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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校友組織及網絡消息

06

分享會 新亞書院
安省校友會

01. |  海外校友會（北加州）舉行了「疏通經絡 DIY示範講座」，
得到南加州及溫哥華校友會協助宣傳與參與。（5月 8日）

02. |  校友校長會 2020-2021專題講座暨會員大會在香港中文大學醫
院內舉行，是首個機構在中大醫院內進行周年會員大會，當天

有數十位校友校長出席參與。（5月 22日）

03. |  疫情漸漸放緩，很多校友也接種了疫苗，北加州新亞書院的一
眾校友相約在餐館吃晚飯，久別重逢，談笑甚歡。（6月 5日）

04. |  澳洲校友會舉行「四間香港大學在悉尼的校友會 - 聯合午餐
聚會」，邀請香港駐悉尼經貿處副處長Mr. Henry Mak出席。
（6月 8日）

05. |  紐西蘭校友會再次舉行即時通訊軟件工作坊，由一班於資訊科
技界工作的校友，分享即時通訊軟件的保安及私隱設定技巧，

提升校友的資訊科技應用技能。 （6月 12日）

06. |  新亞書院安省校友會特別舉辦了《瓜田李下 – 種植瓜菜心得》
網上分享會，由資深居家種植校友分享經驗，出席者三十餘

人。（6月 12日）

07. |  澳洲校友會舉行「2021年家庭運動同樂日」，校友除了可以
打羽毛球，乒乓球和籃球之外，還可以在場內享受咖啡，與久

別的校友共聚詳談。（6月 14日）

講座暨會員大會
校友
校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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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聚
北加州新亞書院
校友會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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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紐西蘭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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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聚會澳洲校友會

示範講座 海外校友會
（北加州）

01

5 月



中大校友 ｜ 2021年 9月 ｜ 107期 47

07

同樂日 澳洲校友會

08. |  英國校友會會長張宇輝（94聯合電子工程）早前回港並到訪
母校，校友事務處處長與張校友到大學站旁共創空間 CUHK 
InnoPort地下的 Inno330 Cafe會面，交流近況。（6月 21日）

09. |  數學系校友會秘書梁玉明校友（94新亞數學）受邀到訪香港
真光中學，進行「數學與我」主題分享，與初中同學暢談學習

數學對人生道路的積極作用。（6月 23日）

10. |  商學院北京校友會在北京希爾頓酒店舉辦飲茶活動，也是今
年第一次的校友聚會活動。（6月 26日）

11. |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舉行美國求職系列 -會計篇網上講座。
（6月 26日）

12. |  崇基學院校友會舉辦「迷你花園工作坊」，邀得郭倩晴校友
（19崇基音樂）擔任導師，指導 20位參加者親手創作獨一無
二的玻璃盆景，作為擺放家中或辦公室的小擺設。（7月 1日）

13. |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於疫後首次在酒樓舉行點心茶聚。（7月 7日）

14. |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舉辦「數碼轉型論壇」，由星級嘉賓作
主講，並由中大商學院湛家揚教授作主持。（7月 15日）

分享會 數學系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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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茶聚 南加州中大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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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崇基學院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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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 英國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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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聚
商學院
北京校友會

網上講座
南加州中大
校友會

11

14

論壇
工商管理碩士
校友會

7 月



48

海內外校友組織及網絡消息

15. |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聯同中大商學院假尖沙咀凱悅酒店舉辦
「傑出學長計劃」答謝晚宴。（7月 16日）

16. |  海外校友會（北加州）董事及校友於 Berkeley Lawn Bowl Club
參觀後合照。（7月 22日）

17. |  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畢業同學會舉行了周年會員大會，並
邀請中大歷史系科大衛教授為會員主講香港新界的公眾歷史。

（7月 24日）

18. |  北加州新亞書院校友會兩位校友熱情邀約其他校友共聚。 
（7月 25日）

19. |  聯合書院校友會、中大校友評議會聯絡及推廣小組和電子工程
學系校友會合辦健步行。（7月 25日）

20. |  安省中大校友會卡拉 OK小組，在保持社交距離下，製作視頻
《夏日繁花 - 朗誦組曲》與大家分享。（8月 10日）

21. |  籌備兩年的第一屆「學校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校友會」會員大
會暨教授講座（由鍾民祥教授主講）圓滿舉行。（8月 14日）

22. |  美東校友會舉行新書座談，由西東大學榮休講座教授梁伯華
（72聯合歷史）發布自傳《東風再起時：我半世紀的美國學術
與文化之旅》。（8月 16日）

16

參觀 海外校友會
（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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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新亞
書院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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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會
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
碩士畢業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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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步行 聯合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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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謝晚宴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



小扁擔 勵學行動
中文大學校友發起，歡迎公眾參與

•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  中國教育發展基金管理     • 1995年起服務中國貧困農村基礎教育

• 香港政府核准免稅團體     • 義工自付行動開支，捐款不扣行政費，確保專款專用

 • 建校     • 獎學金 
• 勵學金  • 教師培訓

支票抬頭「小扁擔勵學行動」，請寄：

香港新界沙田 馬鞍山頌安邨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轉「小扁擔」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校友事務處 轉「小扁擔」

▲  蘇校友（右四）首次體驗高鐵往藤縣旅程。

走訪山區農村 了解學童需要
提升數碼轉型 拓闊發展募捐

蘇嘉欣（14新亞生物醫學工程
學）聯同主席譚天樂（99新亞化
學）、副主席譚論弘（90聯合英文）
一行 12 人於 2019 年 3 月 16-18 日
參加廣西藤縣 3天校友高鐵勵學團。

