母校繼續向前邁

進。今年活動籌款款項將支持三個大學項目，

包括 (i)由大學為協助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

響的大學成員渡過難關而設立的 「中大支援基

金」、(ii)由學生事務處為協助學生就業而推出

的“Career Success Mobile Application”， 以

及 (iii)亦由該處為關顧師生精神健康而推出的

“Resilience for All Programme”。

截至 2020年 6月 15日，活動共籌得款項港幣

760,000元，學生事務處的兩項活動將各獲分配

港幣 200,000元，而餘額港幣 360,000元則全

部撥捐予「中大支援基金」。 謹此感謝各捐款

人對大學的支持！

中大支援基金

支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中大人

Resilience for All Programme
師生精神健康支援計劃

Career Success 
Mobile Application
協助學生就業手機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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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要用@Link校友電郵？
Why should you use @Link Alumni Email?

  @LINK
 MAILBOX O 校友電郵 MAILBOX G MAILBOX I

外寄郵件的大小限制
EMAIL SIZE LIMIT 20MB 25MB 25MB 20MB

雲端儲存空間
CLOUD STORAGE 15GB 1TB 15GB 5GB

升級儲存空間費用
UPGRADE 
STORAGE FEE

自訂別名
ALIAS 
xxx@link.cuhk.edu.hk

廣告
ADS

網路安全防護
SECURITY FEATURES

(ITB=1,000GB)

高達 $540 一年 (1TB)
Up to $540/year for 1TB

較容易

Easier

有

Yes

垃圾郵件
惡意程式碼篩選

Spam and malware filtering

不用升級！毋需費用
已有 1TB OneDrive
雲端儲存空間

No upgrade needed! 

The 1TB OneDrive Cloud 

Storage Service is FREE

中大人專用
更容易找到自己
喜愛的別名

Highly customisable

無

No

郵件加密
自動攔截 /封鎖不安全

連結
偵測及移除惡意軟件
偵測勒索軟體和
檔案修復

Message encryption

Automatic deactivation 

of unsafe links and 

dangerous attachments 

Ransomware detection 

and file recovery 

高達 $799 一年 (2TB)
Up to $799/year for 2TB

較難

Harder

有

根據用家行為訂製廣告

Yes, tailoring ads with user

behaviour

封鎖惡意和具誤導性
的廣告

偵測惡意程式威脅
支援加密傳輸等

Turn off misleading ads

Malware protection

Encryption in transit etc.

高達 $936 一年 (2TB)
Up to $936/year for 2TB

較容易

Easier

無

No

加密傳輸

Encryption in transit

下面一個圖表簡單話你知 @Link 校友電郵各項好處！申請方法好簡單，透過
MyCUHK 申請就得！詳情請掃描右邊之 QR code。如有任何疑問，請電郵至 
alumni@cuhk.edu.hk。

This table shows you all the benefits of using the exclusive @Link Alumni 
Email. Get started on MyCUHK !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scan the QR 
codes on the right. Contact us at alumni@cuhk.edu.hk for any questions!

申請步驟
Application Procedures

常見問題
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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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獲殊榮

三位中大校友獲嶺大頒授榮譽博士 / 院士

陳德霖獲城大頒授榮譽博士

陳立獲麥道國際學者研究院獎學金頒發獎項

嶺南大學於 6月 17日舉行「榮譽博士與榮譽院士頒授典

禮」，共有七位傑出人士分別獲頒授 2019/20年度榮譽博士

學位及榮譽院士銜，以表揚他們在其專業領域的卓越成就和

造福社會的重要貢獻。其中人力資源管理專家、婦女事務委

員會主席高靜芝（70聯合工管）多年來致力於公共政策、大

學管治及慈善事業等範疇服務社會，尤其著重促進婦女權益

及提高女性地位，獲嶺大頒發榮譽博士。賽馬會慈善及社區

事務執行總監張亮（94聯合工管）熱心公益之餘，亦不遺

餘力為本地高等教育作出貢獻，獲頒授榮譽院士。至於前警

務處處長、退休後擔任香港公共行政學院院長的李明逵（72

新亞歷史）多年來成功為香港締造一個安全而有秩序的生活

環境，同樣獲頒授榮譽院士。

香港金融管理局前總

裁陳德霖（76崇基社

會學）獲香港城市大

學頒授榮譽工商管理

學博士學位，以表彰

他對社會福祉的重大

貢獻。陳校友於 1976

年加入香港政府為政

務主任，2009至 2019

年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期間，推動多項重要金融

政策及項目，包括發展香港金融基建，以及建設香港

成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為維護香港銀行及金

融體系的穩定、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作

出重大貢獻。

陳思樺（06崇基工管）憑為

巴哈急救寧製作的廣告，榮

獲今年歐洲商業雜誌《The 

Drum》數碼廣告主席大獎。

香港土身土長的陳校友，十多

年前隻身到英國倫敦修讀國際

傳媒碩士學位，畢業後投身廣

告，加入全英國最大廣告公

司，負責頂級品牌的宣傳策

略。六年前毅然創業，成立廣告公司 Comms8，憑着她在大

公司的經驗和對亞洲文化的了解，期望幫助品牌打入亞洲市

場，開拓業內新定位。

陳立（09研究院法律

博士）（圖右）成為

麥道國際學者研究院

獎 學 金（McDonnell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cademy）Mark S. 

Wrighton Award 首 位

得獎者，以表揚他在

社區及專業上所作出的貢獻。陳校友曾在內地、新

加坡、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及比利時等地求學，

目前為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希望以自身獨特

的教育背景，為中國內地的法律教育及研究工作樹

立新的楷模。

張亮 高靜芝 李明逵

陳思樺榮獲歐洲廣告行業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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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

聯合書院

劉燕卿（73社會學）

劉校友今年 7 月

22日起，出任香

港乳癌基金會總

幹事，未來將憑藉

她豐富的經驗和深厚資歷，領

導基金會力臻至善、實踐使命。

張永德
 （95醫學科學 / 98內外全科醫學）

張校友 03年曾站在最前線，應

對沙士疫情，今年新冠肺炎再次

臨危受命，為接受強制檢疫期間

身體不適的市民進行初步醫學評

估，同時於亞博館臨時樣本採集

中心參與醫療輔助隊急救工作。

陳虹秀
 （98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陳校友獲選為第二十九屆「優秀

社工」，她是香港社會工作者總

工會「陣地社工」；投身社工界

逾 16年，過往任職兒童院舍的

工作經驗，令她明白不少施虐者

因其家庭及成長經歷的影響而傷

害下一代，故要協助他們正視孩

子所承受的傷害。

新亞書院

簡志健（94工管）

簡校友有超過 20年豐富投資經

驗，自 05年起先後建立「紅猴

股評」投資博客與 Facebook專

頁，分享投資心得。其後與合

作夥伴創辦「博立」品牌，並

於去年年底加入中原集團擔任

資產管理投資總監，事業上再

踏出重要一步。

鄭虹（17藝術）

鄭校友喜愛以炭筆創作，並於

今年 7月至 8月期間，假上環

a.m. space舉行個人展覽《永

恒日落》，共展出 13件作品，

其中一條動畫作品，是她趁疫

情期間的空閒時間，專門學習

3D動畫技術製作而成。

楊立明（10社會學）

楊校友 10年前首次踏足俄羅

斯，以外國人身分到索契了解民

情，每月酬勞只有 2,200港元，

13 年 成 為 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編輯，採訪香港與俄

羅斯的故事，今年推出著作《走

進陌生的國度－俄羅斯》，總

結整趟俄羅斯之旅。

屈國良（77電子學）

屈校友於八十年

代開創香港第一

代中文電腦，15

年創立中小企國

際聯盟，他創立的行業商會近

年走進大灣區，與深圳福田合作

舉辦「港深中小企創新大獎」，

讓兩地企業有更多合作機會。

羅賜珍（75工管）

羅校友在教育界服務了 41年，

2017年正式退休。退休後積極

開展情緒智慧教育工作，還推

出《情緒智慧小磨菇》幼稚園

教材，教導學童情緒管理，長

大後擁有健康人生。

陳雋騫（03音樂）

陳校友作為今屆音樂系校友會主

席，中大音樂系五十五周年籌備

了一場大型音樂會，慶祝之餘，

也希望可以齊集校友及現役學

生，團結地在舞台上演奏。由於

疫情關係，音樂會將延期舉行。

林緯遜（98內外全科醫學）

林校友作為感染及傳染病科專

科醫生，除了每星期上 ViuTV

《今日疫情》節目，還接受各大

傳媒採訪，發表專業意見，教

市民預防疫情。

梁伯華（72歷史）

梁校友在美國西

東大學服務 40年

後，從亞洲研究講

座教授的崗位退下

榮休，最近又再獲校方頒發特任

終身榮譽教授榮銜，為該校華人

教授獲此殊榮的第一人，表揚他

在學術上的卓越成就及著書 30

本，及對大學的特殊貢獻。

張宏毅（79會計）

張校友獲中大委任

為法律學院諮詢委

員會委員，今年 7

月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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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宇（01電子工程學）

李校友於今年年

初出任網上人壽

保險公司 Blue的

Chief Distribution 

Officer，負責業務拓展、市場

策略及產品創新，公司最近於

「2020彭博商業周刊金融機構大

獎」榮膺多項殊榮。

陳松青（91物理）

陳校友於 6月 5日

出任食衞局常任

秘書長（衞生）。

他為資深政務主

任，1991年 6月加入政府，曾

在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17

年至 20年出任地政總署署長。

馮國林（06政政）

馮校友於 18年底

離職領事館工作，

舉家移民至加拿大

沙省，並重返校園

就讀醫護助理文憑證書課程，希

望能投身醫護工作。他也樂意分

享申請技術移民的經驗，為有意

移居加國的同路人提供資訊。

郭嘉銓（98政政）

郭校友自幼立志加入警隊，大學

畢業後考入學堂受訓成見習督

察，曾為兩任處長的副官，任期

長達三年十個月，去年 11月調

派加入警察公共關係科。

紀碧珊（01社工）

陳卓欣（07食品及營養科學）

紀校友（上）及陳

校友於今年 5月底

為聯合書院畢業班

同學主講工作坊，

教授面試及撰寫履

歷表技巧。紀校友

致力從事人才培訓

及管理工作，為多

個企業引入實習生及見習行政人

員職位計劃。陳校友任職國際獵

頭公司多年，現從事大學工商管

理碩士課程就業發展工作。

歐錦豪
 （01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歐校友專心發展

魔術師表演事業，

最近更開辦香港

首間以魔術及手

工啤酒為主題的 Hands酒吧，

期望疫情過後，各位校友可以

前往支持。

周安麗（09工管）

周校友（左二）獲邀擔任香港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導師認證

培訓課程」的客席講師，並同

時獲委任為人才資源管理社榮

譽秘書，致力在香港和地區倡

導卓越的人力資本管理。

逸夫書院

胡家倫（96內外全科醫學）

胡校友現時為港島東醫院聯網臨

床病理部微生物顧問醫生，今年

新型肺炎期間他有份統籌聯網的

化驗工作，疫情最嚴重時，實驗

室須由朝 9晚 6擴大至 24小時運

作，甚至要在凌晨時份查閱化驗

結果，不辭勞苦做好把關角色。

李致和
 （99體育運動科學 / 

 13研究院教育 / 

 19研究院教育哲學博士）

李校友早前離開

中大教職，於 8

月重返香港體育

學院，擔任精英訓

練科技助理總監，新工作會全

面協助本港精英運動員，冀為

港爭光。

白杰（99生物）

白校友今年 7月

與羅倩欣（97崇

基音樂 / 98教育

學院學位教師教

育文憑）教授、林慧雯（04崇

基現代語言及文化 / 07研究院

語言學）博士及其他香港音樂

人，攜手於加拿大卑詩大學合

辦《抗疫時代》粵語填詞比賽，

結果由梁凱茵奪冠，得獎歌曲

《相擁風雨中》由廖嘉敏（05

崇基心理學 / 07研

究院臨床心理學）

演唱，希望透過歌

曲，為所有醫護人

員打氣。
《相擁風雨中》

歌曲重溫

白杰 羅倩欣

林慧雯 廖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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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志
 （05計算機工程學 / 

