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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浩雲（04研究院工管）

獲香港國際創價學會頒

贈香港 SGI獎，以表揚

他多年來對香港社會及

文化作出的貢獻。凌校

友現任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首席顧問，曾協助超過

30間社會福利機構與各

界人士成立社企，幫助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並培育

了眾多年青人才。

凌浩雲獲頒贈香港 SGI獎

黃君恒（17崇基計算機

科學 / 18教育學院學校

教師教育文憑）與隊友在

東京殘疾人奧林匹克運

動會硬地滾球混合 BC4

級雙人賽為香港奪得一

面銀牌。黃君恒投入硬地

滾球至今 13年，屢獲佳

績。包括 2009年初戰青

年亞洲殘疾人青少年運動會即於 BC4雙人賽奪金、2017

年西維爾及曼谷世界公開賽個人賽金牌、2017及 2019年

亞洲及大洋洲錦標賽雙人賽金牌等，更與隊友於 2014香

港傑出運動員選舉獲選為「香港最佳運動組合」。

黃君恒於東京殘奧勇奪銀牌

趙家祺（97聯合訊息工

程）（中）、謝杰明（97

聯合訊息工程、00研究

院資訊與科技管理）（左）

及范俊彥（02新亞系統

工程與工程管理學、05

研究院電子商務管理、

10研究院工管）（右）

成立的 Zeek智慧物流平

台，榮膺亞洲權威財經雜誌《財資》（The Asset）「Triple 

A資金、貿易、供應鏈及風險管理大獎 2021」（Triple A 

Treasury, Trade, SSC（Sustainable Supply Chain）and 

Risk Management Awards 2021），在新經濟項目中，

與滙豐獲聯評為亞太區「最佳供應鏈解決方案」（Best 

Supply Chain Solution），Zeek是本港首間同類型初創

公司躋身此獎項。

三位校友成立 Zeek智慧物流平台獲獎

陳韜文獲國際中華傳播學會終身成就獎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傳播

學榮休教授陳文（陳韜文）（81

研究院傳播），獲頒國際中華傳

播學會終身成就獎。陳校友長期

從事國際傳播與比較傳播、政治

傳播及新聞學等領域的研究，於

2012年創辦香港中文大學中華

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為首

位當選國際傳播學會會士的華

人學者。

查毅超（07研究院工商管理）
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

陳細明（83崇基經濟）
香港南洋商業銀行副董事長（執行董事）

林翠玲（11兼讀幼兒教育 / 13研究院幼兒教育）
教聯會副主席

劉國勳（10研究院社會學）
立法會議員

祝賀校友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政府在 7月 1日於憲報刊登今年獲委任的太平紳士，多位校友獲殊榮，當中包括：
梁鳳儀（82新亞新聞及傳播）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副行政總裁

潘慶輝（11研究院基督教研究）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校長

楊全盛（99崇基計算機科學 / 05研究院電子商務管理 /  
  09研究院工商管理）
天旭科技投資集團聯合創辦人暨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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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在 2021年榮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勳及嘉獎的校友

政府在 7月 1日憲報刊登 2021年授勳名單，多位校友因其傑出成就或對社會的貢獻，
獲政府授勳及嘉獎，當中包括：

林耀文（07研究院比較及公眾史學）

致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鄒秉恩（92兼讀小學教育）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校長

伍清華（75新亞工管）

前通訊事務管理局成員

吳光銘（76新亞歷史）

物業管理監管局成員

梁國基（85新亞英文 / 88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勞工處首席勞工事務主任（對沖政策）

馮瑪莉（97研究院護理 / 03研究院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 /  

  13研究院護理博士）

衞生署護士總監

黃顯榮（96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建造業議會審核專責委員會主席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周雪鳳（03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梁燕珍（08研究院社會工作）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有限公司執行總監