當時正值藤縣高鐵剛開通，只消半天

便抵達。是次旅程向三所學校送贈圖

書、文具等以及獎學金、勵學金，亦

安排家訪送關懷，了解學生需要，予

以支援。

一群義工既熱心又熱情探訪潭東

中心校，蘇校友首次親臨學校，與孩

子融洽交流。義工拿起結他，邊彈邊

唱，孩子們團團圍住，一起玩樂，氣

氛熱鬧，一片歡欣。蘇嘉欣校友謂參

加活動讓她留下深刻印象。

令蘇校友更難忘的是在旅程中走

過無數崎嶇山路，考察首次到訪的永

平小學背峒分校。她親歷簡陋、設備

貧乏的教學大樓，更遑論追上現今教

與學的條件。老師們渴望能加設學生

電腦學習室，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藤縣之旅令蘇校友樂不思蜀，完

結後她深深感受到內地山區學童的需

要。她認為現今商業、企業、大多數

機構都已數碼轉型，電子報名、電子

捐款、電子交費等是大趨勢。我們也

要加快步伐發展小扁擔，運用有限資

源走向數碼化，需靠校友們出心出力。

管委會已開展優化網站工程，日後研

究加設更多便利功能—易報名、易

捐款、易參與⋯⋯身為小扁擔管委會

一員，她總是思考着透過網絡媒體，

加強義工與受助學生聯繫的可行性。

蘇校友盼以個人所長，協助優化

網絡平台，廣泛傳送訊息，招攬更多

熱心人參與募捐，集腋成裘。助人為

快樂之本，在此呼籲有興趣校友義務

齊來參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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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組曲
安省中大
校友會 網上重溫

22

新書座談美東中大
校友會

21

會員大會 學校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課程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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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區藹芝（97中文）
副會長 ：李致和（99體育運動科學）
 ：文永邦（93心理學）
秘書 ：張美美（96中國語言及文學）
司庫 ：余達威（95生物化學）
董事 ：馮淑貞（96工商管理）
 ：許秀儀（97專業會計學）
 ：洪之韻（00內外全科醫學）
 ：古惠珊（94內外全科醫學）
 ：林祖榮（94電子工程）
 ：林曉鋒（99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林建榮（97體育及運動科學）
 ：梁裕龍（94醫學科學）
 ：盧子頴（93心理學）
 ：陸志剛（94內外全科醫學）
 ：馬文心（11體育運動科學）
 ：冼藝泉（94內外全科醫學）
 ：黃子遜（95英文及翻譯）
 ：姚柏良（97體育及運動科學）
 ：容朝暉（91電子計算）

逸夫書院校友會
2021-2023常務委員會
董事會名單

會長 ：劉景騰（99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副會長  ：周成海（04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課程）

  ：鄭志鴻（86教育文憑）

  ：黃少青（03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楊彩霞（84教育文憑）

秘書 ：吳智滙（18英語教育）

 ：黃德寅（20教育文憑）

財政 ：鄭志鴻（86教育文憑）

司庫 ：張福英（09研究院中國語文教育）

會籍 ：黃少青（03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袁惠玲（15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康樂 ：溫婉芬（90教育文憑）

 ：劉永佳（98小學教育（兼讀））

學術 ：周成海（04學位教師高級教育文憑課程）

 ：劉雅詩（98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袁惠玲（15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吳智滙（18英語教育）

聯誼 ：鄭　虹（06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幹事 ：任展峰（18研究院教育）

教育學院校友會
2021-2023幹事名單

會長 ：蘇　雄（79崇基社會學）

副會長 ：程雅鳳（15研究院信息工程學）

秘書 ：戴藝晗（10研究院國際經濟法）

幹事 ：李　星（07逸夫數學）

 ：潘梦宸（12研究院電腦輔助翻譯）

 ：胡　浩（13研究院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學）

 ：張浩添（17研究院營養與食品科學技術）

 ：鄢維凡（20研究院數學）

 ：于詩卉（20研究院資訊與科技管理）

 ：吴灵宇（20研究院資訊與科技管理）

上海校友會
2021幹事名單

會長 ：劉偉民（79崇基生物）副會長 ：程　灝（04新亞工管） ：馬振愉（82新亞歷史）秘書 ：胡潔卿（64崇基植物） ：譚美瑤（76新亞歷史）財務 ：梁美玉（73崇基地埋）總務 ：李瑞麟（73崇基數學）顧問 ：王端兒（76新亞生物）

澳洲維省校友會
2021幹事名單

會長 ：郭碧蓮 （75崇基經濟）

副會長 ：吳遠興 （83崇基工管）

 ：劉鴻昌 （94聯合電子工程）

 ：盧子頴 （93逸夫心理學）

 ：梁淑瑜 （06崇基社工）

 ：葉憬翰 （00新亞建築學）

理事 ：廖藝行 （15研究院工管）

粵港澳大灣區校友會

創會成員名單

會長 ：譚穎朗（12生物化學）
副會長 ：胡朗志（14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財政 ：馮兆芪（18能源工程學）
秘書 ：黃卓鈴
出版 ：林嘉豪（14電子工程學）
總務 ：賴家潁（16計算機科學）
 ：黎逸遙（18專業會計學）
 ：黃文翰（21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
 ：徐柏琛

聯合書院走讀生舍堂秉芬堂舊生會

幹事換屆

會長 ：陳立民 （93聯合工管）
副會長 ：張宏輝 （04崇基工管）
司庫 ：朱　凡 （14研究院會計學）
 ：劉育健 （89研究院工管）
 ：梁曉光 （12研究院工管）
 ：王洁荣 （17研究院工管）
 ：杜　行 （18研究院市場學）
 ：李思瑶 （17研究院市場學）
 ：相丰  （18研究院高級財會人員
  專業會計學）

 ：唐　吟 （20研究院行政人員
  工商管理）

商學院上海校友會
2021幹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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