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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明（20音樂）

陳校友在中學開

始學習無伴奏合

唱，曾連續 2 年

奪得新加坡「無

伴奏合唱冠軍賽」Loop Station

組別冠軍，並獲選為「2019年

度香港十大青年藝術家」，畢

業後延續在學時的計劃「圍唱

音樂」，成立音樂及影像製作

公司和社會企業，為本地無伴

奏合唱及各類音樂活動提供專

業製作服務。最近與香港藝術

館合作，製作原創無伴奏合唱

音樂影片。另一方面，圍唱贏

得「中大社企基

金」，於下學年開

展「相長計劃」社

區音樂教育計劃。 影片欣賞

崇基學院

黎國榮（78中文）

在長洲土生土長的黎校友，畢

業後到了柴灣的慈幼英文學校

任教，兩年後回到長洲花地瑪

聖母堂傳道，就一直於島上傳

道，至今已有 40年；他說在島

上教道理，總有海浪聲伴隨，

自己早已聽慣，但對慕道者來

說，是別具一格的景致。令他

感難忘的，是曾有慕道者患癌，

要住瑪麗醫院接受治療，但後

來希望返回長洲領受傅油，可

幸得醫院批准，慕道者終於可

以坐着輪椅重回長洲花地瑪聖

母堂，神父為她領洗、繼而領

聖體及傅油，再送返回醫院，

數天後她便安息主懷。黎校友

為能夠見證慕道者在長洲認識

信仰，也在重病時得到天主的

祝福而感恩。

朱孝文
 （07數學 / 

 08教育學院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朱校友三年前跟隨太太飛往美

國，到威斯康辛大學當研究生，

專研人工智能。他認為人類對

人工智能的恐懼，源於將意識

和智慧的混淆理解，很多時是

使用機器的智慧，但不需要它

們有意識。對於人工智能會否

取代人類，毋須太悲觀，需要

社交技巧、不同感知及創作類

的工作，人類始終較有優勢，

反而要理解人工智能背後原理，

才能有更好的規劃。

陳德豪
 （08物理）

陳校友中大畢業後一直在基金

行業工作，現職太平基業證券

投資總監，早前更與其他六名活

躍於資本市場的朋友，以獨到

投資眼光選馬，組團成為馬主，

馬匹更直接取名「資本家」。

蘇家盈（06政政）

蘇校友於2020 

年底加入平等

機會委員會，

成立並領導反

性騷擾事務

組，致力推行

反性騷擾的教育宣傳，並協助受

性騷擾影響之人士。在她的帶

領下，該組於 2021年 1月正式

推出反性騷擾熱線 21062222，

為全港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服

務。

曾志謙（84經濟）

曾校友為 BioMed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創辦人，以中

藥和益生菌制定個人化腸道治

療方案，公司最近獲美國上市公

司 Document Security Systems, 

Inc.注資 63萬美元，並將產品

分銷至美國、加拿大、新加坡、

馬來西亞及南韓等地。曾校友

及其中大團隊曾接受《中大校

友》第102期「創新及科技系列」

訪問。

新亞書院

謝淑婷（97藝術）

謝校友擅長挑選

日常之物收集回

憶，將之與陶泥

混在一起，然後

整件燒焗，保存了原物件的驅

殼，成為新的作品，以窯瓷複

製記憶，用藝術將愛與記憶，

將新生命延續下去。除了身為

藝術家外，謝校友亦是兩個孩

子的母親，最近接受香港電台

AM621《寰聽世界》訪問，大

談藝術與育兒的關係，她說有

了孩子之後，深深

體會生命的循環，

做陶瓷時有不同感

受。 節目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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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