莫家豪（91研究院社會學）

嶺南大學副校長

陳浩庭（12新亞法學士課程）

青年發展委員會非官方委員

黃慧群（83研究院工商管理）

競爭事務委員會委員

鮑銘康（10新亞社會學 / 18研究院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

葵青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

謝曉虹（15研究院中國語言及文學）

青年發展委員會非官方委員

鍾穎欣（04研究院教育）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小學校長

王志德（93逸夫內外全科醫學）

醫療輔助隊高級助理總監（行動）

吳毅明（06研究院預防醫學）

衞生署高級護士長（感染控制）

 大紫荊勳章

周松崗（81研究院工商管理）

市區重建局主席、前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

前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主席

 金紫荊星章

盧偉國（84研究院工商管理）

立法會議員

凌潔貞（05研究院教育）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銀紫荊星章

陳克勤（97逸夫政治與行政學 / 03研究院法律與公共事務）

立法會議員

 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陳天賜（87崇基化學）

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銅紫荊星章

李家駒 （88崇基歷史 / 91研究院歷史 / 

  02研究院歷史哲學博士）

香港出版總會會長、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

葉傲冬（09研究院文化管理）

民建聯副秘書長

 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榮譽獎章

周一鳴（95新亞生物）

香港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

莫慶榮（93聯合生物）

香港警務處副校長（警察機動部隊）

謝名揚（13研究院普通法）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榮譽勳章

容樹恒（94聯合內外全科醫學）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助理院長（校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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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你畢業了！李謙彥（07研究院運動科學）

民航處航空安全督察

莊惠明（14研究院工商管理）

民建聯司庫

陳文俊（08研究院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 /  

  09研究院公共衞生）

瑪嘉烈醫院傳染病中心副顧問醫生

陳仲文（00逸夫訊息工程學 / 02研究院電子商貿技術）

香港生產力局數碼轉型總經理

越毅強（14研究院社會學）

民建聯黃大仙支部副主席

雷沛然（93聯合政治與行政學 / 07研究院職業環境衞生  

  學士後文憑）

九龍中醫院聯網行政事務總經理

鄭志雄（95崇基內外全科醫學）

威爾斯親王醫院顧問醫生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王智榮（94崇基統計學）

香港警務處副校長（警察機動部隊）

余健強（10研究院企業傳播）

民政事務總署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

張佩蓮（87崇基英文）

公務員事務局高級首席行政主任（一般職系）

黃昕然（93新亞社會學）

民政事務總署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

蔡敏君（95聯合建築學）

民政事務總署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

王煒楠（13新亞經濟學）

香港警務處高級督察

王肇佳（99崇基環境科學 / 04 研究院生物）

香港海關稅收調查第三組指揮官（署任）

江少明（07研究院預防醫學）

衞生署高級醫生

吳偉龍（92新亞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感化服務）

杜美琪（93聯合內外全科醫學 / 01研究院流行病學與

  生物統計學 / 03研究院預防醫學）

衞生署衞生資訊與科技辦公室主任

沈立志（07逸夫體育運動科學）

香港警務處總督察

林方達（14崇基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民政事務總署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林銳鋒（16聯合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

入境事務處入境事務助理員

袁悅欣（93崇基社會工作 / 98研究院心理學 / 

  05研究院家庭輔導及家庭教育）

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主任（策劃及統籌）

張宜偉（93逸夫訊息工程）

創新及科技局總系統經理（共用服務）

梁詩韻（02逸夫內外全科醫學）

衞生署高級醫生

郭思明（06聯合建築 / 09研究院建築 )

建築署工程策劃經理

陳玉屏（94聯合護理學）

衞生署護士長

陳沛言（15聯合英文）

民政事務總署油尖旺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湯思進（14新亞全球研究 / 19研究院公共衞生學）

黃銘澄（10聯合心理學）

香港警務處高級督察

楊敬安（95逸夫建築學 / 97研究院建築學）

建築署總技術顧問

葉心（04研究院預防醫學）

衞生署高級醫生

廖福英（18研究院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二級社會保障主任（安老服務）

劉明輝（90崇基內外全科醫學 / 13研究院公共衞生）

懲教署醫生

劉達光（83崇基化學 / 85研究院化學）

渠務署高級化驗師

歐家榮（06研究院預防醫學）

衞生署首席醫生（流行病學） 

鄧承恩（04逸夫建築學 / 07研究院建築學）

建築署工程策劃經理

黎健榮（80聯合電子 / 83研究院電子 / 90研究院工商管理）

創新及科技局合約項目總監（家居檢疫）

黎清文（89新亞人類學）

社會福利署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關耀基（13聯合內外全科醫學）

衞生署醫生（疾病預防） 

嚴子閣（00新亞藥劑學 / 12研究院公共衞生）

衞生署高級藥劑師（藥物註冊）

蘇子正（18伍宜孫社會學）

運輸及房屋局助理秘書長（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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