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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校友組織及網絡消息

01. |  9位來自美國及加拿大的中大校友代表接受中大傳訊及公關
處處長張宏艷邀請，出席線上「焦點小組討論」，其中兩位

是聯合書院美東校友。中大將於 2023年慶祝成立六十周年，
期望與各持份者攜手協力，探索如何提升中大在本地及國際

上的形象和全球聲譽。（8月 24日）

02. |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舉行了「美國求職系列—投身教育界」

網上講座，共有 17人參加。（10月 9日）

03. |  疫情關係，澳洲校友會會員大會以視像形式舉行，出席會員
約 30人，並隨即選出新一屆幹事會。選舉完畢後舉行了提
問和分享時間，並歡迎新會員加入。（10月 23日）

04. |  近 50名廣州校友親朋齊聚，穿越越秀公園、花果山公園、
雕塑公園直達麓湖水濱，在廣州綠道舉行第一次大型徒步活

動。到達終點後，校友會特意安排了無人機為全體人員用航

拍留念。（10月 24日）

網上講座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

02

會員大會 澳洲校友會

03

徒步活動 廣州校友會

04

座談會 美東校友會聯會

01

10月較早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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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點心茶聚 南加州中大
校友會

05. |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舉行每月點心茶聚。（11月 3日）

06. |  價值教育文學碩士校友會 2021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暨第一屆
校友幹事會選舉已完滿舉行。（11月 16日）

07. |  數學系校友會順利舉辦梧桐寨遠足活動，欣賞郊外迷人景
致。（11月 20日）

08. |  廣州校友會舉行第一次博文論壇，探討元宇宙背景下的企業
數位化轉型，吸引約 40位校友參與。（11月 21日）

09. |  海外校友會（北加州）40 周年會慶晚宴，期間有音樂表
演、會史問答及抽獎等節目助慶，參與者並有紀念品留念。

（11月 27日）

博文論壇 廣州校友會

08

11月

會員大會
價值教育文學
碩士校友會

06

07

遠足 數學系校友會

09

會慶晚宴 海外校友會
（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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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祝賀 台灣校友會

10. |  旅居檀香山校友數人與新會員楊斌 (左一 )（21研究院機械
與自動化工程哲學博士）會面並晚膳。（12月 1日）

11. |  由校友校長會主辦及教育學院協辦於信和樓李冠春堂舉行的
「2021中小幼課程經驗分享會」，大會主題是「德育、公民
及國民教育：價值教育新趨勢」，邀得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

任（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譚家強博士、中大謝均才教授，

以及來自中小學和幼稚園的校長作為嘉賓講者。（12月 6日）

12. |  澳洲維省校友會於 Ruffey Lake Park舉行 BBQ聚會慶祝聖
誕。（12月 11日）

13. |  崇基學院校友會聯同「2021崇基校友尋夢計劃」得獎者「初
壹．義衫」籌辦小型環保聖誕派對，介紹「初壹．義衫」成

立理念，更有主題遊戲、特色聖誕服裝獎比賽和大抽獎環

節，在崇基學院校友室歡度了綠色聖誕夜。（12月 11日）

14. |  台灣校友會前會長岑在增醫師（10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
理）的眼科診所喬遷之喜，眾校友齊聚一堂表達祝賀之意。

（12月 12日）

聖誕派對 崇基學院
校友會

13
12

BBQ 澳洲維省校友會

分享會 校友校長會

1110

會面 夏威夷校友會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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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內地生校友會換屆籌備組召開換屆選舉會議，由候選秘書長
楊牧天（14逸夫歷史）主持。全體參會人員審議並投票選舉
產生第五屆理事會，換屆選舉工作順利完成。（12月 19日）

16. |  聯合書院校友會於網上舉行 「送牛迎虎賀新歲—2022壬寅
虎年運勢預測」，由校友會榮譽會長殷巧兒及會長李國忠代

表校友會向各位校友致送祝福。隨後資深通勝編撰人蔡興華

女士為校友主講「2022壬寅虎年運勢預測」，更有幸運大抽
獎環節。（1月 22日）

17. |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舉辦春茗活動（2月 19日）

18. |  超過 100名遍佈全球的文化管理碩士課程師生校友通過互聯
網共同慶賀課程成立 20周年，來自新加坡、紐約、上海、
廣州、香港等地校友嘉賓，分享課程在過去 20年對香港本
地乃至其他地區的文化發展產生的影響。（2月 20日）

1 月
16

運勢預測
聯合書院
校友會

春茗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

17

慶賀 文化管理碩士課程校友會

18

選舉會議 內地生校友會

15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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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永良（11比較及公眾史學）
副會長 ：李漢祥（95工商管理）
 ：黃萬成（06社會服務管理）
 ：黃耀華（08工商管理）
 ：梁思韻（18教育）
 ：黎子武（01工商管理）
 ：張絲蕊（15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

