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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沃奇（09中文 / 
11研究院中文 / 13教育學院學

位教師教育文憑）

甄校友在教育界工

作十年，一直很喜

歡教授中文和進行

研究，除了曾經在

報章上連載教學專欄，亦曾到大

學、教育局及不同學校擔任講座嘉

賓。現職中學中國語文科科主任的

他，目前正在教育學院深造。

李漢祥（93工管 / 
95研究院工管）

李校友於今年 5

月獲政府委任為

「香港教育城」董

事會主席，並且於

今年 1月、4月和 6月分別再被

續任為「香港金融發展局」人

力資源小組成員、整筆撥款督

導委員會成員、語文教育及研

究常務委員會成員。

孫尹婷（01音樂）

孫校友最近獲加

拿大安大略省桑

德貝市的湖首大

學（ L a k e h e a d 

University）委任為豎琴導師，

她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中大音樂

系，並曾就讀於芝加哥西北大

學，是中國第一位獲得豎琴演

奏音樂博士學位的豎琴演奏家。

崇基學院 許瑩（08新聞與傳播學）

許校友約 10年前開設投資移民公

司，除了身為老闆外，還身兼司

儀、拍賣官、品酒師、葡萄酒專

欄作家等多個身分，曾於 TVB擔

任北京奧運主持的她，精通 5種

語言，曾於不少大型官方或商業

活動中擔任司儀，並成為中國首

位港澳台地區的國家註冊拍賣師，

至今主持過逾 100場國際性活動，

並長期義務為慈善拍賣出力。

朱凱濙（11音樂）

早前舉行的第 15屆鮮浪潮國際短

片節，朱校友的作品《這一段戀情

不再有痕跡》被選為開幕電影短片

之一，故事講述關於離開、前路茫

茫的感覺。2019年她憑《紅棗薏

米花生》獲得鮮浪潮大獎，以及第

56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獎。

陳傑龍（13音樂）

陳校友主修聲樂，16年赴美跟

隨聲樂大師 Brett Manning學習

Singing Success聲樂唱法，成為

亞洲第二位Singing Success的授

權執業導師，回港後正式開展教

學工作，教學生唱歌，當中不乏

明星學生，包括MIRROR成員。

鄭良華（81經濟）

居於多倫多的鄭校友（左一）近

日回港，相約（左二起）梁潮炳

（81地理 / 92研究院工管）、萬玉

鳴（81地理）及蘇雯潔（81地理

/ 97研究院工管）一同到訪中大校

園，校友事務處與眾人會面，暢

談現時於加國及香港的生活點滴。

袁永軒（15音樂 / 18教育學
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袁校友是本地男子無伴奏合唱

團 Set Tone Men的成員之一，

早前於網上舉行線

上音樂會，以無伴

奏形式翻唱多首經

典作品。 音樂會重溫

新亞書院

何靜兒（81社會學）

梁鵲雁（74聯合工管）

何校友與梁校

友疫情期間參

與翻譯，將新

書《華埠英雄

譜》譯成英文

版《Chinatown 

Heroes》，記錄 90年代紐約華埠

歷史片段，中文版原作者陳葦華是

90年代華文報記者，其採訪詳盡

描述社區人物的奮鬥、回饋社群的

精神，兩位校友期望此翻譯版有助

各族裔人士了解美國華裔的貢獻。

游子安（85歷史 / 87研究院歷
史 / 94研究院歷史哲學博士）

程美寶（90新聞及傳播）

劉文邦（95研究院行政工管）

何貴英（08研究院臨床老人學）

游校友、程校友、劉校友及何校

友於今年 1月 1日再度獲委任

為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為期兩

年，未來將與主席及其餘委員就

古物古蹟事務監督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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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莘桉（97經濟）

