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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近況

崇基學院

冼杞然（75社會）

冼校友去年將自己所寫的小說

《鄭和》改成粵劇搬上舞台，由

蓋鳴暉飾演鄭和，並已在沙田

大會堂演奏廳公演。

伍棟英（80哲學 / 
94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伍校友年屆退休之齡，卻沒有

像其他長者般學太極或八段錦，

反而與太太一起學跆拳道，並

已考獲黑帶二段資歷，他想將

哲學精神融入武術中，感受當

中境界。

陸尉俊（15音樂 / 16研究院音
樂 / 21研究院音樂博士）

陸校友為今年誼樂社作品徵集

得獎作曲家，並獲邀以大館為

靈感譜寫新曲，結果他用了兩

個月時間創作，新作《四時》

已於去年在大館舉行的「賽馬

會樂．憶古蹟音樂會」作全球

首演。

馬俊鴻（21工管）

馬校友憑藉 Dr. Body Scan勇奪

「2021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中的「學生創新獎」大獎，他

的產品打破傳統 X光的限制，

採用紅外線成像技術，只需 10

秒掃描就能為醫護人員與患者

提供脊柱的三維信息。

新亞書院

徐志宇（70藝術 / 06研究院比
較及公眾史學）

徐校友去年以

75 歲高齡，

獲無綫電視邀

請於 12月 19

日播出的《藝

文誌》節目中

介紹他的山水

雕塑，他亦於去年 10月初「典

亞藝博」的水墨會專題節目「向

丁衍庸致敬」中，撰寫《丁公造

藝》一文，並出任演講嘉賓。

徐沛之（03藝術）

徐校友師隨翟

仕堯教授及王

冬齡教授習書

法，更屢獲全

國書法大獎，

作品入選全國

及國際書法

展，獲香港當代藝術獎 2012「青

年藝術家獎」。早前為虎年而做

的揮春作品，分別於荃灣及元朗

商場展出。

周瑞 （83市場）

周校友今年 3月 1日起，出任香

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行政總裁。

王森（95藝術 / 15研究院藝術）

王校友為 Touch Ceramics策展

人及總監，熱愛陶藝的他早年到

日本學習「金繼」這種傳統陶瓷

修復技術，把破碎的心愛物修

復，重塑物品所盛載的情感、記

憶及意義。

張博文（14法學 / 
15研究院法學專業證書）

張校友為香港執業

事務律師，最近獲

政府透過「青年委

員自薦計劃」委

任為家庭議會委員，致力推動正

面、關愛及和諧的文化。

王賦源 （10工管）

王校友看準內地近年物業價格上

漲，對倉儲的需求不斷增加，因

而創立「金剛迷你倉」，將迷你

倉概念引入大灣區，短短 3年已

於廣深兩地開設 19間門店，並

計劃在更多城市開拓市場。

吳森雋 （11中文）

吳校友既是香港體育舞蹈代表，

也是藝術家，以往曾多次於國際

賽事中奪取佳績，他認為跳舞為

他的生命注入能量，正因自己對

舞蹈的熱愛，令他捱過不少艱難

時刻，而獲得今天的成功。

黃雅蓉 （18人類學）

黃校友兩年前開設女裝二手店

Retrovert，聘請模特兒穿上以營

造時尚文青風，希望在香港推

廣二手文化，另外更主動協助

年輕媽媽作就業培訓，期望從

而令她們學習店面銷售，他日

能重投社會。

黃嘉瀛 （13藝術）

擁有藝術家、策展人、評論人、

節目主持等多重身份的黃校友，

認為藝術路上仍在尋找方向，她

對自拍這回事很有興趣，作品也

時常以自己作為主題，並以此為

碩士論文的主題，希望可以從中

加深對自己的認識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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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垚靚（21生化）