 07研究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張校友早年於矽谷發展，於

當 地 科 企 Arkologic 任 職 軟

件 工 程 師，15 年 回 港 創 立

Appcider，為企業提供供應鏈

雲端方案，並將過去協助企業

客戶研發的技術，重新整合成

企業管理系統，開放予用戶訂

閱使用。

洪之韻（00內外全科醫學）

洪校友與丈夫合

作，今年 1 月創

辦「華光外科口罩

有限公司」，透過

科學認證，努力為香港市民提

供優質外科口罩，抵禦新型冠

狀病毒。

研究院

源柏樑（99行政人員工管）

今年 6月 24日香

港工程師學會舉行

第 45屆周年會員

大會，源校友獲選

為第 46屆會長，並擬定「相信．

可．看見　創新．成．蛻變」為

學會本年度主題，任期內將與會

員攜手合作，促進學會及工程專

業的發展，為社會開創未來。

潘智豪（18工管）

潘校友為博勝集

團聯合創始人兼

首席執行官，擁

有 12 年 大 灣 區

創業經歷，早前受中大校方邀

請，以公司的創業歷程為模型，

推出商業研究課題《學位案例》

系列文刊。

方天俊（10比較及公眾史學）

方校友退休前於

政府不同部門任

職總行政主任，退

休後出任香港高

級公務員協會新成立的退休公

會第一屆主席，並任職鳳溪公

立學校（慈善團體）行政總裁。

沈厚莉（08食品營養與科技）

沈校友現為美聯

九龍區客戶總監，

今年 6 月率領隊

伍參加由地產代

理監管局主辦的「區區有『理』

社會建議服務比賽」，成功奪

得「環保有『理』」組別銅獎。

馬震寧（13人類學）

馬校友現為香港

通識研究協會主

席，今年 5月起，

向多間馬來西亞

及汶萊華文學校，轉贈香港善

長所捐出的口罩，每間受惠學

校最少獲得 1,000個口罩，協助

海外華校師生對抗疫情。

林穎彤
 （16營養與食品科學技術）

林校友為《Dear Hong Kong鄉

港家書》人物特寫計劃的聯合創

辦人之一，跟 50位義工走訪社

區，訪問了 150位來自不同國家

的香港人，將故事及相片結集成

書，讓大家重新認識香港獨特的

多元文化。現正眾籌出版，希望

得到各位校友支持。

喜事

陳沛光
 （71聯合化學 / 73研究院生化）

陳校友與夫人梁鳳玉（71崇基

動物）於今年 7月 2日喜添第三

名孫兒陳思曈（Solstice），她

更常常透過 Zoom網上平台逗得

爺爺嫲嫲滿心歡喜。謹祝寶寶快

高長大，健康平安！

戴景峯（03工管）

戴校友於今年 5

月開始擔任上市

公司駿高控股執

行董事，他擁有超

過 17年物流及電商行業管理經

驗，現同時擔任香港貿易發展

局物流業諮詢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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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近況

新書

馮珍金
 （76新亞中文 / 80教育學院教育

 文憑 / 97研究院教育）

馮校友新作《字旅再相逢－ 12

位香港文化人的故事》收錄了著

名文化人的專訪，當中有作家、

學者、導演、編劇、粵劇演員、

博物館館長及神父等。

余家強（93聯合中文）

余校友為資深傳媒人，最近推出

首本著作《佛系推理》，書中四

位主角圍繞中大校園怪談，運用

日常推理，屢破懸案，每篇均可

獨立閱讀又互有關聯，為香港文

壇另牽新風。

方健儀（99聯合新聞與傳播學）

方校友最近出版新書，名為《破

天方－踩在斜槓線上》，總結過

去六年斜槓（Slashie）生涯。

方校友更決定將版稅收益，全部

捐予聖雅各福群會「青年生涯規

劃服務」，協助低收入家庭的青

年尋找職業路向。

區玉輝
 （89聯合企管 / 91研究院心理學）

區校友早年籌備《中大創業人》

一書，八年後出版此系列第二本

《中大創業人 II》，反映近年開始

升溫及多元化的創業活動，以及

漸見成長的創業生態圈。

譚立恆（78崇基社工）

譚校友曾任職

IBM 亞 太 區 總

部行政經理，

主力招聘工作，

並將他的職場

心得刊行專書 7

本，今年推出

第 8本，名為《搵工、見工、轉工》，並以 audio 

book形式發行。

鍾國威（90聯合物理 / 96研究院工管）

鍾校友從事金融行業二十多年，

現為全職財經網誌作者，最近出

版第五本財經書，名為《資產配

置　逆向思維》，讓一眾散戶了

解價值投資的理念。

張婉雯（94聯合中文 / 96研究院中文）

張校友新作《你在－校園貓的故

事》為《我跟流浪貓學到的十六

堂課》之修訂版，以抒情的文

字，追憶與校園貓相處的經歷，

並反思人與動物的關係。

梁添
 （96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 04研究院教育 / 13研究院

 教育博士）

梁校友主編的《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得獎

作品集》已出版，還肩負撰寫序文及跋文導讀的工

作，讓學生從觀摩中提高創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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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

羅樹忠（57聯合會計）

羅校友於今年 4月 1日在紐約離世，享年 94歲。他

為聯合書院第一屆會計系畢業生，其後任美商馬克

斯玩具公司香港財務總監，67年移居紐約，經常參

加中大美東校友會及紐約聯合校友會活動。在此謹

代表中大同仁致哀！

溫漢璋（59崇基宗教教育及社工）

溫校友於今年 8月 31日離世，他是前中大學生事務

處及校友事務主任（1969-92）、前西貢區議會主席。

在中大服務 20多年，任內協助了中大學生會及中大

校友會聯會成立。中大校友們對他早年對學生、校

友聯絡工作，懷念感恩。願他家人節哀順變，永遠

懷念他！

張訓聰

 （60聯合文憑 / 65聯合社會 / 71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張校友於今年 7 月 6 日去世，他雖然身在美國，

但心繫聯合書院，不單捐款支持書院發展，也身

體力行支持海外校友回歸團。在此謹代表中大同

仁致哀！

關越強（70新亞新聞學 / 81研究院工管）

關校友於今年 5月 11日離世，他為資深傳媒人，早

年任職電視台，後轉職至文化傳信，落力提高本地

漫畫形象。中大仝人均感惋惜！

馮浩恩
 （04教育學院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馮校友新作《穿越古代中國 36

個保命法則》，提供多款旅遊項

目，讓讀者可以經歷一段不一樣

的穿越旅程，回到古代中國「喪

玩」一番。

杜韋瑤
 （13聯合新聞與傳播學）

杜校友於 17年創立補習社，今

年與Dustykid合作出版首本英文

書《Shine the way you are》，

親身撰寫投身教育工作中遇上的

十一個勵志學生故事，希望通過

此書，讓年輕人受到啟發找到自

己的人生智慧。

楊樂陶（18崇基城市研究）

鍾芯豫（19伍宜孫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楊校友與鍾校友以女生角度寫的

本地行山書《山野漫遊－女生行

山指南》，鼓勵女生及身邊的家

人朋友，探索香港自然的美。

羅慧萍（05新亞內外全科醫學）

羅校友新作《The Way —— 西

班牙北部朝聖之路、馬略加小

島之旅》記載了她走過的西班

牙城市，作者希望此書不只帶

讀者遊歷這些地方，更可讓大

家找到生活態度及生命重心。

梁永健
 （04崇基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 

 05教育學院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梁校友於今年 7月推出《生態

欣賞與認識（第二增訂版）》，

書中新增高空照片，讓讀者從

宏觀、立體的角度了解環境，

並對一些環境概念加入了全新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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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問友答

中大醫院營運總監胡志遠
承諾創造全新私營醫院體驗
中大醫院下年一月試業，身為營運總監的胡志遠（93 聯合內
外全科醫學 / 00 研究院醫學博士）本已很忙，但他沒有放棄
教學工作，繼續履行逸夫書院副院長的行政工作，甚至沒有
丟下多個國際醫學組織的職務，積極參與各個國際會議，他
說希望樹立做人及做學問的榜樣。

問：  胡校友 93 年畢業於中大醫學院
並獲得內科學優異獎，00 年獲
裘槎基金會獎學金，赴澳洲皇
家阿德萊德醫院深造腸胃動力
學研究，並於同年成為中大最
年輕的醫學博士。有什麼讀書
心得可以與師弟及師妹分享？

【沈祖堯教授是 mentor】

答：  心得就談不上，但中大確實提

供優秀的研究環境及老師，為

學生創造很多機會。以我為例，

我的 mentor是沈祖堯教授，毫

無疑問他是位出色領袖，給予

年輕學生很多實習機會，我因

此能有機會參與很多有關幽門

螺旋菌及胃酸倒流的研究。印

象深刻的是澳洲皇家阿德萊德

醫院一位教授來港演說，他專

誠安排我與教授見面，提拔我

到澳洲實習一年，讓我有機會

接觸到不同的人和事，助我未

來發展。

問：  03 年沙士期間，胡校友是第一
批醫生，自願參與威爾斯親王
醫院內科 Dirty Team，當時大
家對沙士所知十分有限，你是
如何應對？與現時應對新冠肺
炎疫情相比，兩者有何分別？

▲  胡校友於 2000年獲裘槎基金會獎學金， 
赴澳洲皇家阿德萊德醫院深造腸胃動力

學研究，並於同年獲醫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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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當年威院 8A病房大爆發，內科