羅校友於 8月 25

日接替蘇婉玲出任

香港駐倫敦經濟貿

易辦事處（倫敦經

貿辦）處長，他於 1997年加入

政務職系，曾於多個政策局及部

門工作，包括香港駐東京經濟貿

易辦事處、民政事務局、政務司

司長私人辦公室和觀塘民政事務

處，出任倫敦經貿辦處長前為食

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周榮春 （97系統工程與工程
管理）

周校友曾任職多間企業，畢業後

先後投身電訊盈科前身盈科數碼

動力及和記電訊旗下 3香港，

其後加入環球唱片任職大中華

區業務拓展總監，繼而再擔任遊

戲開發商網龍網絡業務及企業發

展總監，到 2015年轉職為中國

聯通旗下小沃科技的合資企業

Woosh Game的營運總監，之後

加盟本地手遊公司美亞怪物遊戲

（MAMO）當行政總裁，目前為

直播平台 17LIVE香港行政總裁。

聯合書院

梁伯華（72歷史）

梁校友在美國西東

大學任教 42年榮

休，獲大學頒授最

高榮譽的特任終身

榮譽教授名銜，表彰他在學術及

行政與服務上的成就及貢獻。著

書達 30本的梁校友剛出版了中

文回憶錄《東風再起時：我半世

紀的美國學術與文化之旅》，詳

述他大半生的求學與教學經驗。

潘啟良（88市場 / 92研究院工
管 / 02研究院財務學哲學博士）

潘校友今年 7月 1日獲 ING銀

行委任為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

行政總裁，負責 ING銀行在內

地及香港的戰略執行和業務表

現，並將繼續擔任中華區客戶

與企業融資部總監，以及 ING

銀行香港分行的行政總裁。

許金桂（89企業管理 / 99研
究院工管）

許校友現任蘇黎世（香港）行

政總裁，他於中大畢業後加入

太古集團任管理培訓生，翌年

被派到保險業務部工作，後來

太古集團將大部分保險業務售

予蘇黎世保險集團後，就轉往

蘇黎世保險並工作至今，效力

該公司逾 30年，中間出現很多

變化，每次均與團隊共同完成

各種工作目標及挑戰，他笑言

所有挑戰均為新的學習機會。

劉凱詩（92工管）

劉校友今年 7月獲

國泰航空委任為商

務董事，負責公司

客運業務的收益管

理及銷售分銷，以及客運貨運整

體的機隊及網絡規劃事宜。她以

企業管理培訓生加入太古集團，

於 1999年調派至國泰航空，曾於

電子商務、航空聯盟、飛行常客

及收益管理等部門擔任管理工作。

陳羿（94政政）

金管局於 7月宣

布，委任陳校友為

助理總裁（機構拓

展及營運），於今

年 11月 1日生效，並將負責機

構發展、傳媒關係與社區教育、

人力資源、行政、財務、資訊

科技及金管局數碼化工作。他於

1994年至 2019年在政府任職政

務主任，在政府最後職位為政策

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副總監，去年

加入金管局外事處任高級顧問。

洪銘健（00電子工程學 / 05
兼讀音樂 / 06研究院音樂 / 09

研究院音樂博士）

由作曲家鄭汝森博士創辦的本

地樂團 NEXUS ensemble，早前

邀請洪校友（右）成為該團的

2021年度第三季駐團藝術家（作

曲家）。NEXUS ensemble將會

委約洪校友創作一首大型的原創

音樂作品，並於 11月中在香港

文化中心音樂廳作世界首演。

紀碧珊（01社工）

陳卓欣（07食品及營養科學）

兩位校友應書院邀請，出席及主

講四場「職場新鮮人工作坊」，

以自身豐富的人事管理經驗，為

剛畢業校友提供適時有效的就業

建議，幫助他們準備求職面試及

撰寫履歷表，並在職涯規劃及求

職面試有更好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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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冠文（19生物醫學工程）

