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外校友組織及網絡消息

8月
02

網上迎新會

01

校友會
英國

參觀 海外校友會（北加州）

9月
05

特製口罩 碩工士商校管友理會

03

友誼賽

數學系
校友會

04

慢跑

聯合書院大紐約
校友會

01. | 海外校友會（北加州）到 Jack London Historic Park 參觀作家
之莊園及博物館。（8 月 7 日）
02. | 英國校友會舉辦網上迎新會，向剛來英國的校友們介紹校友
會，及安排專題分組對話，幫助校友適應新生活。活動反應
熱烈，有近 60 組校友及家庭出席。其後校友會組織了 Buddy
Programme，有近 90 名各行各業、不同資歷的校友參與。
（8 月 21 日）
03. | 數學系校友會舉辦橋牌友誼賽，各校友歡聚一堂，回到青春
校園時。（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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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錄影 卡城校友會

跑步短片

04. | 為響應校友事務處舉辦的「全球校友線上跑」，新州校友
楊祖恩（69 工管）及紐約皇后區梁鵲雁（74 工管）各在家
居附近慢跑，身體力行支持參與。（9 月 22 日）
05. | 為慶祝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成立 55 周年，工商管理碩士校友
會得到羅富昌校友（72 研究院工管）慷慨贊助，製作 CUHK
MBA 口罩，並捐贈給中大前線保安人員、商學院教職員和
MBA 學生。會長李漢祥（95 研究院工管）聯同羅富昌校友
及校友會幹事一同出席由段崇智校長主持之口罩捐贈儀式。
（9 月 24 日）

07

燒烤野餐 校南友加州中大
會

08

拍攝短片 台灣校友會

10 月
09

秋季燒烤 上海校友會

10

秋楓遠足

新亞書院安省
校友會

06. | 由會長黃耀基（74 聯合物理）帶領五位校友在卡城三個景點
錄製跑步錄像，支持校友事務處舉行的「全球校友線上跑」。
（9 月 25 日）
07. | 南 加 州 中 大 校 友 會 舉 行 了 燒 烤 野 餐 午 餐， 慶 祝 中 秋 節。
（9 月 25 日）
08. | 台灣校友會為響應 2021 中大校友日「全球校友線上跑」活動，
特於台北著名景點拍攝相關短片。（9 月 30 日）
09. | 上海校友會和商學院上海校友會一起舉辦各類型活動以加強
校友之間的聯繫，包括早前舉行的秋季燒烤活動。歡迎在滬

11

聯合書院安省
會員大會 校友
會

或來滬校友加入校友會微信公眾號（CUHK 上海校友會）。
（10 月 16 日）
10. | 新亞書院安省校友會舉辦秋楓遠足，疫情下有 30 人參加，包
括多位新近移居多倫多的年青校友，一起欣賞秋末的山林景
致，遠足後一起飲茶，度過愉快的一天。（10 月 23 日）
11. | 聯合書院安省校友會於新冠疫情封城超過年半後，終能召開
會員大會，當晚計有會員及嘉賓共 33 人出席會員大會。今年
適逢中大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特於會員大會晚宴上準
備六磅大蛋糕，以示慶賀。（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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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歡迎新校友

中大安省
校友會

13

四十周年會慶

安省崇基
校友會

14

15

迎新午宴 校聯友合會書院

16

開心畢業禮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碩士課程校友會

12. | 一群經年旅居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校友，為了發揮互助互勉，維
繫情誼的中大人精神，協助初抵安省校友能更自如地融入加國
生活，在疫情仍然陰霾籠罩的當下，舉辦了「安省中大人歡迎
新校友—網上聚會」。如果校友有意來安省一闖，歡迎聯絡
安省各個校友會（中大：cuhk.aa.ontario@gmail.com/ 崇基：
ontariochungchi@gmail.com/ 新亞：nacaao@gmail.com/ 聯合：
sammaslau@rogers.com）。（11 月 3 日）
13. | 為慶祝安省崇基校友會成立四十周年，早前在網上舉行聯歡
晚會，當年成立校友會的吳瑞卿（75 歷史）及張越華（75 社
會）也有出席，為校友細說淵源。（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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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系
職場講座 校友
會

17

校友重聚 崇19基80商/ 學81院

14. | 由聯合書院與書院校友會合辦的岑才生學長計劃 —20212022 張宏毅學年的迎新午宴早前假九龍旺角帝京酒店舉行，
當日出席的嘉賓、校友和同學逾二百人。（11 月 20 日）
15. | 統計學系校友會舉辦線上線下職場講座，邀得來自不同領域
行業的四位校友分享。（11 月 23 日）
16. |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校友會以及慈善團體「跑去你屋
企」在新亞書院舉行「開心畢業禮」，為數十位長者穿上畢
業袍，拍攝醒目畢業照。（11 月 27 日）
17. | 崇基 1980/81 年商學院畢業同學聚會。（8 月 12 日）