很多同事受感染，我剛巧放假

去了研究，沒有從事臨床工作，

可謂避過一劫。之後沈教授召我

入伍，起初大家對沙士病毒認識

不深，很多病人被送入深切治療

部都無法診治，令醫護團隊心情

低落，後來見到病人慢慢康復過

來，憑藉我們的觀察及用藥方

法，馬不停蹄前往那打素、大埔

醫院及瑪嘉烈醫院醫治其他沙

士病人，那是既驚險又寶貴的經

驗。今次新冠肺炎，香港人當年

從沙士學到很多，做足各樣預防

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妄自菲薄，

要為我們的表現自豪。

人生命中扮演十分重要角色，

醫病以外還要關顧他們的心靈，

因此我更要努力樹立一個榜樣，

示範如何與病人溝通，讓學生能

從中學習。

問：  胡校友最新工作是擔任即將落成
啟用的中大醫院營運總監，對於
這個新工作崗位，你有什麼抱負
或期望？又如何兼顧教學工作？

答：  作為營運總監，既要與醫學院

研究合作框架，也要聯絡校友

商討合作，並且要與不同持分

者例如保險公司、醫療團體等

緊密接觸，確實需要不少時間，

不過這段期間我仍是全職教授，

教學、書院管理及於公立醫院服

務這三方面工作並沒有停下來，

唯獨是研究工作，就暫時要交

同事處理。香港面臨人口老化、

醫療成本上漲等問題，情況嚴

峻，籌辦中大醫院不論對中大還

是香港，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營運總監的工作於我個人來說，

是十分重要的任務。

【中大醫院採定額收費制】

問：  香港目前已有十二家私家醫院，
中大醫院作為另一家私家醫院，
其定位是什麼？中大醫院的營
運模式與其他私家醫院有什麼
主要分別？

答：  私家醫院一向予人的印象，是

費用高昂，非一般人可以負擔，

而且當中涉及各項不同收費，較

難預測出院時結賬的總額。中大

醫院希望打破傳統，將收費降低

並列為定額收費，增加透明度，

令病人入院前已知自己能否負

擔，也期望我們的收費，可以吸

引部分病人由公立醫院轉過來，

減輕公共醫療的負擔。此外，作

為由大學營運的醫院，中大醫院

也肩負起醫學院教研中心的社

會使命，將荷蘭、南韓等地盛行

的私營醫院教學模式引進香港，

讓醫科學生在此實習，有更充足

時間與病人溝通。

問：  目前香港醫療體系面臨什麼挑
戰？中大醫院在這問題上可以
擔綱甚麼角色呢？

答：  我們希望將收費調低，在公、私

營醫院之間尋找新發展方向，因

此中大醫院將成為香港首間智

能醫院（smart hospital），透

過引入不同科技，提高治療的準

確性及安全性，從而提升效率，

減低營運成本。我們也希望將中

西醫兩方面結合，尋求創新的治

療模式，醫治濕疹等問題，期望

透過科研及嶄新服務，下年一月

試業時，能為大家帶來全新的私

營醫院體驗。

▲  沙士爆疫期間，胡志遠（右二）是第一
批志願醫生，參與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

的 Dirty Team。

問：  胡校友於 2006 年獲聘為中大內
科學系副教授，願意返回母校任
教是什麼原因？其後於 06 至 11

年五度獲頒醫學院年度教師獎，
及於 09 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校
長模範教學獎，有何教學心得？

【傳授臨床知識更重要】

答：  醫學診斷及治療已很標準化，從

書本已能獲得很多知識，作為教

授，最重要是傳授書本以外的知

識，尤其是臨床會出現的變數，

並如何從這些變數中尋找線索，

為病人及早診斷。我希望學生

明白一個道理，就是醫生在病

▲  胡志遠（中）於 2006至 2011年五度獲頒
醫學院年度教師獎。

▲ 與太太是中大醫學院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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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中大校友 助廣結人脈
聊天機械人：Hello！你想知道哪一位中大畢業生的個人資料？
讀者：研究院工商管理碩士 Gerardo Salandra。
聊天機械人：他生於中美洲薩爾瓦多，曾在德國留學，先後任職於兩間科技巨頭 IBM 和
Google，因表現傑出，獲中大頒予獎學金邀請來港修讀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
讀者：他為何會創業呢？
聊天機械人：一切源於中大，請稍等 ......（轉交真人小編解答）

聊天機械人香港推手

Gerardo Salandra

▲

  Gerardo Salandra來港前曾於 IBM和 Google工作，在中大修讀MBA期間拓展人脈，成功創業。

MBA容永笙教授引薦 任公司醫生
2015 年，Gerardo 原 本 於 奧 地 利

健身手機應用開發商 Runstatic任

職 Growth Hacker，負責為公司尋找

高速成長的途徑，後來由於公司被

adidas收購，他決定離職尋求新發

展之際，中大商學院邀請他來港修讀

MBA課程。Gerardo知道中大是首

間開辦 MBA課程的亞洲大學，加上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充滿機遇，他

決定踏足中大求學。Gerardo選修創

業和市場學，他指課程內容兼具理論

和實踐，「創業導師容永笙教授認識▲ 公司約有 45,000個客戶，已在馬來西亞增設辦事處拓展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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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間香港初創，安排學生到發展停滯

的初創公司，學以致用地協助這些公

司重新出發，令我們獲得寶貴的實戰

體驗。」

而中大 MBA獨特的薪火相傳校友網

絡，亦為 Gerardo奠定了創業基礎，

「中大所提供的支援是無價，此課程

有逾 50年歷史，組成龐大的校友網

絡，經大學從中拉線，校友積極協助

學生，令我短時間內拓展人脈。我創

立 Rocketbots時，公司合夥人、員工

和其中一位投資者也是來自中大MBA

校友網絡，如果欠缺這些人脈，我的

創業之路可能會觸礁或困難得多。」

在 IBM工作已接觸 AI
2016年初，Facebook推出聊天機械

人（chatbot）平台，令 AI客戶服務技

術備受關注。當時 Gerardo在學校配

對下，課餘在中大 MBA校友安宇昭

（09研究院工商管理）創辦的科技公

司 NDN集團兼職，其中一個項目是

為一間銀行建立聊天機械人。他說，

早年在 IBM工作時，接觸過 AI開發

技術深感興趣，乘著聊天機械人熱

浪，他希望闖出一片天，打算辭職創

業。安宇昭不但贊成 Gerardo創業，

甚至成為主要投資者之一。

Gerardo跟兩位合夥人於 2016年底

成立 Rocketbots，數個月後推出自

家開發的聊天機械人平台，整合不

同即時通訊工具，包括：Facebook 

M e s s e n g e r、We C h a t、L i n e、

WhatsApp等，同時可加入相關同

事，讓企業可自行建立和制訂聊天機

械人，以強化客戶關係及改善內部溝

通。然而，科技始終以人為本，企業

的客戶通訊平台不能單靠 AI，今年

初 Rocketbots改名為 Respond.io，

Gerardo解釋原因，「對客戶服務要

求高的行業，聊天機械人有局限，只

能解答約三成的表面問題，所以我們

的定位提升至不再聚焦於 AI技術，

而是針對企業的深層需要，提供更有

效率的業務通訊方案。」公司已完成

Pre-A輪融資，以加強研發工作和開

拓新市場。

Gerardo的創新精神、國際視野和領

導能力，令他月前登上「2020福布

斯亞洲年輕領袖榜」，對此他感到榮

幸，但這位科技專才正面對人事管理

問題，「為拓展亞洲和歐洲業務，公

司在馬來西亞增設辦事處，負責產品

開發，香港辦事處則集中推廣業務，

兩地員工合共約 20人。由如何培訓

員工，令他們保持工作愉快，以至解

僱不合用的，有時真令我感到煩惱，

管理人比技術開發實在困難得多。」

軟技能不足  AI永遠只是人類助手
Gerardo是香港人工智能協會主席之

一，創業初期他見證香港人對 AI技

術的熱切，「初時我們跟客戶會面

時，九成時間都花在解釋 AI發展趨

勢和應用，於是我決定舉行一個講

座，題 目 是『Chatbots: How AI will 

change business』，原本以為只有

20至 30人出席，猜不到 140張門票

在 3日內售清，部分人更帶著朋友參

加，結果當日共有 177人到場。」

他坦言 AI並非新事物，只不過因為

Facebook和 Google於 2016年推出

以 AI驅動的聊天機械人，令商家積極

投入這領域，深怕在這熱潮中落後於

對手。數年過去，AI話題稍為冷卻，

Gerardo預計短期內 AI技術不會出現

突破性發展，「AI技術雖然可取代人

類某些工序，但人具有多種技能，而

當中的軟技能更是 AI無法學習的，所

以應把 AI應用視為人類的助手，令工

作安排更有效率和富彈性。」

▲  Respond.io是一個整合不同即時通訊工
具的業務通訊平台，助企業深化客戶關

係及改善內部溝通。

▲  Iaroslav Kudritskiy（左）是 Gerardo（右）
的中大MBA同學，亦是公司合夥人之一。

▲  香港辦公室位於觀塘一間共享工作空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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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機App教小朋友理財
以往銀行宣傳兒童理財，多愛以卡通人物造型錢罌或存摺作招徠，但理財又豈只存錢入銀
行這麼簡單？兩位中大校友：冼璞鏞（16 新亞工商管理）和陳枳橋（18 逸夫工商管理），
共同創立親子理財手機應用程式（App）Mellow，教育小朋友延遲享樂概念，分清「想要」
與「需要」。透過 App 讓家長查閱小朋友用錢記錄、自定義「任務」讓其賺取獎勵、設
定及記錄儲蓄計畫等，同時家長亦學習到理財新知識，跟小朋友共同培養出正確理財習慣。

工商管理校友 冼璞鏞 陳枳橋 破舊立新

▲

  Mellow創辦人冼璞鏞（左，Chester）和陳枳橋（右，Teresa）指創業的最大滿足感源自用戶的回響。

多次入選初創計劃　注入強心針

冼璞鏞（Chester）和陳枳橋（Teresa）

中學時已相識，Chester 13年入讀中

大工商管理系主修國際貿易與中國企

業，課餘到商業機構當實習生，賺取

收入後方發現不懂得理財，發覺小時

候沒有學過理財，遂興起開發針對家

長和小朋友的理財及儲蓄手機 App。

17年二人組隊以手機App「EduBank」

（後改名為 Mellow）參加「數碼港．

大學合作夥伴計劃」，成為勝出隊伍

之一，並獲得十萬港元種子基金。

然而，由於當時 Teresa尚未畢業，

Chester亦要到美國進修，項目只能

以 side project形式繼續。直至 18

年底二人畢業，公司打入由阿里巴巴

創業者基金主辦的 Jumpstarter香港

組別十二強，再獲選為數碼港培育計

劃成員，為他們注入強心針。19年 1

月二人全職投入開發 Mellow，同年 3

月正式推出市場。

Mellow源自小孩子愛吃棉花糖
公司取名 Mellow，跟史丹福大學著

名的「棉花糖實驗」（Marshmallow 

Experiment）有關。測試是要小朋友

在限時內忍着不能吃掉棉花糖，限時

過後能獲得雙倍棉花糖。這是關於

兒童自制力和延遲滿足能力的心理測

試，可轉化成儲蓄概念。

Mellow設有基本的記賬功能，家長

更可為小朋友設定任務，例如當小朋

友帶寵物散步，即可賺取 5元零用錢

或虛擬積分。Mellow更夥拍 Global 

Cash推出萬事達預付卡供較年長的

小朋友使用，App讓家長可透過電子

貨幣包查閱小朋友用錢記錄。二人一

直積極與用家溝通，深明部分家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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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財專家，所以近期 Mellow 進行