研究院舊生會名單

幹事換屆
會長 ：楊至鏗（14）

副會長（慈善）及義務秘書 ：徐靄姸（20）

副會長（學生聯繫） ：高家欣（12）

副會長（學長計劃） ：李漢祥（95）

副會長（康樂） ：李歷凡（11）

副會長（慈善） ：廖珮而（15）

副會長（康樂） ：羅敏儀（18）

副會長（慈善） ：潘智豪（18）

副會長（學生事務）及義務司庫 ：辛秉章（06逸夫）

副會長（康樂及會員福利） ：黃耀華（08）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
2022-2023年度幹事會名單

會長 ：余敏伶（19）
副會長 ：張惠敏（19）
財政 ：錢韻儀（11）
秘書 ：麥梅芳（19）

價值教育文學碩士校友會 第一屆（2022-2023）
幹事會名單

會長 ：翟 驚（18）
副會長 ：岑偉標（19）
秘書 ：常玉萍（19）
財政 ：張美君（21）
幹事 ：蕭敏玲（19）
 ：洪嘉敏（18）
 ：李鈞華（07）
 ：劉鴻輝（13）

宗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校友會 
第五屆幹事會名單

會長 
：陳 曦（14逸夫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

副會長（外聯事務） ：程浩亮（10崇基工商管理）
副會長（內地事務） ：張開元（15新亞經濟學）
副會長（校方事務） ：姚一帆（18崇基工商管理）
秘書長 

：楊牧天（14逸夫歷史）財務 
：楊 婉（13逸夫專業會計學）

媒體營運 
：韓 哲（12逸夫工商管理）

內地生校友會
2022幹事會名單會長 ：何國強（91聯合）

副會長 ：梁廣才（79崇基）

副會長 ：紀緯紋（02崇基）

財政 ：蔡永玲（92聯合）

秘書 ：邵潔怡（98聯合）

幹事 ：李雪萍（92逸夫）

 ：李慧瑩（94崇基）

 ：布珈瑋（13聯合）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校友會

2021-2023幹事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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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主席 ：吳德堅（04崇基經濟）
副主席 ：林 松（99研究院預防醫學）  黃樂宜（05研究院電腦輔助翻譯）  尹一橋（14研究院教育）
  盧偉成（83崇基國際企業）  陳錫僑（69新亞動物學）
  禢駿遠（16研究院比較及公眾史學）  莫麗明（86研究院傳播）
  劉宇明（97聯合工管）
秘書長 ：梁潔文（09逸夫工管）
  顧銘恆（13逸夫工管）
理事長 ：陳狄龍（12逸夫化學）
副理事長 ：馬文俊（12新亞心理學）
司庫 ：劉奕彤（10崇基日本研究）
秘書 ：辛孟曦（10新亞新聞與傳播學）理事 ：楊文婷（10崇基工管）
  李美芳（13聯合心理學）
  陸穎君（13逸夫公共衞生）

澳門校友會
2021年度理事會成員名單

會長 ：鄧永蘇（87崇基地理） （後排左三）

副會長 ：黃子豪 （後排左五）

秘書 ：梁嬡玲（82聯合企業管理）（前排左三）

財政 ：梁嘉敏（95新亞工管） （前排左五）

康樂幹事 ：陸汝川（74崇基物理） （後排左一）

 ：呂國珍（75新亞生物） （前排左四）

會籍幹事 ：林錫濤（79聯合社會學） （後排左二）

網頁管理 ：李就勝（83聯合社會學） （後排左四）

網頁助理 ：張畫玲（78新亞社會學） （前排左一）

出版幹事 ：譚少琴（80新亞社會學） （前排左二）

澳洲校友會 
2021-2022幹事會名單

校友獲殊榮

由香港紅十字會與香港電台合辦的「2021香港人道年獎」

揭曉得獎名單，六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得獎者中，有四位

是中大校友：謝美兒（96崇基社工 / 06研究院家庭輔導

及家庭教育）是「小 BB安息關注組」創辦人，多年來

致力向政府爭取撥地給流產胎下葬或撒骨灰，倡議改善

流產胎安置和火化等事宜。洪磯正（04逸夫內外全科醫

學 / 09研究院公共衞生）既是急症科醫生，亦是香港紅

十字會境外志願人道工作義工，曾多次到災區參與救援，

2011年起積極投入有關備災和公共衞生的研究和教育工

作。陳詩瓏（07逸夫內外全科醫學）於 2014年加入無

國界醫生，多次遠赴受戰亂影響地區，為有需要人士提

供救援。李衍蒨（13研究院人類學）是法醫人類學家，

多次出訪到戰亂或天災的地區，協助處理在亂葬崗、萬

人塚中尋找無人認領的骸骨。

四位校友獲頒 2021香港人道年獎

▲ 謝美兒

▲ 陳詩瓏

▲ 洪磯正

▲ 李衍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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