蕭校友自小患有家族遺傳的失眠

症，入讀生物化學系就是希望透

過鑽研大腦神經迴路的運作，更

了解睡眠機制的奧秘，去年憑佳

績獲頒獎學金，得以赴英國牛津

大學修讀神經科學博士課程。

聯合書院

梁伯華（72歷史）

梁校友現擔任中

國科學院中國現

代化研究中心的

國際顧問，並擔任

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

計劃的國際評審，義務努力推

動中外學術與文化教育交流的

工作，扶掖後進。

劉雅章（74物理）

劉校友為中大地

理與資源管理學

系教授，於 2021

年 9 月 1 日獲頒

授榮休教授名銜，以表揚他多

年來為大學作出傑出的貢獻。

張宏毅（79會計）

張校友為聯合書

院校董兼校友會

榮譽顧問，獲政

府委任為上訴審

裁團（建築物）（香港成員名

單第 123章，《建築物條例》

第 45條）主席，任期三年，由

2021年 12月 1日起生效。

黃熾森（83企業管理）

黃校友為中大管

理學系教授，於

2021 年 9 月 1 日

獲頒授榮休教授

名銜，以表揚他多年來為大學

作出傑出的貢獻。

郭世民（97計算機科學）

郭校友為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

榮中學新任校長，他上任後訂

下多個學校發展計劃，將推動

人工智能及藝術發展，期望繼

續發掘學生的潛能，幫助他們

成長。

陳毅恆（81數學）

陳校友為中大統

計學系教授，並

在大學服務超過

二十年，早前於聯

合書院校董會第九十次會議及

周年聚餐中，獲書院頒發長期

服務獎。

魯庭暉（02新傳）

聯合書院於 2021

年 1 0 月 1 9 日

假邵逸夫堂舉行

「書院聚會」—

六十五周年院慶校友對談，邀

得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董事

兼總經理魯庭暉校友向 500位

現場同學談創作。

陳慧敏（90中文）

陳校友（右）與新傳系四年級

學生黃幗芙通過學長計劃認識，

早前獲書院邀請一同拍攝短片，

介紹書院近期的發展，也通過

鏡頭向世界各地的校友呈現校

園的新面貌。

林德基（03計算機工程學 / 14
研究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哲學

博士）

魏  星（14研究院計算機科學
與工程哲學博士）

刁  屹（15研究院計算機科學
與工程哲學博士）

三位校友早年創立奇捷科技，歷

經近十年研發後，成功透過電子

設計自動化（EDA），提升芯片

設計效率，去年更於中國創新創

業大賽全國總決賽中，成功晉級

全國 50強，並奪得大賽三等獎。

梁曉茵（07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藝名梁雨恩的香港歌手，大學畢

業便加入樂壇，曾獲叱咤樂壇生

力軍女歌手銅獎，6年前轉型為

全職飛鏢手，如今是兩屆軟性飛

鏢世界盃世界冠軍。

蔡頌思（15英文）

蔡校友為舞台劇演員，早前在

改編自百老匯經典《Barefoot in 

the Park》舞台喜劇《老公 ~你

好悶啊！》擔綱女主角。最近特

別考獲水下表演者牌照，拍攝

一輯美人魚照，同時向教練牌

照努力進發，希望能在本地推

廣人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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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偉業（06行政人員工管 /
11法律博士）