了大更新，加強家長的參與度，更為

他們提供實用的理財和育兒貼士，例

如：「我從颱風中學到的投資理論」、

「孩子不聽話時該罵嗎？」等。

公司現時僱用三名員工，登記用戶逾

5,000個家庭，合作夥伴超過 50間

機構，二人指公司未來發展分四個方

向，「一，加強 B2B聯繫，尋求與

銀行、保險公司、電子商貿平台等機

構的合作機會；二，試行與學校合作，

將理財概念融入校園生活；三，提倡

分享意念，App加入每月捐款予慈善

機構或社企的功能；四，開拓海外市

場，例如：台灣、日本、美國等地。」

香港初創氛圍熱烈　支援夠全面

談及香港的創業環境和支援，二人指

近年的創業氛圍十分熱烈，無論資

金、導師指導、市場推廣、配對投資

者等多方面支援也充足，惟 Chester

指由於公司規模小，聘請專業人才有

點困難。

中大工商管理系的龐大校友網亦為他

們提供了寶貴支援，與 Chester同年

畢業的李穎茵（16崇基工商管理），

短短數年內四度創業，經驗豐富，成

為二人創業的重要軍師。三位校友

早前更一同登上「2020福布斯亞洲

年輕領袖榜」，Chester和 Terera皆

感到意外。另外，Mellow最近在蘇

黎世創投大賽 2020亞太區地區賽勝

出，躋身全球八強，10月將參加總

決賽。他們曾參加過多個創業比賽，

樂於分享心得，Chester說：「堅持

自己信念很重要，因為不同投資者對

產品也有意見，創業者容易為討好投

資者而迷失方向。」Teresa補充道 :

「目標要遠大，不能只着眼於香港，

要令投資者相信你的產品有潛力拓展

至環球市場。」

感謝金國慶教授助赴美進修

問及在中大讀書時的難忘時光，

Chester是欖球隊和空手道校隊成

員，更曾於哈佛亞太國際關係會議

上教授詠春，以武術跟哈佛學生交

流。此外，他感激中大教授對學生的

關懷和支援，「在中大最後一年，我

想畢業後到美國修讀數據科學碩士，

但我完全無電腦編碼底子，於是主動

向多位中大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教

▲ Mellow現有三名員工，辦公室位於尖沙咀一所共享工作空間內。

授發電郵，詢問他們是否需要研究助

理，結果打動了金國慶教授，聘任我

協助開發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平台

『KEEP』。事後金教授並為我撰寫推

薦信，間接令我順利獲一間美國大學

取錄進修數據科學。」

Teresa曾擔任中大商學院院會幹事會

成員（俗稱「上莊」），籌辦迎新營，

令她體驗到合作精神的重要性，組織

能力和溝通能力亦變成熟。

▲  2017年以 TCS名義組隊參加「數碼港‧
大學合作夥伴計劃」，獲得十萬元種子

基金創業。

▲  Mellow App可供家長為小朋友設
定任務或挑戰目標，完成後可獲

零用錢或虛擬積分（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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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CUHK及 CUSIS系統升級
敬請校友留意
以下系統更新後的注意事項

1. 登入版面
•  校友會使用統一的中大登入版

面（CUHK Login Page） 以 登 入

MyCUHK 系統（舊有之 MyCUHK

版面將不再使用）

2. 登入帳戶
•  校友需使用 [Alumni-ID]@link.cuhk.

edu.hk為登入的帳戶名稱（亦即以

往慣常使用的 10位數字校友編號後

再加上「＠ link.cuhk.edu.hk」）

•  如閣下忘記了校友編號，可掃描 QR 

Code查詢。 

•  閣下之登入帳戶名稱只作登入

MyCUHK 及 CUSIS 之 用，並 不 代

表 有 關 @Link 校 友 電 郵 及 1TB 

OneDrive雲端儲存空間服務經已啟

用。如若未曾申請@Link校友電郵

及 1TB OneDrive雲端儲存空間服

務，歡迎自行登入MyCUHK內辦理。

3. 登入密碼
•  校友繼續使用相同的校友密碼

(OnePass Password)登入系統

•  如閣下需重設密碼，可掃描 QR 

Code辦理。

MyCUHK Portal

▲ 校友會使用統一的中大登入版面登錄 MyCUHK。

▲ MyCUHK的舊登入版面已不再使用，敬請留意。

@link校友電郵
申請步驟

Alumni ID 
校友編號查詢

密碼重置

沿用多年的 MyCUHK 及 CUSIS 系統已經推出全
新升級版本，升級版系統支援手機瀏覽，版面亦
會革新，比舊版本更簡潔及容易操作。校友常用
的服務均可在此辦理：

• 申請校友圖書證及校友數碼圖書館服務

• 更新通訊地址、聯絡電話、電郵、職業資料等

• 申請免費@Link校友電郵及 1TB OneDrive雲端儲存空間服務

• 申請免費校友電郵轉址服務 (@alumni.cuhk.net)

• 訂閱校友雜誌及其他大學通訊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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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
由一群來自「5」、「0」字尾畢業紀念班
校友所組成的「2020 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
班籌款委員會」現已開展工作，傳承接棒為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進行籌募。

修志明 
（90新亞工管 / 98研究院工管）

作為全球頂尖學府，需要校友支持，

提升年輕校友的競爭力及創業機會。

希望各位出一分力，讓承傳的精神，發揚光大！

霍露明
（00新亞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 02研

究院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 / 09自

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哲學博士）

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不單幫助畢業生投入社

會，更讓中文大學的精神得以傳承下去，為社會帶

來更大的影響力。

洪綺婷
（15善衡工管 / 17法律博士 / 18法

學專業證書）

希望得到各位校友支持，發揚傳承

精神，為母校以及一批批校友的就業及創業路添

磚加瓦。

許奕暉
（05崇基工管 / 16研究院行政工管）

常言道種花容易樹人難。希望各位

校友踴躍透過「香港中文大學校友

傳承基金」回饋母校——宏揚「為往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的精神！

即時網上捐款 「中大校友傳承基金」

詳情、活動、捐款表格及鳴謝方式

#2020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召集人

「2020 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
名單：
- 洪秋偉（崇基）、林靖寰（崇基）

- 任景信（聯合）

- 林　強（崇基）、修志明（新亞）#

- 霍露明（新亞）#、蔡錦輝（聯合）、黃雅麗（聯合）

- 許奕暉（崇基）#、李俊蔚（崇基）

- 董和瀚（新亞）、陳君洋（聯合）

- 關皓揚（崇基）、洪綺婷（善衡）#

上屆籌款委員會召集人
- 梅月嫦（崇基）、石曉虹（新亞）  

召集人呼籲：

校友傳承基金小檔案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是全港首個由校友發

起及創立的基金，於 2014年由一群來自當時畢業紀念

班的校友發起，在慶祝畢業周年紀念的同時回饋母校。

基金旨在協助提升尤其是年輕校友的競爭力及創業機

會、支持校友為母校作出積極貢獻，及鼓勵校友在學

術領域有更高的成就，以助母校長遠發展。「中大創

業日」及「中大青年校友職業發展日」乃基金所支持

舉辦的兩項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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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推廣中大創業創新文化，中大校友傳承基金連同校內創業有關部門及校友組織籌組成立「中

大創業者聯盟」（https://cuhkcuea.org），旨在透過創業分享、聚會、互動等，讓志同道合的中大創

業師生校友一起交流聯誼，互享資源，傳承中大人獨特的創業精神。由 2020年 6月 26日（星期五）

起逢星期五下午 5時，「Happy Hour」系列以線上創業訪談形式推出，邀請中大人分享創業經驗和心

得，與大家探討創業的機遇和挑戰。至七月底已舉辦了六場訪談，內容涵蓋不同創業範疇，歡迎校友

重溫每場精彩內容。

第七至十場訪談則於 9月 4日（五）起至 10月 9日（五）舉行，對創業有興趣或正尋覓創新靈感來源

的校友，敬請留意！

6 月 26 日　第一場

中大校友傳承基金

與福布斯亞洲年青領袖 「創」談
當「福布斯總裁」遇上「福布斯年輕創業精英」，兼同為中大創業人，會擦出甚麼

火花？

「Happy Hour」創業訪談系列第一場由中大校友傳承基金策劃，邀請到福布斯環

球控股公司總裁洪秋偉擔任主持，與榮登今年福布斯亞太區 30歲以下創業精英

（Forbes 30 under 30 Asia）的三位年輕校友創業者一起交流互動，了解他們在創

業路上的高低起伏；分享創業心得，如何在激烈競爭中突圍而出，並從年輕人的角

度，分享現時香港創業氣氛生態，以及環球疫情下的機遇與挑戰。

講者： 李穎茵校友（16崇基工商管理）Spread-it聯合創辦人

 冼璞鏞校友（16新亞工商管理）Mellow聯合創辦人

 陳枳橋校友（18逸夫工商管理）Mellow聯合創辦人

主持：  洪秋偉校友（80崇基市場學）福布斯環球控股公司總裁及首席代表 訪問重溫

「Happy Hour」
創業訪談系列重溫

7 月 3 日　第二場

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

科研為誰而造，創業為誰而幹
「博文約禮」，中大人都應該耳熟能詳，應用作大學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的使命，

又有怎樣的一番演繹？

「Happy Hour」創業訪談系列第二回邀得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新任處長徐仲鍈教

授，與大家從校訓說起，暢談科研與創業之意義，尋回「初心」。徐教授是不折不扣

的「學人創業家」，多年來不懈將其最新醫療研究「落地」，冀透過創業，讓市民直

接受惠，期望與中大校友共勉！

講者： 徐仲鍈教授　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處長

節目重溫

逢星
期五逢星
期五中大創業者聯盟

「Happy Hour」創業訪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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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　第三場

創業創新副修課程

三個降低創意的方法
創業家信奉創意，初創公司努力營造別樹一格的工作環境，希望激發創造力，締造破舊

立新的企業文化。然而，創業家一些不自覺的習慣，往往成為員工創意的尅星。王家徹

教授會和大家談談如何「降低創意」！在投身學術界之前，王教授曾任多家國際廣告集

團之創作總監，服務無數大小品牌，歸納出三招，能徹底摧毁創意；輕則讓業績倒退，

重則讓企業失去競爭力。

講者： 王家徹教授（90崇基工商管理；05研究院市場）　創業創新副修課程聯席主任

節目重溫

7 月 17 日　第四場

創業研究中心

創業源於生活
創業也許並沒有你想像中這麼難以企及。一個敢於實現的小念頭、一份對美的執著

與信仰，都是邁向夢想的小種子。品茶、賞花，有助陶冶性情，洗滌心靈。這份恬

靜正是現今生活於急速節奏下的香港人所缺乏的。

創業研究中心請來兩位校友創業者，李明心和戴文玲分享她們如何在創業中融入對

生活的熱情，突破傳統框架，把藝術融入科技，以感染更多人欣賞生活的各種美好。

講者：  李明心校友（10崇基工商管理）Lify Wellness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戴文玲校友（09聯合工商管理）One Flower Macau創辦人及創作總監

主持：  吳頴鋒校友（09逸夫工商管理 ; 15研究院管理學）中大管理學系講師；

 創業研究中心副主任

訪問重溫

7 月 24 日　第五場

校友評議會創業創新小組

流動大趨勢　支付新方案
金融科技愈趨成熟，而流動支付的應用亦逐漸融入日常生活，從交通、購物以至

轉賬，全都可以透過手機一站式處理。

「Happy Hour」創業訪談系列第五回，邀得錢方 QFPay創辦人李英豪校友，分享

他由 2011年開始以科技創業，把握手機支付的新趨勢，開發「電子支付」系統

的過程。透過分享於不同地區開發流動支付技術的經歷，啟發創業者如何洞悉各

地消費者的需求，利用香港的優勢，配合不同地區的技術發展，發揮槓桿作用。

他亦剖析了金融科技的未來發展方向。

講者：  李英豪校友（06 崇基訊息工程學）錢方 QFPay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主持：  郭碧蓮校友（75崇基經濟）中大校友評議會副主席兼創業創新小組召集人

訪問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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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　第六場