新亞書院校友會
理事會（2021-2023）
成員名單

幹事換屆

會長
副會長

：王翠虹（95 日文）
：武鈞亮（00 電子工程學）
：黃瑞麒（99 工商管理）
：姚濬康（00 計算機科學）
秘書
：張冠雄（99 哲學）
副秘書 ：麥皚思（06 內外全科
醫學）
財務
：尹紹基（80 會計）
理事
：葉永生（72 動物學）
：黎淑德（81 歷史）
：黎子豪（99 工商管理）
：唐挺堅（99 中文）
：任俊彥（02 內外全科醫學）
：徐沛之（03 藝術）
：張梓輝（14 體育運動科學）
：林昱志（17 政治與行政學）

廣州校友會
2021 理事會成員名單

創業校友會
2021 成員名單
會長
副會長
秘書
司庫

：梁靜雯（04 崇基訊息工程學）
：黃德琪（11 聯合翻譯）
：溫仲謙（08 崇基統計學）
學）
：何怡欣（04 逸夫食品及營養科
學）
工程
訊息
：李嘉明（05 逸夫

：李學全 （78 崇基歷史）
會長
副會長（外務）： 华章 （16 研究院工商管理）
：阮瑜琳 （11 研究院企業傳播）
協同理事
：黃恩霖 （19 研究院國際經濟法）
理事
：陸泳怡 （10 研究院企業傳播）
理事
副會長（學術）：魏鵬 （07 研究院自動化與計算機
輔助工程學哲學博士）
：王軍 （15 研究院外科哲學博士）
協同理事
：魏莹 （07 研究院系統工程與工程
理事
管理學哲學博士）
：焦睿 （10 研究院生物化學哲學博士）
理事
副會長（內務）：彭麗文 （21 研究院藥劑學）
：吳東澤 （19 研究院內科科學哲學博士）
協同理事
：陶思璇 （13 研究院可持續旅遊）
理事
：唐芳 ［17 中大（深圳）逸夫翻譯（碩士）］
理事
：鄭書劍 （12 研究院高級環境規劃技術）
秘書長
：唐元浩 （13 研究院可持續旅遊）
財務

香港中文大學廣州校友會

成立大會
廣州校友會在 9 月 21 日於廣州天河區希爾頓酒店舉行

日大學副校長陳偉儀教授錄製了視頻祝賀講話，在現場

成立大會及第一屆會員大會，接近 120 位會員出席，當

播放，然後國家高級癌症外科專家黃剛教授則主持「健
康生活、遠離癌症」的精彩演講。
大會聽取了籌委會的工作報告、創
會及永久會員證書設計理念的介紹，
以及校友會「關愛、聯繫、發揮與
回饋」三大宗旨的闡釋後，全票通
過了校友會的章程，並選舉出廣州
校友會首屆理事會十五位成員。

▲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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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友手攜手 粵港澳砥礪前行
香港中文大學粵港澳大灣區
校友會正式成立
香港中文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校友會（灣區校友會）成立

區發展及推動交流，團結區內不同年齡及界別的校友，

典禮於 2021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5 時 30 分，

凝聚力量，亦可加強校友與學生間的互動和交流，彰顯

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及深圳灣萬宜酒

中大的傳承精神。

店，線上線下兩地同步舉行。香港特
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校友、中
大校長段崇智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阮健驄副校長分別於兩地出席活
動，與該會創會會長郭碧蓮校友（75
崇基經濟）一同主禮，恭賀第一屆理
事就職。灣區校友會是首個以香港為
基地、以整個大灣區為活動區域的校
友組織，協助促進師生校友認識大灣

▲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右六）及校長段崇智教授（中）與一眾創會理事及顧問合照。

AAO YouTube 頻道

中大校友事務處 YouTube 頻道 影片播放清單推介
中大校友事務處 YouTube 頻道（aaocuhk）設有多條影片播放清單，以便校友一氣呵成觀看不同影片
系列。今期推介兩個備受校友歡迎的影片系列，包括「友佢話事．300 秒說……」及「校園街訪」系列。

友佢話事．300 秒說……
「友佢話事．300 秒說……」系列邀請中大校友自由發揮，於限時 300 秒內把智慧濃縮，分享知識及人生經驗。最新集數
的校友嘉賓包括 YouTuber 西 DorSi 校友（10 新亞計算機科學）、前主播張寶華校友（95 新亞新聞及傳播）及唱作女歌手
梁嘉茵（Serrini）校友（13 崇基英文），他們分別就拍攝短片、閱讀及男女社交禮儀分享見解。

「友佢話事．
300 秒說……」

校園街訪
「校園街訪」系列就不同校園生活相關的主題訪問中大學生，以勾起校友對校園生活的回憶。最新三段影片分別以中大學生
的隨身物品、體育課堂體驗及宵夜習慣為主題。

「校園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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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訂閱中大校友事務處 YouTube 頻道 (aaocuhk) ！更多精彩影片陸續放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