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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近況

戴文玲（09工管）

戴 校 友 是 One 

Flower Macau 創

辦人及創作總監，

於 今 年 10 月 30

日舉行的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

校友日為校友及子女主持花花

舒壓工作坊—療癒小物浮游

瓶親子班。

郭浩文（12生化）

郭校友去年辭退工作，與太太

在北角和富中心創立「野草意

大利雪糕」小店，以售賣意大

利雪糕、咖啡和麵包，推廣本

地農產品作招徠。他早年於香

港報讀咖啡課程，並於 2017年

贏得香港愛樂壓咖啡比賽冠軍。

曾翠薇（96藝術 / 04研究院
藝術創作）

曾校友早前於凱倫偉伯畫廊舉行

《不日不月》作品展，她擅長以

中國繪畫中的平面與多重視角的

構圖手法，融會西方表現主義技

巧，促成其獨特的半抽象風格。

崇基學院

潘凱琳（20心理學）

潘校友去年創立網上平台「Just 

a Moment等一等」，以她在大

學時出現情緒崩潰的經歷，幫

助有需要的人，為身陷困境的

人送上溫暖及安慰，希望能有

如荒漠中的活命甘泉，給人信

心和勇氣挺起身來。

新亞書院

蕭世和（85新聞與傳播）

蕭校友擁有超過 30年的傳媒經

驗，今年 10月 4日加入無綫電

視，獲委任為總經理（商務營

運），全面負責無線電視的市

場及商務營運管理，推動提高

無線電視跨平台的協同效應和

效率。

趙詩雅（01社會學）

趙校友畢業後當了 19年空姐，

兩年前嘗試發掘其他興趣，結

果報讀課程學習韓式裱花蛋糕，

去年國泰港龍航空結業後，全

力發展個人裱花蛋糕品牌 Lazy 

G，除為客人度身訂製蛋糕，今

年更開設裱花興趣班及 KCA豆

蓉裱花導師證書班，冀讓更多

人享受這種興趣。

聯合書院

林建群（89內外全科醫學）

林校友現職聯合醫

院急症科顧問醫

生，多年來從事不

同公職，於 2019

年更獲頒行政長官社會服務獎

狀。他於今屆渣打香港馬拉松

2021擔任大會醫療事務總主任，

負責比賽期間的所有醫療事務。

林文健（96內外全科醫學）

林校友於今年 9

月 21日出任衞生

署署長，接替即將

展開退休前休假

的陳漢儀。

何家祈（12歷史 / 14研究院歷史）

現職慈善機構的

何校友，繼年初獲

教育局委任為政

府助學金委員會

委員後，於今年 10月獲保安局

局長再度委任為監警會觀察員。

何校友在擔任觀察員任內曾獲

監警會嘉許狀，以表揚他積極參

與會面及證據收集的監察工作。

葉素琪（09新聞與傳播學）

葉校友任職中國香

港愛德曼公關總

監，早前獲選亞太

Women to Watch 

2021，她 2012年加入愛德曼公

關香港公司，兩年內兩次晉升，

成為公司最年輕的高級經理，同

時還是香港 PRHK公關行業協會

董事會成員，擔任教育與輔導主

席，幫助年輕人結識行業專家，

培養下一代公關人才。

陳君洋（10工管）

由陳校友創立的

非牟利機構良師

香 港（Teach For 

Hong Kong）最近

慶祝成立五周年，特別出版著

作《五年一夢為香港而教—

一群為基層學生努力的年輕人

的故事》，紀錄了十三個項目

中負責老師的動人故事。陳校

友期望良師香港繼續集合年輕

人的力量，為香港培訓未來領

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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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俊昌（07食品及營養科學）

程校友於今年 9

月再次成為香港

財務策劃師學會

董事會成員，繼續

為私人財富管理業界貢獻。個

人事業方面則繼續積極推廣財

富自由以及傳承教育，並鼓勵

客戶們為社會做更多可持續的

慈善捐獻。

吳智滙（18英文研究與英文教
育）

吳校友獲選為新

成立之香港教育

工作者工會及香

港中文大學教育

學院校友會新一屆幹事會秘書。

陳婉婷（10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 
13研究院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