博群全人發展中心

由內而外的創新教育
中大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以非形式教學提升學生及畢業生質素。三位年青

校友在學時未有只限於本科學習，卻積極參與校內外的非形式教育活動，漸

漸養成對「育人工作」的熱誠，並透過親身接觸學生，發現香港教育制度的

不足。畢業後的今天，他們分別創辦「感講」和「Plain Hiker」兩間社會企業，

用創新的方法讓學生與自己、與他人、與自然重新連繫，達至全人發展。

講者：  楊思毅校友（17新亞政治與行政學）「感講」共同創辦人；2018 – 2019年中大社企基金得主

  郭梓樂校友（17和聲法律）「感講」共同創辦人；2018 – 2019年中大社企基金得主

  曾福祥校友（17善衡工商管理）Plain Hiker 共同創辦人；2018 – 2019年社創領袖獎得主

主持：  伍慧明女士　博群全人發展中心主任

訪問重溫

九月推介

9 月 4 日　第七場

創業校友會

創業的最佳時機 – 由科技概念到產品實踐
「Happy Hour」創業訪談系列第七回，香港中文大學創業校友會邀得 Appcider Limited 的聯合創辦人張立志校友

Taurus，與主持人創業校友會副會長陳雅兒校友 Ausco對談，分享創業的最佳時機，由構思、產品轉型、危機處理等

經驗及技巧，如何做到科技概念到產品實踐的實戰分享。

講者：  張立志校友 （05逸夫計算機工程學；07研究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Appcider Limited聯合創辦人

主持：  陳雅兒校友（04崇基心理學）中大創業校友會副會長

中大深圳研究院眾創中心

疫情之下，科創企業的應對與發展

9 月 11 日　第八場

「Happy Hour」創業訪談系列第八回，中大深圳研

究院眾創中心邀請到眾創中心入駐企業、聲揚科技的

李亞桐校友，分享疫情之下，是如何快速從中洞察商

機，尋找業務突破點和創新點，贏得新一輪發展優勢

的經驗。

講者：  李亞桐校友（16研究院工商管理）

 聲揚科技聯合創始人兼 CEO

主持：  林煌權校友（09研究院生物化學）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執行院長   

PI Centre前期創業育成中心

創業甘苦談：創業路與資金

9 月 18 日　第九場

創業路上，為公司尋找資金是一個難以避免的難關。

在這時候，初創企業可以做甚麼呢？「Happy Hour」

創業訪談系列第九回，PI Centre邀得科德施基因的聯

合創辦人及技術總監余志承博士和我們分享他的創業

歷程，談談創業路上的甘與苦。

講者：  余志承校友（09崇基分子生物技術學；

 13研究院生物化學）

 科德施基因聯合創辦人及技術總監

主持：  駱冠文校友（19研究院生物醫學工程；

 研究院生物醫學工程哲學博士生）

 王態科技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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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兩代情

中大人不怕挑戰與冒險
黃雅各父子樂做開荒牛
對於新事物，有人持觀望態度，亦有人視之為機遇，毋
畏毋懼全情投入；黃雅各（79 新亞會計 / 82 研究院工商
管理）屬於後者，成功在保險業開創事業，更將這份拼
搏精神傳承給兒子黃允淇（13 崇基工商管理），鼓勵兒
子積極探索。

黃雅各（Jacob）是一家保險公司的

行政顧問，大學選科最初卻與保險

沒有關係，「我是標準理科生，大

學一年班主修物理，但中學教授的

是算術、三角、幾何、代數等，對

於物理科需要大量微積分等新數學

（New Math），有點難以適從，後來

想到會計也是數學，於大學二年班

成功轉系。」

真正令黃雅各踏入保險界，並非緣於

會計，「主修會計以外，我還副修

計算機科學，76年到范克廉樓（後

來搬至新建的碧秋樓）的電腦中心兼

職學生電腦操作員及學生顧問，不單

有機會接觸最新款的電腦，畢業後更

轉為全職，為中大圖書館及其他行政

部門建立第一代電腦系統。工作一年

後，獲教授推薦本來需要多年工作經

驗才能報讀的 MBA，並加入香港電

腦學會成為委員，獲益良多；之後憑

藉對電腦的認知，受聘於一間美資保

險公司為系統分析員，協助他們利用

電腦將商業流程自動化⋯⋯若非在碧

秋樓做開荒牛，大概把握不了日後的

機遇。」

作一次開荒牛仍未夠，他加入公司十

多年後，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公司需

要開拓內地保險生意，黃雅各再次成

為首批到內地發展保險業的香港人，

他的興趣愈來愈大，結果一做二十

年，負責的範圍不再限於 IT，更要涉

獵與保險相關的所有事情，也因而加

深了對行業的認識。「這正是獅子山

下之精神，在未知中探索機會，肯搏

肯捱不怕蝕底，以探險精神走出去；

中大教育正是鼓勵學生擁抱此精神，

記得 year 1有機會選修心理學、社

會學等科目，令我明白大學的意義不

限於培養專業，而是希望學生從博學

中建立自己的專業。」他也將自己成

功之道教導兒子。

黃允淇是 IBCE首屆畢業生
「小時候兒子允淇性格急躁，請專家

檢查後，發現他的智商很高，屬於資

優兒童，課堂上所教授的很快已學

懂，為了令他維持對學習的熱情，也

鼓勵兒子參與課堂外其他活動，讓他

能從中探索。」兒子參加中大教育學

院舉辦的暑期資優課程，兒子在中六

時也參加學生營商體驗計劃，從多方

面發掘興趣。

大概遺傳了父親的開荒牛血統，黃允

淇（Christopher）考入中大於選擇學

科時，也選擇中大剛剛開辦的國際貿

易與中國企業（IBCE）課程，「當

時放在面前的，是港大環球商學院及

中大 IBCE兩個選擇，父親沒有特別

建議選哪間大學，分析未來二十年，

中國必定是最有增長潛力的經濟體，

我因而選定了 IBCE，成為該課程首

批畢業生。當時課程內容很新穎、海

外交流、求職等範疇也有不少機會，

系方亦歡迎學生給予意見，畢業後，

我幫忙籌組校友會及顧問委員會，我

覺得這正是做開荒牛的好處，可以有

個地方給你任意試驗，這些經驗十分

寶貴。」

▲  黃允淇雖然是崇基人，但畢業時也專程
到新亞書院與黃雅各合照，讓父親到昔

日校園懷緬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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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日主題曲  高唱中大志
曾奕文 王仲傑 曹棨量共譜樂章

今次創作的班底是由王仲傑（Kit）物色，過程說來也有

趣，「接到校友事務處委託時，立刻在 Facebook貼文廣

發邀請，我認識很多音樂人，但不知道哪位是校友，貼

文一出反應相當踴躍，很多人舉手幫忙，就像是一次小

型校友日，變成校友重聚的地方。」

校友事務處對校友的熱烈反應喜出望外，並決定由曾奕文

（Edmond）作曲，曹棨量（曹朗 Ron）編曲，而王仲傑

則負責填詞。曾校友說多年前於一間中學代課，校長邀

請我為校歌重新編曲，完成後在校內時常聽到自己的作

品，感覺很開心；他說：「中大對我來說，是很多回憶

的地方，當然義不容辭幫忙。」曾創作過《勞斯萊斯》、

《春秋》、《我不會唱歌》等流行曲作品的曾奕文，認為今

次難度更高，「流行曲會有既定受眾，想吸引哪個年齡

每年中大校友日，吸引大批校友回母校與昔日同窗好友重聚，並藉此機會了解大學
近況及最新發展。多年來熱心支持的校友總帶着期盼，假如在開幕禮可以合唱一首
歌，日後每逢聽到此曲，也會提示校友期望這個年度盛事。

有見及此，校友事務處決定製作一首校友日主題曲，邀得曾奕文（14 研究院歷史哲
學博士）、王仲傑（03 崇基風險管理科學）及曹棨量（08 研究院法律博士 / 09 研究
院法學專業證書 / 14 研究院音樂）三位校友負責曲、詞、編的工作，今期《中大校友》
專誠訪問三位音樂人，率先向大家披露主題曲的製作情況，稍後唱詠時有更深感受。

曾奕文 王仲傑 曹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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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說明】
我們帶著各自的故事重回母校，重遇相知相識，踏足往日常駐之青春，

回憶片段湧現不斷。

那些美好時光，教會我們博文約禮、給予我們良師益友、

提供人文學習環境，都是最好的時光。

我們曾立下大志，以中大校友身份，回饋社會。

願這志向，永恆不變。

層，曲風會特別迎合目標聽眾。而今次主題曲受眾是所

有校友，可說是橫跨不同年齡層，要吸引所有人聽，只

可以使用簡單直接的旋律。」

山峻水秀情深 成功寫入詞
王校友對此也深表同意，「要令每位校友產生共鳴，可

能要用流行曲較少出現的字詞，例如歌詞中的『山峻水

秀情深』，基本上不可能寫入流行曲，但應用在中大校

友日的主題曲，卻又合情合理，無論哪年畢業的中大校

友聽到這句，總會讓人回憶湧現。」不過有個位置讓王

仲傑十分擔心，「想將九個書院名字放入歌詞中，希望

校友唱到所屬書院名字時，勾起讀書時的回憶，加深對

大學的感覺；只是無論怎樣放也有點不自然，填完歌詞

曾兩度向校友事務處查問，會否感覺太突兀。故此對整

首作品只有一個期望，不要有太多負評已於願足矣。」

對於王校友的擔心，曹棨量說可以放心，「我收到歌詞

時，已覺得很有畫面，相信中大人唱起來有共鳴。我負

責編曲，特意多加入弦樂及鋼琴，令歌曲整體感覺更溫

暖。」問及創作時，有否想起於中大學習時的畫面，曹

校友解釋，「我本科在外國修讀，到研究院選修中大法

律學院時，上課地點卻一直在金鐘的教學中心，直至後

來報讀音樂系，才有機會到中大校園上課，感受崇基學

院內未圓湖及小橋流水的美景，創作時想起的總是這些

優美的畫面。」

天人合一美景  百萬大道人潮
王仲傑也說填詞時湧起不少校園片段，「腦裡都是小橋

流水、天人合一等美景，當中最強烈的畫面，是百萬大

道人山人海的景象，而且像是電影定格般時常出現。我

早年曾在校友日擔任工作人員，感受過千百位校友回來

相聚的情景，仿如嘉年華，我將這景象融入歌詞中。」

至於曾奕文就剛好相反，「我的中大生涯都在圖書館苦

讀度過，沒有特別回憶可放進歌曲。反而在中大修讀研

究院時常有個疑問，為何研究生不像本科生實行書院制，

因此很想把書院那種團結精神訴諸曲內，期望樂曲響起

時，校友會有歸屬感，一起投入去唱。」

即使三位校友創作時各有不同想法，但對於心血結晶卻抱有

同一個要求，王校友與曾校友異口同聲表示，「最好將主題

曲變成背景音樂，於中大每個角落不停播放。」曹校友也笑

說，「畢業禮也要播，個個畢業生都要識唱才可畢業！」

《中大志》
重聚話當年 陪我踏進本部

百萬沿道半空思緒在起舞

深知約禮博文 誠明伴征途

門內滿知己 早已遇到

回家故事 拾回當中大志

山峻水秀情深 成就醉人舊時

擁抱夢想 懷著所信 分享善意

懷念我 曾經身處位置

環迴路多長 湖裡夢我想像

我在場內舍中找往後方向

烽火蛻變鳳凰 台上願飛翔

尋獲自信心 美麗狂想

回家故事 拾回當中大志

山峻水秀情深 成就醉人舊時

擁抱夢想 懷著所信 分享善意

明白我 如今身處位置

前路有多少未看到

憑直覺所信便看到

沒有精通世界地圖 全憑著心圖

如今方知道 地厚天高

晨興照耀 在崇基起步了

經過的伍宜孫 聯合敬文善衡

新亞逸夫 同和聲唱出多悅耳

凝住了 餘生所愛位置

才學會 堅守意志

註：校友日主題曲《中大志》將於 10月底首播，請校友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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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創業展覽 