駱校友在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取得生物醫學

學士學位後回港，再在中大攻

讀生物醫學工程碩士課程，畢

業後成立王態科技，並研發出

一種小巧儀器，可以透過檢測

一般人的口氣，而即時得知他

的燒脂速度是高還是低，亦即

其瘦身方法是否有效，預計今

年年底推出有關產品，以迎接

疫情後不少人需要瘦身的商機。

鄭莉梅（19工業及組織心理學）

鄭校友與隊友何詩蓓、黃筠陶及

楊珍美出戰東京奧運女子 4x100

混合泳接力初賽，游出 4分 02

秒 86的佳績，小組排名第 7。

逸夫書院

曾福祥（17工管）

曾校友早前獲商業

電台邀請，於《有

誰共鳴》節目中分

享跑山的心路歷

程，如何透過跑步尋回自己的方

向，他並選擇香港善導會為支持

機構，透過節目支持他們。

梁文謙（04地理）

梁校友於 8月 6日在香港管理專

業協會舉辦第 53屆「傑出推銷員

獎」勝出，成為五強之一。此項

比賽被譽為「銷售界奥斯卡」，

每年從銷售界別不同行業中，選

出五位傑出銷售員，旨在嘉許表

現傑出的銷售人員，提升業界水

準，建立銷售人員專業化的形象。

鄧蕙盈（18中醫學 / 20研究
院中風及臨床神經科學）

鄧校友（左）現為香港註冊中醫

師，現正攻讀廣州中醫藥大學中

醫內科科學士。她於 2021年初

創辦了一脈里中醫，除了是一間

提供優質及專業醫療服務的中

醫診所外，還會提供中醫師企業

到診服務，以及為各大小公司及

學校設計多元化的健康講座、工

作坊及教育課程。早前她更出席

香港電台第二台《同理．繼續傾》

節目，分享自身經歷。

善衡書院 沈殷怡（17普通法）

沈校友為 2012年首屆 DSE考

生，於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畢

業後，入讀中大修讀法學碩士，

後來參加選美進入娛樂圈，現

成 ViuTV藝人。

研究院

陳天慧（15文化管理）

陳校友為天籟敦煌

樂團總經理，樂

團於 2018年中成

立，今年 8月於香

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舉行「一畫

一妙音」音樂會，將敦煌石窟畫

中世界的仙樂帶回人間，一一呈

現在觀眾面前，幻化成一幅幅聽

得見的敦煌壁畫。

喜事

梁祐誠（07崇基化學）

梁校友早前喜添女兒，取名昕靜，

與兒子恩浩湊成一個「好」字。

謹祝寶寶快高長大，健康平安！

陳偉峰（07經濟學）

陳校友於本年 8

月底出任 ICONIQ 

MOTORS 財務總

監，負責集團環球

投融資、未來上市計劃及內部管

理。ICONIQ MOTORS在中國成

立，總部位於中國天津，是一家

新能源汽車製造公司。

唐藝（12專業會計學）

唐校友執導的鮮浪

潮短片《天下烏

鴉》，剛於第 74

屆康城電影節奪得

最佳短片金棕櫚獎（Palme D'or - 

Short Film），為香港首齣短片在

康城電影節獲該獎項，影片以黑

色荒謬手法，諷刺色慾橫流的社

會。唐校友於中大畢業後，曾在

香港發展歌唱事業，並於 2015

年推出個人 EP《Seriously》，

及後入讀紐約大學電影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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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張建雄（70新亞工管）

張校友新書《讀史論曉事─談中

美關係》記錄了中美 200年來大

事誌表，他認為讀史是為了曉事，

而 21世紀最大事是中美關係，不

能不曉，書中除了回顧以外，還會

提出 30年後中美關係最佳結局是

什麼。

廖素玲（05教育學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廖校友早年曾出版一系列英國劍

橋 IGCSE中文教科書，今年 7月

出版《跨越——中文 B學習入門

指導》。內容主要是為正在或即

將修讀 IBDP中文 ab initio、BSL

和 BHL的中學生所編寫的入門指

導，旨在幫助學生儘快適應課程

要求，做好考試準備。

馮珍金（76新亞中文 / 80教育
學院教育文憑 / 97研究院教育）

馮校友最新出版的文集《字旅人

間》，書寫在外地旅途上的風光

見聞、香港的文化風景，以至生

活上的人和事，個人的經歷感思。

區淑芬  （06研究院中國語言及文學學士後文憑）

《我呼喚著你名字 你聽到嗎》是

區校友的第二本散文故事集，當

中穿插着一段段的故事，一片片

情感的痕跡，一句句淒美的細語，

貫通不同的人，穿梭不同的情感

世界。

馬震寧（13研究院人類學）

馬校友最近出版《全球升學指南

2021-22》，有別於坊間類似刊物，

本書集合了多達全球 18個熱門及

冷門國家或地區的升學資訊，讓

全球華人高中學生可以按個人能

力，選擇合適的升學途徑。

鍾志光（12研究院哲學）

鍾校友投身體育傳媒工作超過

三十年，期間主持過八屆奧運及世

界盃，本書道出了他的工作實況，

亦有鮮為人知的幕後故事。最後

一章「平生有幸得師友」，述及

他求學與職場所遇到的良師益友，

至今有存有歿，實為作者對他們

的致敬文章。

悼

鄭漢其（76聯合生化）

鄭校友於今年 7月 12日在家安祥離世，他為中大深

圳研究院前院長、生物醫學學院研究教授，於 1981

年返回母校任教，在母校服務超過 40年。在此謹代

表中大同仁致哀！

莫全城（77新亞化學 / 79研究院化學 / 82教育學院
教育文憑 / 93研究院化學哲學博士）

莫校友於今年 7月 15日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病逝，享

年 68歲。他在香港政府化驗所工作超過 30年，退休

時為署理化驗師，退休後至離世前為中大認證化學碩

士課程客座教授。謹向莫校友家人致以最深切慰問。

鍾國威（90聯合物理 / 96研究院工管）

鍾校友最近出版第六本財經

書，名為《投資框架的構建與

堅持》。鍾校友從事金融行業

二十多年，現為全職財經網誌作

者（bennychungwai.blogspot.

com），除了讓一眾散戶了解價

值投資的理念外，還教他們資產

配置、如何選擇優質股及正確地

評估公司的內在價值，並透過港股實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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