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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青年校友職業發展週

由中大校友傳承基金主辦、多個校友會協辦及支持的「中大青年校友職
業發展週 2021」已於 2月 22至 27日順利舉行。本年度的活動首次移
師網上進行，吸引逾 400位從事不同行業的年輕校友及就讀不同學科的
中大學生出席，並獲 60多位資深校友鼎力支持，傳承職場經驗，扶掖
學弟學妹。精彩節目包括多場主題及行業講座、職場工作坊、單對單就
業諮詢、CV Clinic及 GCDF全球職涯發展師/職涯服務規劃師「與你同
行」計劃，助年青校友加強職場競爭力。

▲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吳基培教授
亦特別錄製影片歡迎及鼓勵一眾

年青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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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當前，就業市場充滿不確定因素，很多舊方式似乎

都行不通，有人選擇跳出舒適圈，尋找職涯新一章，有

人決定保持觀望態度，維持現狀不變。年輕人應如何找

出工作的意義，從「新」出發，以今天的「新」心態開

展事業的新一頁？

講者：
魯庭暉校友（聯合新聞與傳播學）ViuTV 董事兼總經理

周慧晶校友（新亞新聞與傳播學）
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香港）

主持：

徐靄妍校友（崇基中國語言及文學 / 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

管理）中大校友傳承基金執行委員會委員；凌市場策略

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隨着時代變遷，科技改造了許多傳統行業成為新興的行

業，包括數碼營銷、金融科技、生物科技等；而新常態

下亦衍生出更靈活的工作模式，讓斜槓族「Slashers」成

為城中熱門話題。正所謂「沒有失敗，只有未成功」，

究竟年青人應如何建立自己的獨特之處，迎接新興行業

的挑戰？

講者：
任景信校友（聯合市場）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方健儀校友（聯合新聞與傳播學）
多媒體工作者

主持：

馮淑貞校友（逸夫工商管理）逸夫書院校友會副會長

「中大青年校友職業發展週 2021」以「新心態．新機遇．新行業．新技能」為題，旨在透
過資深校友的分享，啟發本科畢業 10年內的年青校友的職涯發展方向。當天精彩的分享
將陸續上載到校友事務處的 YouTube頻道（aaocuhk），歡迎各位前往瀏覽。

「疫」境中的新心態和新機遇 「疫」境中的新行業和新技能

主題講座 主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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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互聯網急速發展，數碼營銷已成為企業及品牌宣

傳策略當中不可忽略的一環。SEM（Search Engine 

Marketing）、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社

交媒體的應用及演算法等亦愈受重視。究竟創意行業如

何捨棄行之有效的方法，以新思維跳出框架？而行業的

發展機遇又有多少？行業又需要什麼人才？

講者：
羅燦校友（新亞新聞與傳播 / 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ASI大數據行政總裁

鍾振傑校友（崇基新聞與傳播學）
「香港的有限公司」創作總監

主持：

王翠虹校友（新亞日文）新亞書院校友會副會長

全球疫情當前，令人更關注健康和醫療的問題，醫療生物

科技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基因工程、人工智能、大數據

等新技術，亦有效協助檢測及治療疾病，為人類健康帶來

更大的保障。是否只有生物科技或生命科學背景才適合於

BioTech發展？行內又需要甚麼人才藉以面向全球？

講者：
曾志謙校友（崇基經濟）生物醫學科技控股行政總裁
翁錦輝校友（聯合分子生物科技學 / 研究院化學病理學） 

得易健康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主持：

吳潔純校友（逸夫工商管理 / 研究院環球行政人員工商管

理）尚智科技研究（香港）有限公司總裁

近年金融科技行業快速發展，透過應用最新科技來提供

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務。相關範疇包括區塊鏈、雲端運

算、電子支付、虛擬銀行等。年青校友又應如何裝備自

己進入行業？是否只有金融專才適合投身 FinTech？在

FinTech大企業與眾多初創公司之中又該如何選擇？

講者：
李景棠校友（崇基計量財務學）
富融銀行市場及流動性風險主管

李卓偉校友（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AsiaTop積分交易平台創辦人

主持：

廖健華校友（崇基經濟）崇基學院校友會會長；
中國銀行（香港）渠道管理部分行主管

新型冠狀病毒對全世界各行各業造成嚴重衝擊。在衡量

公司營運與員工健康的前提下，許多企業均積極採取不同

模式的辦公方法，例如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輪班工作等，以應對疫情。究竟行政管理涉獵甚麼範疇？

私營企業及公營機構的具體管理工作內容是什麼？有什

麼入行必備條件？

講者：
黃思麗校友（崇基工商管理）一田百貨行政總裁
雷沛然校友（聯合政治與行政 / 研究院職業環境衞生學士

後文憑）醫院管理局九龍中醫院聯網行政事務總經理

主持：

蔡明都校友（聯合會計）中大校友傳承基金執行委員會
委員；ParticleX首席探索官

數碼營銷

生物科技

金融科技

行政管理

行業講座

行業講座

行業講座

行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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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以下校友會及各校友學長的鼎力支持（名單按中文姓氏筆劃序）