▓ 主題講座 

•基因檢測產業化的機遇和挑戰 

•從人造肉看創新產業 

•海外創業．從「投」做起 

•共生共創系列：《中大創業人 II》新書發佈會

▓ 社會創新講座 

•創業與環保－齊頭並進 

•疫情下更體貼受眾需要 

•創新科技齊抗疫境

▓中大創業大賽決賽（現場直播）

▓創業大師班：「疫」境中初創生存之道

▓創業工作坊

▓創業隊伍與校友投資者會面

主辦單位

中大校友傳承基金

支持單位 統籌單位

中大校友評議會 中大校友事務處
中大校友會聯會

協辦單位

香港貿易發展局 中大創業創新副修課程
中大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 博群全人發展中心
中大創業研究中心 中大創業校友會
中大創新科技中心 中大深圳研究院
前期創業育成中心

中大創業日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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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中大創業日以「敢創．新機遇」為題，並首次突破框架移師網上進行，務求
透過科技，讓身處各地的中大校友均可參與其中。創業日特設線上虛擬展覽平台

（https://cuhkeday.eventxtra.com），校友於登記後，只需一鍵即可無間斷瀏覽多
達 70 個的中大創業項目、收看不同主題的直播講座及中大創業大賽決賽、出席創
業大師班及創業工作坊、更可即時與一眾志同道合的校友交流聯誼，充實地度過在
家抗疫的時間。

全新線上虛擬展覽平台   近 70個創新項目盡在「掌」握

講座 /大師班 /工作坊
多位來自香港以及外地的中大創業人分享創業

創新的經驗、探討社會創新等議題、傳承創業

心得及提供創業實用資訊。（講題見 P.48）

Networking Corner
預先報名的校友可登入網上平台，參與

不同的主題聊天室，即時認識其他對創

業有興趣的同路人。

創業展覽 
雲集近 70個來自香港及外地的中大教

授、校友及學生的初創項目。兩天展期

內無間斷開放，歡迎各地校友隨時參觀。

網上展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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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中大創業日線上展覽平台將展出近 70個中大

校友、教授、學生及研究人員的初創項目，

已登記的校友可以於活動當天參觀虛擬展覽

攤位，更可即場與參展者交流。參展單位共

分八大類別：

中大創業日參展單位

•人工智能及物聯網
•生物醫療科技
•社會創新
•金融科技
•電子商貿
•教育科技
•消閒及社交媒體
•創業支援及其他

預先登記的校友可於線上平台參與以「創業支援」、

「創業資金」及「創業伙伴」為題的 Chatroom，

即時與平台上的其他出席者互動，認識志同道合的

校友、交流創業心得、互相提供創業相關的支援服

務、甚或商談交流合作的機會。

參展者的創業故事亦已

刊登於「敢創•新力量」
創 業 故 事 系 列，歡迎 

前往校友事務處的網頁

瀏覽。 「敢創•新力量」
創業故事系列

Networking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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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教你如何報名參與「中大創業日」

4個主題講座
1個創業大師班
3個社會創新講座
3個創業工作坊

憑電郵中的連結一鍵登入平台

校友於活動當天（9月 25及 26日），可由電腦或手機按電郵中的連結，直接登入創業日的線上展覽平台，

瀏覽虛擬展覽或收看直播講座、創業大師班及創業工作坊等活動。

有關「中大創業日」各項活動的詳情，請瀏覽「中大創業日」的網站（http://www.alumni.cuhk.edu.hk/cuhkeday）。

填妥中大創業日的網上登記表格

只需填妥簡單的個人資料即可完成登記。（請即掃描右上方之 QR code登記出席）

登記表格

查收電郵

成功報名者將收到電郵確認。另外，大會將於活動前一天向每位成功登記校友發送活動提示及平台連結。



年輕人都喜歡看的Memes
你知道是什麼嗎？

如何與校友事務處
Chatbot 展開對話？

近年在各大社交平台興起的 Memes

文化，年輕人趨之若鶩，幾乎人人出

帖都用 Memes。Memes 泛指在網絡

上爆紅的東西，形式頗多元化，以

Memes圖像、影片最多人使用和分

享。Memes內容帶影射、諷刺、字

句由出帖者憑創意創作，內容幽默輕

鬆、讓人會心微笑。受歡迎的Memes

在網上存在的時間甚至比正經新聞還

要長，不停被換上不同字句，轉眼間

又被其他出帖者賦予新生命；流行的

原因是它諷刺時弊、取笑知名人物、或是有網民發現一些無厘頭但富有幽默

感的東西希望與大眾分享。

現時在社交平台上，各大公司、機構和媒體都常利用 Memes作為產品服務

宣傳的媒介，反應良好；尤其在這網上消息爆炸時代，幽默風趣的風格相信

比傳統宣傳方式更有效。

上圖的貓不是一隻知名的貓，但出帖者是希望凸顯中大校友事務處 Facebook 

Page中的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Chatbot）回應校友查詢特別快捷，其解答

校友疑難速度比任何真人的回覆還要快，小貓臉上流露開心陶醉的表情反映

大家對 Chatbot服務之滿意，相信這圖像首先能吸引一眾愛貓之校友注意。

說到這裡，大家有否留意你已經成功被 Memes所吸引呢？

▲  在圖片物件上直接加上不同角色描述亦
是meme常見手法。

▲  另一種常用 meme是用有明顯對比的事
物讓人更易理解出帖者的論點。

有關校友優惠、服務及使用校園
設施等相關問題，都可以 24 小時
全天候在線上獲得解答！



中大校友 ｜ 2020年 9月 ｜ 103期 53

熱心捐助中大人

堅實捐助中大醫學院

03年，禤駿遠（Ian）父親不幸染上

沙士，在沈祖堯教授與他的團隊悉

心照料下，禤父擊退病魔，令 Ian感

受到醫者的偉大及生物科技的重要。

經沈教授引薦，他認識多位研究生

物科技的精英，毅然於 16年創辦知

臨集團，涉足生物科技板塊的投資，

「當時從兩方面考慮，一方面見到宏

觀經濟，其他投資如地產等已呈飽

和，很難再上一層樓；另一方面是了

解中大的科研成果後，發現香港於

生物科技有很大優勢，故此希望建

立一個平台，推動生物醫學產業。」

人脈網絡均來自中大，加上辦公室選

址科學園，鄰近中大，因利成便與

中大有較多合作，但禤校友指出背

後還有更重要原因，「中大的強項

是集合了眾多範疇，由藥劑、化學、

生物到醫學均有不同專家及研究成

果，發展生物科技需要各方面配合

方能成事。」難怪目前禤駿遠的科

研團隊中，接近四分一人來自中大，

「香港擁有發展生物科技的環境，配

套及資金均很充裕，加上大學科研

成就卓越，我相信發展潛力無限。」

大家要具備國際視野

去年禤校友與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家

亮教授面談，提及「內外全科醫學

士課程環球醫學領袖專修組別」十

分受醫科學生歡迎，令他燃起成立

獎學金的念頭，「十分認同課程理

念，成為醫生並非讀醫的唯一出路，

歐美很多生物科技公司及藥廠，也

聘請不少醫科生，希望有志讀醫的

年輕人將眼界拓闊，知道前面還有

很多不同的機會。」獎學金總額為

350萬港元，資助 7位上屆選修中大

醫學院的 DSE狀元，「要推動生物

科技產業，人才是很重要的因素，

以獎學金來鼓勵學生報讀醫科，是

對香港發展生物科技的投資。」

自小喜愛歷史的禤駿遠，在中大研

究院修讀比較及公眾史學時，學會

從多方面看事物，「《舊唐書》寫

武則天，與《新唐書》及《資治通鑑》

寫武則天，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分別？

原因是後者在宋朝撰寫，宋朝理學

並不鼓勵女性議政，因而貶低武則

天的成就。」禤校友寄語師弟師妹，

不論從事歷史還是生物科技研究，

也要多吸收不同資訊，從多個角度

分析，才能準確作出判斷。

禤駿遠

禤駿遠小檔案

2005年 • 創立佳信投資管理公司

2016年 •  創辦知臨集團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比較及公

眾史學碩士

2018年 • 知臨集團於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父親的一次患病，令禤駿遠（16
研究院比較及公眾史學）與中大
醫 學 院 結 緣， 從 而 認 清 香 港 發
展 生 物 科 技 的 優 勢， 他 及 後 成
立 知 臨 集 團（Aptorum Group 
Limited），協助生物科技研發與
融資。為了回饋中大醫學院，去
年決定捐出 350 萬港元，資助於
中學文憑試 (DSE) 考得優良成績
獲中大醫學院招收的學生，希望
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身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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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校友組織及網絡消息

01

網上分享講座文化管理碩士校友會

03

歡迎卡城校友會

02

捐款
南加州
中大校友會

5 月

01. |  新一屆文化管理碩士校友會以網上形式順利舉行

「Challenges & Opportunities校友分享講座」及「Workshop 

on Cultural Mediation講座系列」，參加的校友及學生反

應十分熱烈。最新消息請留意校友會的 Facebook專頁

（@culturalmanagement）。（5月 16日；5月 23-24日）

02. |  南加州的 11名中大校友，向當地非牟利組織亞裔青少年中

心（AYC）捐出共 5000美元，讓 AYC在新冠疫情期間，能

為更多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費食品。（5月 20日）

03. |  曹安琪（09聯合翻譯）（右一）早前落戶卡城，接受三個月

新移民培訓，與黃耀基家人慶祝父親節。（6月 21日）

04. |  紐西蘭校友會在 Lock Down解除後的第一個活動 - 冬季海鮮

蒸氣鍋於 7月舉行。連同多位新加入校友，50多人共開 6席，

熱鬧非凡。（7月 11日）

6 月

04

聚餐紐西蘭校友會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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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周年大會崇基學院校友會

06

周年大會校友校長會

07

視頻會議
南加州
中大校友會

08

旅行澳門校友會

09

網上會員大會
數學系
校友會

05. |  崇基學院校友會特別會員大會暨周年會員大會早前以線上

線下同步方式順利舉行，共有五十多名不同年代的崇基校

友親臨或透過線上參與支持。（7月 11日）

06. |  校友校長會舉行 2020 專題講座暨周年大會，邀得副校長

吳基培教授致詞，地理科資深老師廖學謙校友（07教育學

院教育學學士後文憑）分享「科藝教育：ArcGIS的應用」，

同步亦以網上直播進行，近 40 位中學、小學、幼稚園校

長及老師出席。（7月 14日）

07. |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首次召開視頻會議，所有幹事均出席。

（7月 18日）

08. |  澳門校友會舉辦「心．出發 遊．澳門」活動。（7月 19日）

09. |  數學系校友會原定 3月舉行的會員大會一再延期，最終以

線上線下混合模式召開，數學系系主任鄒軍教授列席本次

會議並致詞。（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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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校友組織及網絡消息