蘇詠儀
 （92內外全科醫學 / 08研究院醫學

 博士 / 17研究院公共衞生）

蘇校友獲醫管

局委任為白普

理寧養中心、

沙田慈氏護養

院及沙田醫院

行政總監，將

於今年 4月 1日履新。現職新

界東醫院聯網服務總監（質素

及安全）及威爾斯親王醫院副

醫院行政總監的蘇校友，在新

界東醫院聯網不同的風險緩解

及質素改善項目、管理及統籌

威爾斯親王醫院臨床服務、規

劃及發展威爾斯親王醫院第二

期重建項目等不同範疇均貢獻

良多。

周國良（04歷史）

周校友是香港婚禮和微電影攝

錄師，現為 Stein Image首席攝

錄師。近日憑描繪新人由初戀

到結婚心路歷程的《留一輩子

給你》婚禮影片，獲新婚生活

易舉辦的 2020《最佳婚禮紀錄

影片》大獎，該獎項為香港婚

禮界一年一度的重要獎項。

郭綺琦（13工管）

郭校友為本木序天然護理店創

辦人，由中學開始已注重環保

的她，於中大讀書時開始接觸

有機耕作，想到把草本植物與

護膚品兩者結合，於是不停嘗

試配方、研發產品、收集用家

意見，終於 2015年正式創立自

家品牌本木序。她說把草本植

物加入護膚品看似容易，但付

諸行動未如想像中簡單，尤其

是像在外國實驗室以溶劑萃取

植物，在香港是難以做到的，

因此目前只能保留部分草本植

物用以製作油劑或手工皂，其

他草本植物成分均是來自不同

國家。

鄧愷悠（05內外全科醫學 / 
10研究院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

李慧蘭（84崇基社工）

聯合書院校友會於今年 1月下

旬至 2月上旬，一連兩個星期

五以 Zoom網上形式舉行「聯

合共敘」，主題均與校友的子

女有關。第一講於 2021年 1月

29日晚上 8時至 9時舉行，邀

得眼科醫生鄧校友主講「疫情

新常態—我的仔女近視加深

了！」，分享深近視的擔憂與預

防方法，共有 44位校友參加。

第二講於 2021年 2月 5日晚上

8時至 9時舉行，邀得家長教

練李校友主講「疫情新常態—

我係仔女的 home tutor！」，

分享疫情下如何處理好親子關

係，共有 45位校友參加。

梁世昌（87社工）

陳杏怡（02生物）

聯合書院於 2021年 2月初舉

行學長講座，邀得資深社工梁

校友（右）主講，陳校友（左）

擔任嘉賓，以「亂世中的幸福

人生 ─ 正向心理學的啟示」為

題，與學長和學員於網上分享

「快樂七式」。及後學長和學員

相約網上會面，延續討論及分

享快樂。

蔡明都（88會計）

蔡校友為 ParticleX粒子創投加

速器首席探索官，於今年 1月

18日舉行的亞洲金融論壇 2021

之「重塑世界經濟新格局」環節

擔任主講嘉賓，分享虛擬融資在

疫情下的重要性。他分享了兩個

重點：一是初創企業創辦人要

在商業社交線上平台及早部署，

擴闊朋友圈、提升信譽及專業

領導力，好讓新相識的投資人

有足夠情報評估。二是企業方

案專心做好節流或開源，可能

比主張創新更實際。蔡校友亦

於由中大校友傳承基金主辦之

「2021中大青年校友職業發展

週」擔任行業講座主持以及單

對單就業諮詢環節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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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慧（16電子工程）