崇基學院校友會　新亞書院校友會　 聯合書院校友會　　逸夫書院校友會 晨興書院校友會　

善衡書院校友會　伍宜孫書院校友會　和聲書院校友會  中大校友評議會　中大校友會聯會

職場工作坊

網上面試技巧工作坊

建立個人品牌工作坊——
沒有名片，你是誰？

高紫萍校友（逸夫工商管理）
滙豐銀行亞太區財富管理及

個人銀行人力資源主管

陳雅兒校友（崇基心理學）
中大創業校友會副會長；

Let's Bliss整合生活共同創辦人

Being a person working and liv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for many 
years, I am happy that I can help 
out in this activity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alumni. I really 
encourage them going beyond 
Hong Kong when building up 

their career paths. Hope 
my sharing helps.

每年 Career Week 都是一個體現

中大校友眾志成城的日子之一，

校友們在百忙中抽空，為年輕學

弟妹在職涯發展上提供真誠及真

實的意見！

我作為 GCDF全球職涯發展師，

過去幾年也協助不同學科的年青

學弟妹探索職涯發展方向，分享

我三十多年的實戰經驗，啟發他

們了解自己的性格及長處，以找

到自己的人生目標。

CV Clinic
． 王一建校友（新亞工商管理）安永會計
師事務所合夥人

． 沈韻莉校友（新亞社會學）澳門新濠天
地人力資源總監

． 高紫萍校友（逸夫工商管理）滙豐亞太
區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人力資源主管

． 莫家麟校友（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和記港口集團人力資源顧問

． 黃劍文校友（崇基會計 / 研究院工商管理）
港燈電力財務總監

． 霍雅琪校友（崇基工商管理 / 研究院傳播
學）思賢人力資源有限公司董事長

單對單就業諮詢
．文振球校友（聯合中國語言及文學）
．任俊彥校友（新亞內外全科醫學）
．江振鴻校友（崇基專業會計學）
． 吳家嘉校友（聯合計算機科學 / 研究院計
算機科學與工程學）

．吳德川校友（新亞計算機工程學）
．岑潮輝校友（崇基哲學）
．李英豪校友（崇基訊息工程學）
．李健鋒校友（聯合電子工程學）
． 李漢祥校友（崇基工商管理 / 研究院工商
管理）

．阮德添校友（新亞人事管理）
．林偉雄校友（聯合市場）
．容朝暉校友（逸夫電子計算）
． 徐靄妍校友（崇基中國語言及文學 / 研究
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 許玉麟校友（聯合中國語言及文學 / 教育
學院教育文憑）

．郭瑋強校友（逸夫信息工程學）
．郭碧蓮校友（崇基經濟）
． 陳景祥校友（崇基中國語言及文學 / 教育
學院教育文憑 / 研究院傳播 / 研究院行政
人員工商管理）

．陳燕玲校友（新亞英文）
．曾立基校友（新亞新聞及傳播）
．黃思麗校友（崇基工商管理）
． 黃萬成校友（聯合社會工作 / 研究院社會
服務管理）

．葉冠霖校友（聯合新聞與傳播學）
． 廖昭薰校友（崇基社會學 / 教育學院教育
文憑）

．蒲得志校友（崇基訊息工程學）
．劉業民校友（新亞訊息工程）
．蔡明都校友（聯合會計）
．鄺潔儀校友（崇基歷史）
．魏文富校友（崇基市場）
．譚天樂校友（新亞化學 / 研究院化學）
 

GCDF全球職涯發展師／
職涯服務規劃師「與你同行」計劃 *
． 王珮蕙校友（逸夫工商管理 / 研究院學校
諮商與輔導）

． 司徒慧盈校友（教育學院教育學學士後
文憑 / 研究院學校諮商與輔導）
． 何詠嘉校友（研究院社會服務管理 / 研究
院價值教育）

． 吳淑燕校友（新亞數學 / 教育學院教育學
學士後文憑 / 研究院學校諮商與輔導）
． 李安怡校友（教育學院學位教育學學士
後文憑 / 研究院英語教學 / 研究院學校諮
商與輔導 / 研究院教育博士）
． 李柏雄校友（兼讀小學教育 / 研究院教育）
．林遠濠校友（研究院教育）
． 陳惠華校友（教育學院學位教育學學士
後文憑 / 研究院學校諮商與輔導 / 研究院
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

． 陳寳安校友（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 研究院
教育 / 研究院教育博士）
．陳寳恩校友（研究院學校諮商與輔導）
． 鄞佩慧校友（研究院學位教師高級教育
文憑 / 研究院通識教育科課程發展與教學 
/ 研究院學校諮商與輔導）
．蔡明都校友（聯合會計）

學長感想 *特別嗚謝中大專業進修學院（CUSCS）協助安排此環節。

黃劍文校友

港燈電力財務總監

廖健華校友

中國銀行（香港）

渠道管理部

分行主管

蔡明都校友

ParticleX首席探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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