會長 ：廖健華 （04經濟）
副會長 ：魏敬國 （04財務）
副會長 ：關皓揚 （15工管）
秘書 ：陳宝蘭 （14工管）
財政 ：蔡國浩 （01專業會計學）
董事 ：馬紹良 （69數學）
董事 ：陳慧卿 （73工管）
董事 ：白耀燦 （75歷史）
董事 ：黃劍文 （83會計）
董事 ：盧碧瑜 （91音樂）
董事 ：姚穎 （98英文）
董事 ：陳樹偉 （00物理）
董事 ：鍾啟然 （00翻譯）
董事 ：林中青 （01專業會計學）
董事 ：葉詩彤 （14工管）

崇基學院校友會 
2020-2022幹事會

主席 ：陳天慧 （15） 見相 (1)
副主席 ：朱淑楨 （12） 見相 (2)
義務秘書 ：鄭孔淦 （11） 見相 (3)
義務秘書 ：范斯欣 （17） 見相 (4)
義務司庫 ：黎勁 （18） 見相 (5)
幹事 ：張慧喬 （18） 見相 (6)
幹事 ：鍾敏婷 （18） 見相 (7)
幹事 ：林嘉雯 （19） 見相 (8)
幹事 ：李博 （17） 見相 (9)
幹事 ：連家駿 （19） 見相 (10)
幹事 ：吳苑瑩 （19） 見相 (11)

文化管理碩士校友會
第五屆幹事會

會長 ：龍德義 （84新亞）副會長 ：王華峰 （94新亞）秘書 ：梁玉明 （94新亞）財政 ：張亮夫 （82新亞）推廣 ：李灝峰 （08新亞）幹事 ：李星 （07逸夫）

數學系校友會新一屆幹事會

主席 ：司徒瑞萍 （10研究院幼兒教育）

副主席 ：黃靜雯 （06研究院資訊科技教
育應用）

司庫 ：鄭金妹 （15研究院幼兒教育）

外務秘書 ：李靜雯 （96兼讀中英語文）

內務秘書 ：陳淑兒 （14研究院學校改善及
領導）

聯絡 ：溫志倫 （14研究院幼兒教育）

聯絡 ：陳章華 （14研究院基督教研究
）

學術 ：陳綺雯 （83崇基歷史）

學術 ：鄭禮林 （97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

學術 ：邱少雄 （12研究院教育）

學術 ：何沛勝 （89崇基地理）

總務 ：賴炳輝 （05研究院文化研究）

總務 ：張翠儀 （05研究院教育）

總務 ：黃定康 （96崇基數學）

校友校長會　

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

（1）

（2）

（3）

（4）

（5）（6）（7）
（8）

（9）

（10）

（11）

幹事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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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扁擔 勵學行動
中文大學校友發起，歡迎公眾參與

•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  中國教育發展基金管理     • 1995年起服務中國貧困農村基礎教育

• 香港政府核准免稅團體     • 義工自付行動開支，捐款不扣行政費，確保專款專用

 • 建校     • 獎學金 
• 勵學金  • 教師培訓

支票抬頭「小扁擔勵學行動」，請寄：

香港新界沙田 馬鞍山頌安邨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轉「小扁擔」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校友事務處 轉「小扁擔」

風雨飄搖不屈不撓
不經不覺小扁擔勵學行動由劉世

鏞師兄創設至今已達二十五年。一直

以來校友們的熱心參與，社區人士的

關注，在國內已建立了多所學校，受

惠的學校逾百所，得到獎勵學金學生

逾萬人次。

2019年由小扁擔管理委員會主席
譚天樂校友（99新亞化學）及一眾委
員的帶領下，到廣西梧州藤縣派發獎勵

學金及考察兩所新學校。這兩所位於偏

僻村落的學校由藤縣教育局推薦為受惠

單位。學校校舍條件簡陋，初中學生大

部分是留守兒童，而小學部方面，由於

學校資金短缺，校內圖書館、電腦室、

食堂、現代化洗手間等基本設施都欠

缺，實在急需援手。小扁擔管理委員會

明白他們的困境，正積極為學校籌募經

費以助提升學校條件。

感謝譚主席這三年來帶領小扁擔

發展，廣邀校友參與，並獲熱心校友捐

款贊助。譚主席從 2013年開始加入管
委會，每次帶團都與義工、學生同樂，

盡力聯繫各校友會校友，建立中大人之

間的友誼。2020年 6月起譚天樂校友
將擔任中大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副主

席。新一屆小扁擔主席將由張福英校友

（09研究院中文教育）擔任。
近日國內多區省市先後經歷疫情

及洪災，小扁擔管理委員會特地致慰

問函予各區有聯繫的學校，慶幸收到

他們來報平安才放下心頭大石。只是

災害無情，小扁擔同人風雨飄搖，不

屈不撓，暫時未能親自前往視察山區

學童情況，只能遙遠送上祝福，惟盼

大家平安健康！

過去多月來，助學服務雖停頓，

委員會同人一點都不鬆懈，為了讓一

切恢復後，能夠盡快投入資金和提供

適切的援助給小朋友，大家都同心協

力，呼籲校友慷慨解囊，伸出援手。

期盼各方友好、書院校友，繼續支

持，出錢出力，為廣東廣寧縣、廣西

藤縣、百色市凌雲縣及樂業縣、四川

天全縣等 25所中小學服務。同心同
德，惠澤學子！

小扁擔網站：www.xbd.org
Facebook專頁：facebook.com/XiaoBianDan
電話：2608 0167、5100 5886
傳真：8148 8249
電郵：info@xbd.org

▲  譚天樂主席和校友義工打成一片，歌聲笑聲樂
繽紛。

Master of Science Programme in 
Financial Technology
(1-Year Full-time/2-Year Part-time)

Programme Features

Career-Oriented Curriculum
Provides three tracks for fulfilment of 

coursework requirements.

1) Course Track

2) Practicum Track

3) Industrial Project Track

Internship (for Practicum Track)
•  Attend workshops provided by regulatory 

authorities (e.g.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nd Insurance Authority) 

•  Complete a 12-week placement at select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r FinTech companies 

referred/approved by the Programme

Industrial Projects
(for Industrial Project Track)
Conduct a significant research and/or 

development project in any area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Projects will be 

co-supervised by CUHK academic staff 

and industrial supervisors.

Wide Range of Electives
Electives are categorised into 

“Technology-Oriented Electives”, 

“Business/Application-Oriented Electives” 

and “Enrichment Training”.

Mentorship
Interactions with industrial leaders and 

practitioners through arranged activities, 

e.g. seminars and company visits, etc.

Entrepreneurship and Pitching
• FinTech and high-tech company visits.

• Meeting start-up entrepreneurs.

• Pitching to angels and investors.

Contact Us
Tel : (+852) 3943 8450
Email : mscfintech@cuhk.edu.hk

Website : http://fintech.erg.cuhk.edu.hk/

Strategic Partners :  

Scholarships
We provide generous scholarships to applicants and students on 

merit basis. Please refer to the programme website for details. In 

addition, the programme receives great support from the prominent 

banks. The strategic partners include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and Hang Seng Bank Limited.

Online Application
Graduate School’s Website at http://www.gs.cuhk.edu.hk/admissions/ 

Application Deadlines
First round : 5 October 2020    Second round : 9 November 2020 
Third round : 18 January 2021  Fourth round : 12 Apri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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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成就
• 首證新冠肺炎患者腸道微生態失衡  醫學院成功研發益生菌配方

• 從細菌生產生物催化劑新技術 推動生物柴油普及使用

• 醫學院發現 B細胞及基因 GPR18可預測多種癌症的存活期

• 光子集成研究取得突破 實現高速光通信

• 太赫茲相機成像速度提升愈百倍 便利無創式安檢及醫學篩查

• 破解水母基因密碼 有助揭示其生態及繁殖機理

• 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患者常見有肝臟受損問題 建議監測患者肝功能

• 全基因組測序技術為慣性流產夫婦作提供更精準遺傳病因診斷

•  「DNA端粒長度縮短」生物標記識別有較高心血管疾病風險的

糖尿病人

3. 獎項與榮譽
• 中大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獲 Zero Project 2020創新教育實務獎

•  環球醫學畢業生獲獎學金 負笈英國牛津大學修讀臨床醫學博士

課程

• 中大學生於第六屆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榮獲佳績

4. 大學消息
• 免費網上課程啟發中學生終身學習興趣

•「中大支援基金」創造逾 300個工作及實習機會

•  中大增設「疫境自強助學金」並再推「入學獎學金」

• 新學期•新常態•新開始

•  中大取錄 2,958名文憑試優秀學生 收生人數自文憑試推出以來

最多

5. 書院 / 學系消息
• 崇基學院學長計劃

• 聯合書院轉贈活動 /歡送午宴

1. 人事任命
• 岑美霞教授出任副校長

• 委任宋春山為理學院院長及方永平、 梁耀堅為兩所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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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命

科研成就

更多內容

委任宋春山為理學院院長及

方永平、 梁耀堅為兩所書院院長
中大校董會通過委任宋春山教授出任理學院院長，任期五年。宋教授加入中大前為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燃料科

學傑出教授、化學工程系教授及能源研究所所長。另外，中大校董會亦通過再度委任方永平教授續任崇基學院院長，

任期三年，由 2020年 8月 1日起生效；並委任現任中大（深圳）人文社科學院應用心理學副教授，以及中大心理學

系兼任副教授梁耀堅為逸夫書院院長，首次任期四年，由 2020年 7月 1日起生效。

▲  宋春山教授 ▲  方永平教授 ▲  梁耀堅教授

岑美霞教授出任副校長
中大校董會通過委任岑美霞教授繼張妙清教授出任大學副校長，任期三年，

由 2020年 8月 1日起生效。岑教授同時獲委任為卓敏生物醫學教授，於

2020年 7月 2日起生效。岑美霞教授分別於 1981年及 1983年在中大完成

本科和哲學碩士課程，加入中大前，她是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科研）及生

物醫學學院教授。她的主要工作涵蓋促進跨學科研究、檢視研究誠信和研究

生教育。

更多內容

▲  岑美霞教授

首證新冠肺炎患者腸道微生態失衡 
醫學院成功研發益生菌配方

醫學院利用「總體基因體學」，全球首度發現新冠肺炎患

者的腸道內都缺乏一系列益生菌，並以「大數據分析」，

成功研發益生菌組合配方，針對腸道微生態失衡的問題。

研究團隊已就上述發明於中國及美國申請專利，並正與創

科及食品公司合作，計劃製成益生菌補充劑，可添加於日

常膳食中，期望不久將來可正式應用。

更多內容

▲  （右起）陳家亮教授、陳基湘教授，黃秀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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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陳文博教授、Bradley Heater博士、楊藻鋒
博士。