梁校友陪同女兒，香港劍擊兼職

運動員梁雅蕾遠赴烏茲別克參

加今年 2月 24日至 3月 3日的

" 2022亞洲青年劍擊錦標賽 "並

以驕人成績勇奪兩面金牌，成為

首位香港女子花劍運動員榮獲這

項殊榮。

党晓兵（18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哲學博士）

党校友研發出基於口腔檢查的

AI健康管理系統，結合西醫臨

床檢測及中醫的舌診，以人類

口腔內的微生物，預視身體健

康狀況，進行健康管理及疾病

篩查。

逸夫書院

陳狄龍（12化學 / 17研究院化
學）

陳校友現為澳門

政府公務員，他

於 2017年底回澳

門工作，隨即加

入中大澳門校友會，繼擔任第

二屆理事及第三屆副理事長後，

最近更獲選為第四屆理事長。

張懿松（10中醫學 / 14研究院
針灸學）

張校友為香港註冊中醫師，一直

推動中醫藥抗疫，最近以中大中

醫學院校友會會長身份，受邀

到香港電台《防疫速遞》介紹

「遙距診療中醫資料庫」，以及

香港中醫師遙距診療 Covid-19

確診者相關現況。

梁詩雅（21公共衞生）

梁校友於疫情期間與書院內外

全科醫學五年級同學梁澤然組

織學校探訪活動，一連兩日到

訪保良局雨川小學，為過百高

小學生舉行四場防疫教育活動，

教導他們認識正確洗手方法及

製作搓手液。

伍宜孫書院

李欣欣（14音樂）

李校友師承著名

施坦威鋼琴家吳

美樂博士，曾獲多

個獎項，最近更獲

得《聖三一國際音樂比賽》及

《加拿大國際音樂比賽》兩項國

際賽事的獎牌，成為唯一入選

決賽的香港選手。她近年亦醉

心古典室樂音樂，與朋友辦線

上音樂會，推廣室樂文化；另

於去年亦參與出版《音樂通天

下》一書，分享音樂成長歷程。

吳天朗（21分子生物技術）

吳校友去年獲蓋茨劍橋基金頒

發獎學金，將到英國劍橋大學

修讀藥物學博士課程，他小時

候因家人患癌過身，遂立志開

發對抗癌細胞及免疫系統病的

藥物，期望能為癌症治療和藥

物開發作出貢獻。

善衡書院

湯芷穎（15心理學）

世界排名 54的

湯校友為壁球

港將，去年 12

月於巴基斯坦

舉行的亞洲賽

女單決賽，擊敗馬來西亞對手

亞諾維，首度成為亞洲冠軍。

容蔡美碧（98行政人員工管）

蔡校友去年於首

屆「香港傑出活齡

女性」選舉中獲選

為得獎者，她是社

企民間高峰會籌備委員會主席，

淡出商界後創辦「黃金時代基

金會」，服務退休人士，同時

也是多間社企的顧問、作家及

電台節目主持人。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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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賴俊傑（66新亞經濟 / 71教育學
院教育文憑）

賴校友第五本新作《松陽隨筆四》

內容廣泛，結集詩文藝哲、經史典

故及軼聞傳說，更將眾多讀者留言

載於篇首與篇末。

李芸輝（04崇基英文）

李校友畢業後攻讀國際關係，現為都

大助理教授及全球與中國研究課程

主任。新書總結並開拓中國國際關係

理論創新、全球治理、國際法、思想

史及跨文明對話等重要課題，探索世

界政治知識創造改革的可能性。

悼

古兆申（67聯合中文 / 69研究院中文）

香港詩人古校友為前《明報月刊》總編，於 2022年

1月 11日離世，享年 77歲。他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學

士、文學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

院名譽講師，活躍於兩岸三地文壇，並以藍山居、古

蒼梧、顧耳等筆名在兩岸三地報刊雜誌發表創作及文

藝評論。謹向古校友家人致以最深切慰問。

張榮泰（84聯合生化 / 86研究院生化）

張校友於 2021年 11月 21日辭世，他生前為中大醫

學院生物醫學學院副教授，於 1992年重返中大，在

前生物化學系和生物醫學學院服務 29年，並自 2010

年起擔任聯合書院膳堂管理委員會委員。在此謹代表

中大同仁致哀！

范詠誼（96新亞中文 / 98教育學院教育學學士後文
憑 / 03研究院教育 / 05研究院中文）

楊映輝（98教育學院教育學學士後文憑 / 01研究院
教育）

范校友與范永聰及楊校友合著《我們都是這樣在屋邨

長大的》，最近於香港教育城主辦第十七屆十本好讀

「教師推薦好讀（中學組）」組別中獲得第一名，同時

在「中學生最愛書籍」組別中獲得第十名。三位作者

新作《致我們的中學時光》以中學時光為主題，述說

從初中至預科，校園

內外的片段，每章附

有「00後眼中的中

學時光」─從現在

的學生眼中看出兩代

中學生活與情懷。

禤駿遠（16研究院比較及公眾史學）

熱愛中國文化的禤校友從事生物

科技和醫療產業的研發，新書

《The Rising Sons: China's Imperial 

Succession & the Art of War》以九

個代表性案例探討中國歷代帝位繼

承問題，旁及中國哲學和企業管理

的討論。

地區 / 界別 姓名
九龍東 鄧家彪（01新亞社會學 / 10研究院社工）
九龍中 楊永杰（06新亞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新界北 劉國勳（10研究院社會學）
新界東北 陳克勤（97逸夫政政 / 
   03研究院法律與公共事務）
醫療衞生界 林哲玄（91新亞內外全科醫學）
工程界 盧偉國（84研究院工管）
勞工界 梁子穎（99教育學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 
   21研究院教育）
旅遊界 姚柏良（97逸夫體育及運動科學 / 
   03教育學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 
   06研究院教育）
選舉委員會界別 黃　國（03研究院中國政治）
 鄧　飛（98崇基政政）
 林智遠（01研究院財務學）
 周文港（06教育學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李浩然（04研究院政政）
 孫　東（97研究院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
     哲學博士）
 林順潮（03研究院醫學）
 梁美芬（87聯合政政）
 麥美娟（93新亞英文）
 黃元山（10研究院基督教研究）
 林振昇（03聯合歷史）

19位校友獲選立法會議員
去年立法會選舉中，以下校友獲選為立法會議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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