陳校友最近應徵成為中國女足

主帥，為四位應徵者的其中一

位，雖然她認為獲選機會不高，

但她希望從中汲取經驗，繼續

追求實現以教練身份領軍參加

世界盃的夢想。外號「牛丸」

的她，於 2015年底接掌港超東

方隊帥位，並帶領球隊於當屆

港超奪冠，從 2019年 4月起擔

任中國 U16女足助教，同年 7

月升任主教練。
姚潔貞（11護理）

有「長跑天

后」稱號的

姚校友，於

今屆渣打香

港馬拉松女

子全馬賽事

大熱封后，

最終跑出 2小時 39分 27秒成

績順利掄元，賽後與在男子半馬

賽事封王之丈夫陳家豪擊掌。
逸夫書院

陳子達（94政政）

陳校友今年 10月獲擢升為海關副

關長，他於 1994年加入香港海

關，2009年任落馬洲口岸指揮官，

2019年 1月任助理關長（邊境及

港口），2020年 5月調任助理關

長（情報及調查），在職期間，

曾於內地及海外多所院校進修，

參與專業發展及管理研修等課程。

李婉嫻（01生物）

李校友於今年 8

月 在 灣 仔 開 設

了 B o d y V S t o r e 

Limited和式伸展

理療中心，為都市人提供適切

的痛症治療及保健。

教育學院

李安迪
 （05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小學））

李校友自小已立志當教師，原

本在大學修讀生物系的他，為

了實現做老師的夢想，轉而報

讀學位教師教育文憑，結果成

功覓得教職。他目前是何文田

天主教領島學校校長，在學界

廣為人熟悉是他「IT達人」的

身份，目前是「賽馬會運算思

維教育」創新社群領袖和資訊

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執

行委員會委員。

兼讀

蔡英材（89中英語文）

蔡校友自退任香

港能仁書院副校

長及香港輔助警

察隊警長後，一直

從事特區政府特約翻譯工作及

編寫英語參考書。最近加入香

港警務處警察公共關係科擔任

少年警訊的撰稿員，協助重塑

少年警訊的形象和定位，為香

港社會的繁榮及穩定盡一分力。

蔡校友現時擔任中大兼讀校友

會會長一職，歡迎各校友與他

聯繫。

研究院

金嘉倩（02翻譯）

金校友為前聖母書院校長，一

直都為培育下一代的英文而努

力。1999 年退休後卻退而不

休，不單繼續在教育局擔任

計劃總監 15年，以語言大師

M.A.K Halliday所創的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培訓各

科中學老師以英語為教學語言，

還報讀了中大的翻譯碩士課程，

一圓本來想做翻譯員的夢想。

趙小燕（13行政人員工管）

趙校友為羚邦集

團主席及行政總

裁，早前羚邦集團

的董事會獲得香

港董事學會嘉許，獲得 2021年

度上市公司傑出董事會獎，認

可該公司從家族企業思維方式，

轉變為一間以企業管治模式營

運並具透明度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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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鍾潔霞（70聯合經濟）

鍾校友從事人力資源管理

三十餘年，八十年代起業

餘學習繪畫，今年 9 月

鍾校友從三十年來的畫作

中，挑選八十餘幅結集成 

《鍾潔霞繪畫冊》，這些寫生記錄了三十年來香港的

景象，期望年長一輩得以回味往事，年青一代得以

窺視今昔變遷。

許玉麟（84聯合中文 / 
85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許校友所著的《大中史．小思

考》，以通史為脈絡，討論中國

歷史上各個階段對當時及後世均

有影響的歷史事件，探究形成今

日中國面貌的源由。

梁伯華（72聯合歷史）

梁校友新出版的學術著作《近代

中國外交巨變與中西交流》，內

容敘述及分析西力東漸對近代中

國所造成的一連串影響，包括在

外交關係與中西文化交流上的種

種巨大變化。

梁添（96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 
04研究院教育 / 13研究院教育

博士）

梁校友創作的《未來科學拯救

隊》故事系列，助學生改變對

科學的迷思，建構正確科學概

念。

喜事

呂卓穎（17伍宜孫法律 / 18研究院法學專業證書）

黎東發（17伍宜孫生化 / 21研究院生物化學哲學
博士）

呂校友與黎校友於今年 2月結婚，並特意於 9月回

到書院補拍婚紗照，於相識之地拍照留念。謹祝兩

人新婚快樂，白頭到老！

悼

葉龍
（57新亞哲教 / 69新亞歷史 / 81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葉校友於今年 9月 21日辭世，他為香港能仁書院前

院長，於中大讀書時，師從錢穆多年，歷任中學及

大專文史教師，著有多本中國歷史及哲學書籍。在

此謹代表中大同仁致哀！

薛偉華（09研究院基督教研究 / 20研究院中文）

薛校友去年以六十歲之齡獲中國

語言及文學文學碩士學位，並以院

長榮譽錄畢業。薛校友首次獲中文

文學獎至今剛好四十年，現將過去

多年來的作品蒐集成書，分別名為

《巧。純情》小說集和散文集，兩

書均以「情」為主要內容。

張栢淳（12研究院社工）

張校友負責的「WeCycle

單車導賞員及義工訓練計

劃」，早前出版兒童繪本

「勇氣，改變的門匙」，向

小朋友帶出正面的抗毒訊息，藉此建立無毒社區。

徐啟明（96研究院教育）

徐校友出版的新書《殘疾無常 

—一位視障者對生命的感悟》，

道出八歲起失明的個人經歷，如何

自強不息，以滿腔熱誠，為自己黑

暗的世界添上繽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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