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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大校友日

開幕禮暨「中大校友傳承基金」捐款致贈儀式 
今屆「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多月來努力為

「中大校友傳承基金」籌款；並於 11月推出非常創新之

中大首個地標圖像 NFT「非同質化代幣」網上賣物籌款，

得到一眾熱心中大人慷慨競投，三日內籌得近 80萬港

元，連同其他熱心校友捐款，本年度籌得款項合共 134萬 

港元，為歷年第二佳績。9位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委員

來到開幕禮現場向校方致贈支票。感謝歷年籌款委員會

及一眾捐款者大力支持，「中大校友傳承基金」自 2014

年成立以來已累積籌得超過 1,000萬港元，主要用作支

持年青校友創業及就業方面之發展。

2021中大校友日

▲  當日一眾歷屆「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召集人親
臨校友日開幕禮現場見證「中大校友傳承基金」突破 1,000萬
之歷史時刻。

歡迎詞 ▲   校長段崇智教授致詞，
歡迎海內外校友線上參

與一年一度中大盛事，

為校友日揭開序幕。

鋼琴王子陳雋 校友一家齊奏《中大志》

▲  鋼琴王子陳雋鶱校友（03崇基音樂）帶同太太陳曦蓓校友（04
崇基工管）及兩位千金陳韻希、陳樂希小朋友於開幕禮以玩具

琴、大提琴、長笛和三角琴，一同演奏中大校友日主題曲《中

大志》，場面溫馨。

大會司儀

近四千海內外校友線上熱情參與     心繫中大

▲  （左起）溫慶峰（15
逸夫工管）、盧蓁宜

（19崇基心理學）、
蘇嘉欣（14新亞生
物醫學工程學）、

林書平（15逸夫工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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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校友線上跑— 
走遍世界 心繫中大」 
「全球校友線上跑」是

2021 年「中大校友日」

的焦點活動，來自世界

各地 18 個城市、超過

1,000名校友每位皆完成

3公里或以上的成績，亦

有超過 40個各地校友會

組成小隊互相支持鼓勵，

使整個「全球校友線上

跑」活動走遍世界超過

5,000公里！校長、大學

主管人員、書院院長及

海內外校友組織會長及

代表，一同為參與「全

球校友線上跑」活動的校友打氣，參與影片拍攝，冀

望全球中大校友透過參與此活動，在疫情下鍛鍊個人體

魄，心連心戰勝疫情，為全球中大校友加油、向社會發

放正能量！校友日開幕禮上首播令海內外校友引頸以待

之「全球校友線上跑」影片。

近四千海內外校友線上熱情參與     心繫中大

書院校園遊

今年校友事務處特別聯同

九所書院一同呈獻「中大

校園遊」，向大家展示一

眾書院的最新發展。

中大校園遊

「山。城。遊蹤」

校友事務處特別邀請張力行校友（16伍宜孫法律 / 17研

究院法學專業證書）、郭希校友（16崇基工管）、劉嘉敏 

校友（20新亞全球研究）及湯富兒校友（20聯合法律 / 

21研究院法學專業證書）參與「山。城。遊蹤」拍攝，

在短片中分別以步行及自駕形式帶領各位校友遊覽中大

校園，讓久別中大的校友認識校園的最新發展及面貌。

▲  張力行校友（左）及劉嘉敏
校友（右）。

▲  郭希校友（左）及湯富兒校友
（右）。

中大廚房 
由中大商學院 The Stage及 Gastronomy Club餐廳主廚

示範製作免焗版中大名物檸檬批，並請來連小喬校友（20

新亞政治與行政學）及劉嘉敏校友（20新亞全球研究）

跟隨食譜自行製作，互相砌磋廚藝，示範在家也能炮製

校園美食。

▲  連小喬校友（左）及劉嘉敏校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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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捐贈銘謝牌匾揭幕典禮 
大學在 2003年慶祝創校四十周年時，將

校園本部大學泳池西側草坪，闢作「校友

園」，並於園內豎立校友捐贈銘謝牌匾。

今年校友日特別舉辦新一輪「校友捐贈

銘謝牌匾揭幕典禮」，以答謝在 2015至

2019年期間慨捐港幣五萬元或以上的校

友捐款人，對母校的支持。當日揭幕之 5

塊銘謝牌匾，刻有近 500個捐款校友芳

名，捐款總額近 1億 7,000萬港元。

中大入學分享—與校友家長對談 「中大創新．改變世界」—
中大頂尖科研大解構

▲   校長段崇智教授特意向出席當日活動的兩位
《中大志》創作人曾奕文校友（14研究院歷史
哲學博士）及曹朗校友（08研究院法律博士 / 
09研究院法學專業證書 / 14研究院音樂）送贈
大學圖書館積木以表謝意。