劉校友於 2017年入職港鐵，認

識同在港鐵工作的梁思正，工

作時互生情愫，最後於 2018年

初結為夫婦，夫妻檔合力研發

電子維修雲端系統，以及零件

實時監控設備，去年贏得香港

工程師學會一項創意獎。部分

新發明已陸續應用於列車設施，

如屯馬綫新列車的後備零件，

進行電子追蹤登記，有助日後

保養維修。

陳艷瑶（18中醫）

善衡新生在開學時均會收到「善

衡 Tee」及書院筷子套裝作迎新

禮物，原來「善衡 Tee」是由陳

校友（左二）設計，她說構思

這年「善衡 Tee」時，融入不少

自身的書院體驗，「善衡 Tee」

正面描繪一群飛鳥，圍繞「善衡」

二字起舞，予人舒服、自由、

快樂之感，背面畫了一個「家」

字，不但意指善草上的「家」

字雕塑，也代表心之所屬。陳

校友現身兼善衡書院校友會第

二屆幹事會秘書一職，對書院

感情深厚。

善衡書院

李成晃
 （11運動科學 / 

  14研究院通識教育）

李校友去年重

回培育自己成

長的中大，擔

當起教育的工

作，並同時在

家中擔當起

父親的角色，疫情之下雖然每

天都面對新挑戰，但他相信每

一位「中大人」均能以積極樂

觀心態迎難而上，克服任何難

關。

逸夫書院

廖慧（91化學）

廖校友（左二）與丈夫陳銘階

（91逸夫化學，左一）今年 3月

去武漢賞櫻，櫻花開得非常燦

爛，他們又探訪中大湖北省校

友會會長許勤業校友（85聯合

經濟，右二）和方藹珈校友（20

研究院工管，右一）。武漢經

歷疫情洗禮，各行各業已經回

到常態，百花齊放，欣欣向榮。

許校友在武漢從事專業留學服

務十餘年；而方校友則是香港

留學中心大灣區校長及 BJM教

育諮詢行政總裁。

吳國聲（93訊息工程）

吳校友為中大編碼有限公司創

始人及首席執行官，17年獲母

校中大選為工程學院銀禧紀念的

25位傑出校友之一，回校出席

頒授典禮時，重遇到昔日良師劉

紹強教授及楊偉豪教授，因而游

說兩位教授合作，於 18年成立

中大編碼有限公司，利用科技助

企業優化雲端網絡方案，通過網

絡編碼技術，既能傳輸比過往方

式高出多倍的資訊，同時能令點

與點之間的連接距離大大提升。

馬文心
 （11體育運動科學 / 16研究院教育 / 

 18研究院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

馬校友畢業後走

上全職精英運動

員之路，主攻空手

道，並同時繼續升

學，雙軌發展。去年回到中大

體育部工作，期望能將過往所

學的知識與運動員生涯的經驗，

分享給學生。

唐穎思（07內外全科醫學）

唐校友於 2015年開始參與無國

界醫生工作，多年來到過阿富

汗、海地、加沙、伊拉克等地

區，並於早前中大舉辦年度傑出

醫科校友獎頒獎禮中，獲頒「人

道服務」獎。她說前年 12月再

次去伊拉克的任務最艱巨，因為

出現新冠疫情，要在三星期內將

無國界醫生的手術醫院變成可

以處理新冠病毒的醫院，在無國

界醫生總部專家小組的指引下，

她由醫生變成工程師，終在去年

4月完成任務，回到香港加入支

援亞洲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的

工作，繼續參與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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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宇昭（09行政工管）

