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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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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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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