▲  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王家徹教授（中）介紹中大最新入學資訊
及收生成績，而四位校友家長包括張藹頌（98聯合工管）（左一）、
朱暖暉校友（91新亞工管）（左二）、黃麗芳校友（98崇基社會
學 /06研究院社會學）（右二）及馮淑貞校友（96逸夫工管）（右
一）向王教授發問，從對談當中了解更多中大最新課程及優勢。

▲  校友日當日播出 4條與中大創新科研有關之短片 - 「無創產檢和
液體活檢」、「肺癌精準治療」、「網絡編碼」和「大豆基因

組研究」，讓眾校友得知中大研究為世界帶來革命性改變，分

享研究成果。

▲   是次典禮邀得陳禛彌校友
（06新亞中國語言及文學 
/ 07研究院新聞學）擔任
司儀。

▲   一眾校友捐款人聚首一堂見證牌匾揭幕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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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的創辦人，通過 NFT技術賦予藝術品數碼擁有權

來為藝術品進行認證；周駿軒表示，「這次活動將一幅

由若干中大校園照片合組而成、具有中大代表性之拼貼

地標主圖像，分拆成帶有編號 001-100共 100等份之圖

格，成為不可取代、不可分割而獨一無二的 NFT。每一

個 NFT就好像藝術品的數碼證書，記錄了藝術品的資料

和交易記錄。成功認購後將會獲得這個 NFT亦即數碼藝

術品的擁有權，而這個擁有權會記錄在區塊鏈上。」

至於今次項目最大的意義，莊麗怡校友表示，「首先是

可以做善事，能夠幫助中文大學籌款回饋母校。第二個

意義是希望藉此機會將 NFT更加普及化，令中大校友們

和普羅大眾都可以接觸到 NFT，從而加深對這種新技術

的認識，了解 NFT的各種可能性。」

健康講座 
校友會聯會協辦共兩場講座。第一

場由體育學院精英訓練科技助理

總監李致和校友（99逸夫體育運

動科學 / 13研究院教育 / 19研究

院教育哲學博士）分享「如何培養

小朋友成為精英運動員」，而第

二場由中醫學院講師蔡昕宏校友

（08新亞中醫學 / 10研究院中醫學）

於講座上分享簡單「中醫推拿手

法」，示範如何緩解痛症。

NFT籌款的幕後故事
今年「2021中大校友日畢業紀念班籌款委員會」追上潮

流，首次以 NFT（非同質化代幣）作網上籌款，成功於

三日內為「中大校友傳承基金」籌得近 80萬港元。籌款

委員會成員之一的潘宏烽（06崇基風險管理科學）是最

初建議籌款委員會以 NFT來進行籌款的校友，他表示，

「中大向來走在科技創新的尖端，今次籌款之餘，校友有

機會擁有獨一無二的中大 NFT藝術品，同時接觸這項嶄

新科技，可說是一舉數得。」

是次 NFT為一幅由若干幅校園照片合組而成、具有中大

代表性之拼貼地標主圖像，分拆成帶有編號 001至 100

共一百等份之圖格，以供認購。潘校友指出他的靈感源

自崇基學院最近的馬賽克牆籌款模式，將實體拼圖化為

虛擬拼圖，亦能保留其眾志成城的意義。「至於命名為

『百萬豐彩』的念頭，既源於『百萬大道』，又有中大

人團結齊心有好風采之寓意，透過虛擬藝術品形式表達

出中大的建築特色和人文精神，更增加此 NFT的收藏價

值。」

不過要將圖像轉

化為 NFT 格式，

背後要靠技術人

員幫忙，潘宏烽

因此找來莊麗怡

（05逸夫分子生物

技術學）與她的

丈夫周駿軒幫忙，

周氏夫婦是本地

藝術品認證平台

「2021中大校友日」
節目重溫

▲  「如何培養小朋友成為精英運
動員」講座邀得伍家謙（08
研究院新聞學）（左）擔任

主持，由李致和校友主講。

▲  「中醫推拿手法」講座
由中醫校友會會長（右）

擔任主持，由蔡昕宏校

友示範推拿手法。

「中大校友日」
YouTube播放清單

校友事務處
微信公眾號

「中大校園遊」
書院介紹短片

「中大校友日」
主題曲《中大志》

▲   （左起）莊麗怡、
周駿軒及潘宏烽細

說 NFT籌款發起之
緣由。

▲  作品名為「百萬豐彩」（Million Colors 
of CUHK），有百萬大道豐富色彩之意，
而「百」亦可指一百份，合併起來才見

到全貌，亦有中大人應當團結之意；「豐

彩」諧音「風采」，寓意中大人團結齊

心，展現好風采。

▲  段崇智校長在副校長陳德章教授陪同下接收由畢業紀念班籌款
委員會委員致送予母校之 134萬港元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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