安校友為保險科技公司 YAS的

聯合創辦人，推出微保險平台，

打破傳統保險的種種限制，針對

不同客戶的需求提供個人化的保

險產品，未來三至五年希望打造

YAS為亞太區微保險平台的一哥。

剛於 12月 YAS就有公共交通保

在平台上架，他透露踏入新一年，

YAS計畫推出多項保險產品，包

括針對女士夜間跑步的保險，另

有行山保、單車保都快將正式登

場，未來還有意推出儲蓄保險。

教育學院

劉振鴻
 （94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津貼中學議會早前換屆，身為樂

善堂余近卿中學校長的劉校友，

接棒出任新一屆主席，未來四

年任期將協助維持教育界穩定，

上任後首要挑戰包括面對升中

人口變化、微調中學教學語言

等，他將就這些政策制定和推

行，收集各校意見向政府和教

育局反映，擔當學界和當局之

間橋樑，維持良好溝通和合作

關係。劉校友指出，課程發展

亦是未來重點關注議題，例如

如何提升學生英文水平、STEM

教育、跨學科課程發展方向等，

形容當今世界教育大趨勢正不

斷轉變，香港在轉變中如何自

處，將成為未來教育關鍵。

張翠芬
 （13教育學院幼兒教育 / 

 15研究院學校改善及領導）

身為中大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幼

稚園校長的張校友，畢業後投

身幼兒教育界至今 30年，教學

經驗豐富，4年前加入張煊昌

幼稚園，不但翻新了 30年的校

舍，更致力提倡正向教育，令

校園煥然一新，充滿朝氣。最

近在校園內設立「正向信箱」，

由她及老師各自設計代表自己

的信箱，讓學生、家長或同事

們傳遞心意。她笑說收過不少

心意卡及慰問字條，信箱亦讓

老師之間互相扶持、問候，促

進校內融洽愉快的氣氛。

馬立苗（17文化管理）

馬校友現為晨興書

院校友會會長，

於 3月 8日為校友

事務處擔任中大多

元共融週其中一項節目的嘉賓主

持，與來自津巴布韋的 Innocent 

Mutanga（19新亞人類學）暢談對

多元與共融的看法。二人於學生時

代已相識，於節目中跟線上觀眾講

解非洲人在香港的真實生活狀況，

改變大家對非洲人的固有印象。

晨興書院

楊靜瑤（19文化管理）

劉珈余（19環球經濟與金融）

楊校友（左一）與劉校友（左二）

及其他三位同學，於書院專題研習

科中提交了一份名為「聲昔再現」

的計劃書，計劃對象為小學生及長

者，前者首先參與社區導賞，了解

以往居民的生活方式，再由專業記

者教導他們採訪技巧，與長者進行

訪談，再整合手上資料，在廣播劇

演員指導下，與老友記合作編寫廣

播劇，最後於社區放映會以現場廣

播形式，將社區舊日記憶重現。希

望透過此計劃，可以

建立長幼兩代及社區

之間的連繫，化解不

同世代之間的隔閡，

加強跨代共融。
「聲昔再現」

網站

伍宜孫書院

趙小燕（13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剛獲得「2020年度大

灣區傑出女企業家」

的趙校友，是羚邦

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及行政總裁，羚邦集團是亞洲領先

媒體發行商，更是成功的品牌授權

管理營運商，並於中國的日本動畫

發行商中排名第一，2019年5月於

香港主板上市後，努力透過擴大發

行平台及戰略性內容，以及品牌投

資來實現五年營商戰略打好基礎。

郭致因（19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郭校友是草姬國際

有限公司創辦人及

行政總裁，是另一

位獲得「2020年度

大灣區傑出女企業家」的校友，

她於保健品行業已超過二十年，

創立草姬品牌並推出超過六十多

款產品，以合宜的零售價格銷售

質素及效用高的保健品，務求令

人人擁有負擔得起的健康。除了

企業營運外，郭校友也積極參與

公職，包括擔任創意創業會會

長，以及青躍董事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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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悼

柯少英（68新亞中文）

旅居夏威夷檀香山的柯校友於 2020年 11月 9日

溘然長逝，喪禮已於 11月 27日舉行，卜葬檀香山

DIAMOND HEAD MEMORIAL PARK。在此謹代表中

大同仁致哀！

張渭忠（81聯合社會學）

張校友於 2020年 3月出版第

一本散文集《井蛙隨筆》後，

廣獲好評，決定再接再厲，於

今年 3月發表新作《井蛙隨

筆 II》，述說進入中大，以及

工作及從軍時遇上的人和事。

王洛琳
 （06逸夫專業會計學 / 08研究院法律博士 / 

 09研究院法學專業證書）

王校友新作《投資者之啟明

燈》結合星象解讀和八字命

理，希望為金融市場給出一

些嶄新的玄學分析，使投資

者能夠以不同的角度去剖析

時間、價格與成交量的關係。

馮國東（95崇基音樂）

馮校友新作《疫下胡扯》內

容涵蓋音樂、體育、寵物飼

養等，筆調輕鬆，盼能幫助

讀者們在疫情下透透氣。

（校友可直接電郵 kfung1@ 

hotmail.com 向馮校友本人

直接購買，每本減十元。）

何敏（92逸夫政政）

何校友新作《超級巨星經濟

學》以經濟學的視角，將超

級巨星、技藝和運氣，逐格

分析，從連場大戰和王者之

路中，道出許多有趣、有用、

部分還有點黑暗的故事。

劉子健
 （10教育學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 12研究院教育）

劉校友多年推動科普及 STEM活動，活動及教案榮

獲不少獎項，部分更已結集成書，出版 3本《科學

小博士》課外書藉，分別為生活篇、創意篇及智趣

篇，培養小朋友學習 STEM的興趣。

黃語恩（03聯合地理 / 12研究院社工）

黃校友跟丈夫馬學駿合著的

《陪孩子學靜心》剛於 2020

年 12月出版，是少有由華人

撰寫的幼兒靜心書。書中集

合 52個零至六歲幼兒親子靜

心專注遊戲及跟幼兒靜心的

疑慮，期望將親子靜心的種

子在社區傳播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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