▲  呂偉欣教授（中）、劉雨辰博士（左）及王麗博士（右）。

▲  孫賢開教授（右一）及曾漢奇教授（左二）的研究團隊。

從細菌生產生物催化劑新技術 
推動生物柴油普及使用

醫學院發現 B細胞及
基因 GPR18可預測多種
癌症的存活期

化學家時常量身定製不同的酶，將其用於製造藥物及其他人類日

常使用的化學用品。其中一個例子是使用酶催化生產生物柴油。

中大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團隊成功研發從細菌提取酶類

的新技術，可以減低生物酶的生產成本及增加其穩定

性，從而降低製作生物柴油的門檻，有助推動這種較

環保的燃料普及應用，減少石化燃料造成的污染。研

究結果已刊登於《美國化學學會期刊》。

預估癌症病人的嚴重程度及生存機率在

醫學上稱為「癌症預後」。基因生物標

記是現時其中一個估算疾病進展的臨床

工具。中大醫學院發現基因 GPR18可有

助預測九種癌症的存活期。研究團隊亦

提出以免疫細胞 B細胞作癌症預後的新觀點，此免疫

細胞可以製造抗體以偵測外來物並啟動免疫反應。研

究結果已於國際科學期刊《自然通訊—生物學》發表。

更多內容

光子集成研究取得突破 
實現高速光通信
中大電子工程學系孫賢開教授和曾漢奇

教授帶領其研究團隊，利用連續區束縛

態技術製作芯片。經過反覆實驗及測試，

成功掌握控制傳輸損耗和串擾的關鍵技

術，並能提供高傳輸容量，為光通信提

供了新的方向。研究結果已刊載於國際頂尖科學期

刊《自然通訊》。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太赫茲相機成像速度提升愈百倍

便利無創式安檢及醫學篩查

中大及英國華威大學的科研團隊，在單像素太赫茲（T-ray）成像技術取得突

破，團隊研發的相機在成像質素不變情況下，成像速度較現有技術提升逾百

倍，而且製作成本並無增加，將為無創式安檢及醫學篩查帶來更安全和便宜

的方案。研究結果已刊登於頂尖學術期刊《自然通訊》。 更多內容
▲ Emma Pickwell-
Macpherson教授



破解水母基因密碼 有助揭示其生態及繁殖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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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基因組測序技術為慣性

流產夫婦作提供更精準

遺傳病因診斷

生命科學學院許浩霖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破解兩種亞洲水域常

見水母的基因組，包括可食用的赤月水母（海蜇）。團隊更首

次發現，一直被科學家認為只有昆蟲等節肢動物才有的生長激

素，亦存在於水母體內。這些發現有助解開水母進化過程、生

態及大量繁殖的迷團。研究結果已刊載於國際頂尖科學期刊《自

然通訊》。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慣性流產是指連續兩次或以上經臨床確認的流產，

影響全球 1至 2%的夫婦。中大醫學院婦產科學系

成功研發全基因組測序技術 ChromoSeq，為經歷慣

性流產的夫婦提供遺傳病因診斷。與目前採用的染

色體核型分析相比，新技術可以更精準檢測出與慣

性流產相關的基因異常。有關研究結果已於國際期

刊《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發表。

▲  （左起）董梓瑞博士、蔡光偉教授、梁德楊
教授及臨床副教授鍾佩樺醫生。

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患者

常見有肝臟受損問題

建議監測患者肝功能

中大醫學院研究人員分析逾 1,000名本港新冠肺炎患

者的數據後，發現其中約兩成人有肝臟受損問題；這

類患者的病情惡化至需留醫深切治療部、使用儀器輔

助呼吸，甚至死亡的風險，推算是其他患者的 8倍。

研究團隊建議監測新冠肺炎患者的肝功能，以及早發

現他們的病情有否惡化。研究成果已於著名醫學期刊

《Gut》發表。

▲  （左起）黃煒燊教授、黃麗虹教授及葉卓風博士。

更多內容

 「DNA端粒長度縮短」生物標記識別
有較高心血管疾病風險的糖尿病人

中大醫學院聯同澳洲悉尼大學進行的一項大型研究發現「DNA端

粒長度縮短」是有效的生物標記，能找出有較高風險罹患心血管

疾病的 2型糖尿病病人。中大醫學院內分泌及糖尿科團隊分析了

逾 5,300名 2型糖尿病病人過去 13年的數據，以評估「DNA端粒

長度縮短」作為生物標記的效用。研究結果已於糖尿病科著名醫

學期刊《Diabetes Care》發表。
▲  （前排左）陳重娥教授、（前排右 )馬青雲教授。

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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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與榮譽

▲  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姚勤敏先生

▲  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學生馬俊鴻（右）
及隊友開發的 Dr. Body系統，為大眾提供
精確快捷的體態健康檢查，以及個性化的

跟進服務。

▲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博士研究生許可
（右）及任偉教授開發了一套實時測量、系

統免標定、超高靈敏度的氣體傳感與控制

系統。

中大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獲 Zero Project 2020
創新教育實務獎 

中大學生於第六屆

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賽榮獲佳績

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開展的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獲奧地利 Essl Foundation

頒發 Zero Project 2020 「創新教育實務獎」，以表揚

計劃於推動聾人獲得主流融合教育的傑出貢獻。Zero 

Project今年以「教育」為主題，合共收到來自 79個

國家、多達 436個項目的提名，計劃在激烈的競爭下

獲選為香港以至中國唯一得獎的項目。

中大派出 21隊參賽隊伍參加第

六屆香港大學生創新及創業大

賽日，其中 11隊分別獲得創新

組別一個一等獎、四個三等獎

及兩個優異獎；以及創業組別

兩個一等獎，一個二等獎及一

個優異獎。其中創新組別一等

獎的項目是為低碳城市管理開

發高分辨率排放清單工具，創

業組別一等獎項目分別是體態

檢測及康復跟蹤檢測系統、朗

思科技高靈敏度氣體傳感及控

制系統。

環球醫學畢業生獲獎學金

負笈英國牛津大學

修讀臨床醫學博士課程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中大內外全科醫科學士課程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組

別的 2019年畢業生鄭世鴻醫生獲頒利黃瑤璧千禧獎學

金，將於今年十月負笈英國牛津大學修讀臨床醫學博士

課程。他希望利用所學到的研究和臨床知識，以醫生及

臨床科學家身分為香港社會作出貢獻。利黃瑤璧千禧獎

學金得獎人獲資助的年期可達三年，包括全額牛津大學

及所屬書院的學費及雜費、來回英國與香港的交通費

用，以及個人生活津貼，總金額超過一百萬港元。

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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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新常態•新開始
為迎接新學期的來臨及疫情帶來的教學挑戰，中大在

過去數個月不斷完善各項教學服務及提升硬件，確保

師生於任何環境都得到足夠的學習支援，維持頂尖的

教研水平；校園亦引入多項防疫措施，以保障中大師

生及職員的健康。

請掃描右邊 QR code以觀看介紹中大各項提升教學服務工作及防

疫措施之短片。

免費網上課程啟發中學生終身學習興趣

由中大主導研發的網上學習平台 KEEP推出免費網上課程，涵蓋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及醫學等不同學科。課程內容

會每季更新，冀擴闊本地中學生以至公眾人士的知識領域，培養

他們終身學習的興趣。第一期將有 17個網上課程供學生選讀，全

部由中大教授及老師設計，費用全免，部分屬證書課程。

更多內容

觀看影片

 「中大支援基金」
創造逾 300個工作
及實習機會

中大增設

 「疫境自強助學金」並
再推「入學獎學金」

在校友、教職員、社會各界人士和機構的踴躍支持

下，今年 4月成立的「中大支援基金」短短兩個月

內，成功創造超過 300個工作及實習機會。基金為大

學成員提供的工作機會包括：為 2020年畢業班同學

及 2019年畢業校友提供在校工作機會、由社會各界

及機構提供的短期工作和暑期實習機會，以及為家庭

經濟受疫情影響的中大全日制本科生提供附津貼的校

內工作。

為嘉許應屆文憑試考生克服挑戰，並支

援家庭經濟受疫情影響的考生，中大本

年再度推出「新生入學獎學金」，並增

設「疫境自強助學金」。聯招獲中大課

程取錄的學生，證明家庭經濟受疫情影

響，可獲港幣最少一萬元助學金，最高

金額為全年學費四萬二千一百。兩項獎

學金預料逾 1,000位聯招學生受惠。

更多內容

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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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 / 學系消息

崇基學院學長計劃

 「求職面試升級班」

中大取錄 2,958名文憑試優秀學生
收生人數自文憑試推出以來最多

崇基學院學長計劃繼三月時舉辦

「CV急救站」講座，幫助同學及

年青校友為求職做好準備；有見

活動反應熱烈，學長計劃於六月

六日加推「求職面試升級班」，

再次邀得港燈電力投資財務總

監、從事國際財務及會計工作逾

三十年的黃劍文校友（1983 /會計）任主講嘉賓，黃校友透過網上視

像會議平台與同學及年青校友分享在求職面試中脫穎而出的技巧。

悼　關錫鴻博士
60年代任教於崇基物理系的關錫

鴻博士於今年 6月 10日在德州休

斯敦市辭世，享年 85歲。遺孀范

秀霞也是中大校友，畢業於崇基

中文系。關博士桃李滿門，熱愛

旅遊，足跡遍踏全球。晚年他忘

情寫作，去年出版了一書兩冊的

青春歲月。關博士的離世，中大

仝人均深感惋惜。

聯合書院套裝轉贈活動及歡送午宴
為了支援同學，聯合書院於今年 5月底舉辦了一個名為「漂 Suit」—

求職面試套裝轉贈活動。收集的男、女套裝分別由社會熱心人士及

書院教職員慷慨捐出，當中不少為全新套裝及狀態良好的二手上班

衣物，讓本院同學選取，分享滿滿的愛和祝福。

餞別榮休之聯合書院同事，包括（以英文姓氏排序）：生物醫學學

院馮國培教授、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 Tony Gin教授、政治與行政學

系關信基教授、生命科學學院關海山教授、社會工作學系林靜雯教

授、聯合書院院務室李雷寶玲女士、課程與教學學系鄧麗暚教授、

政治與行政學系黃鉅鴻教授、生命科學學院王保強教授。其中不少

聯合人在不同崗位服務書院逾三十年，是不折不扣的光輝聯合人。

中大取錄 2,958名聯招生，收生人數為自 2012年首屆文憑試推出以來最多，其中 99.5%為 Band A考生，整體收

生成績理想。中大錄取半數全港考獲六科 5**以上的考生，包括一位考獲七科 5**的考生入讀理學（大類收生）

及十六位考獲六科 5**的考生，分別入讀醫學（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環球商業學、數學精研及新聞與傳播

學等四個課程。

更多內容

大學消息



恭喜你畢業了！

校友事務處網頁 中大校友電子月報

校友事務處 Facebook專頁 校友事務處微信公眾號

各位 2020年畢業生，告別校園，你將展開人生新旅途。不論

你畢業後身在何地，校友事務處仍然積極與你保持聯繫，並

期望透過廣大而緊密的中大校友網絡，與你在人生不同階段

同步向前。畢業後，你仍可使用 MyCUHK申請校友圖書證，

以及更新你的聯絡方法及工作職位等，讓大學更了解你的發

展，並有效地向你傳送相關的資訊。

中大校友事務處網頁、中大校友電子月報、社交平台

Facebook專頁及微信公眾號亦會發放中大最新消息，讓你時

刻得知中大的動向。

畢業生捐款計劃
「畢業生捐款計劃」是拓展及籌募處

給予應屆畢業生回饋母校的機會，

所籌得的善款讓中大學生獲得更多

元化及優質的學習環境及機會，極具

意義。參與捐款計劃的畢業生更可

獲贈中大特色紀念品（送完即止）。

計劃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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