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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

陳細明（83經濟）

政府早前宣布委任陳校友為香港

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的新董事，

任期由 2022年 4月 1日至 2024

年 3月 31日，並接替林家禮博

士出任董事局主席。新任董事局

中更有多名校友，包括梁建文

（78聯合電子）、凌嘉勤（80崇

基地理）、楊全盛（99崇基計

算機科學 / 05研究院電子商務

管理 / 09研究院工管）、伍志強

（03研究院行政工管 / 12研究院

比較及公眾史學）、黃慧敏（07

研究院行政工管 / 11研究院哲

學）、陳嘉賢（09研究院市場學）

及劉國勳（10研究院社會學）。

馮丹媚（89社工 / 17研究院行
政工管）

陳嘉賢（09研究院市場學）

行政長官再度委任馮校友及陳校

友為通訊局成員，任期由 2022

年 4月日至 2024年 3月，為期

兩年。馮校友為香港世界宣明會

總幹事，而陳校友則為德國寶

（香港）有限公司副總裁及執行

董事。

列志佳（93數學 / 94教育學院
教育文憑 / 99研究院教育）

現為西貢坑口區鄭植之中學校長

的列校友，求學時期遇上眾多恩

師，也因家庭對自己的影響，三

姊弟長大成人後紛紛投身教育

界，書香滿門。

陳浩然（98音樂）

陳校友是知名流行曲監製，曾為

鍾鎮濤、鄭秀文、郭富城、許志

安等人編曲及監製，近年更成

為Mirror多位成員的監製，今年

ViuTV頒獎禮中，十大歌曲的首

4位，陳校友均有份聯合監製。

蔡梓銘（14中醫學）

蔡校友是註冊中醫，開設醫館已

有八年時間，最近擔任全新健康

節目《星星講醫 D》的主持，從

中醫角度，一連五集探討新冠肺

炎康復者如何調理身體，以及疫

情下情緒處理的方法。

張繼沛（77中國文學 / 80教育
學院教育文憑）

張校友早年

移居澳洲，

於 2002 年

創立澳洲太

極 藝 文 協

會，以「推

廣太極、養志強身、弘揚文化、

交流學術」為宗旨，發揚中國文

化。今年正值創會 20周年，特

輯成《藹雲樓三書》以為紀念。

黃進曦（08藝術）

黃校友為本地藝術家，最近創作

了一系列香港郊野藝術作品，展

現麥里浩徑的自然風光；早前部

分作品透過社交媒體呈現，並由

黃校友直播導賞，模擬一場「網

上行山」之旅。

伍燕儀（90工管）

花旗集團宣布，委

任伍校友為環球財

富管理業務亞太區

主管，原為花旗集

團香港及澳門區行政總裁的她，

在新職位下會繼續駐香港，負責

管理花旗在香港及新加坡的財富

管理、零售銀行、信用卡及私人

貸款業務。

新亞書院

楊定邦（97數學）

楊校友離開了 23

年的中學教學生

涯，於 2019年創

立君培資優教育。

著有《全方位文憑應試系列：

數學應試萬用模擬試卷 (必修部

分 )》及《給資優學童家長的七

個錦囊》，並多次接受媒體報章

採訪有關資優兒童的學與教；現

為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主席及

澳門教青局及澳門科技大學資優

教育教師培訓課程導師。

李漢祥（93工管 / 95研究院工管）

李校友獲特區政府

委任為香港教育大

學校董會成員，由

2022 年 5 月 1 日

起，為期三年。這是李校友繼香

港公開大學（現名香港都會大

學）、香港城市大學及嶺南大學

後，第四次擔任香港的大學校董

會成員。

龔翊豪（06建築學 / 10研究院
建築）

龔校友成為 2021年度 A&D 40 

Under 40獲獎者之一，該獎項表

揚 40位在建築、室內和產品設計

領域表現出

色和具有專

業成就的年

輕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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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詩雅（19藝術）

身為香港版畫藝術家的洪校友，

最近以「夢囈之月」為名，展出

17張版畫作品，透過反覆的雕

刻表現精細線條，作品多以動物

為主，借動物來描繪她對愛的詮

釋及希冀。

鄧耀鏗（91內外全科醫學）

原任醫管局新界西

聯網總監及屯門醫

院行政總監的鄧校

友，6月 1日調任

聯網服務總監。

成靜雯（00工管）

成校友 5月初加入恒生銀行，出

任市場推廣總監。加入恒生前，

她在花旗銀行（香港）擔任數碼

營銷及市務部主管，並曾於多家

跨國企業和廣告公司的銷售、市

場推廣和品牌管理方面，擔任不

同的管理職務。

聯合書院

麥漢楷（63中文 / 67中文）

明年為中大 60周年，麥校友特

別撰寫了一首七言詩誌慶：

香港香港天下重 
港人傑出享譽豐 
中庸卓越心在抱 
文化大學育青松 
大德博文添錦繡 
學子約禮亮西東 
六旬百年如一日 
十全樹人和風送 
周知培育持碩果 
年年棟樑蔭蒼穹 
鑽亮輝耀遍寰瀛 
禧福華夏歌大同 
誌賀亮麗濃情暖 
慶祝普世樂和融

梁伯華（72歷史）

梁校友最近在美國

獲任教的西東大學

頒發終身成就獎

Fahy Award給他，

表揚他的「終身學術卓越成就，

特別是對教學與研究的堅持，與

及多年來服務大學與社會所作出

的傑出貢獻」。

陳慧敏（90中文）

陳校友一直致力服

務社會，她的公司

ViAsia PR 連 續 四

年獲頒發《商界展

關懷 Caring Company Award》，

未來公司會繼續關愛社區、員工

及環境，並為 NGO舉辦更多慈

善項目及籌款活動。

蘇詠芝（01心理學）

蘇校友於「2022

年日內瓦國際發

明展」，以「機哥

伴小星®（RABI®）」

研究榮獲銀獎。「機哥伴小星 ®」

是一套為自閉症兒童而設、以實

證為基礎的機械人介入治療方

案，旨在加強自他們的社交能

力、語言溝通技巧和自理技能。

李白穎（13細胞及分子生物學 
/ 19研究院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哲

學博士）

李校友憑藉其研究

「通過生化和細胞

生物學相結合的方

法剖析應激條件下

的細胞內膜運輸和體內平衡」，

獲香港科學會頒發 2021青年科

學家獎。

俞雅欣（22食品及營養科學）

俞校友於 5月 8

日在葡萄牙參加

女子跳遠比賽項

目， 做 出 6.19

米佳績，獲得女

子組金牌。

黎家俊（21機械及自動化工程學）

黎校友（右一）與朋友舉辦定期

龍舟體驗班，令小朋友明白團隊

精神，不只在乎比賽輸贏，學懂

着重過程中的學習，並讓小朋友

和家長一同參加，親子同樂。

馬悅君（14心理學 / 18研究院
心理學哲學博士）

患有肌肉萎縮症的

馬校友，於 2020

年獲研究資助局頒

發博士後獎學金，

她參與的其中一個跨院校項目製

作了一套關於促進大學融合教育

的建議指引，團隊

期望各界共同推動

大學融合教育。

指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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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書院

鄭慧君（98心理學）

鄭 校 友 榮 獲 第

三十一屆優秀社工

獎（2021-2022）。

她跟丈夫成立社

企【黑暗劇場】及慈善團體【藝

造人才】，前者提供非視覺感官

劇場體驗；後者推動不同能力人

士參與藝術及成為藝術教育工作

者。

梅志業（97中文 / 00教育學院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 07研究院

中文）

梅校友為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

學校長，他憶述小時曾學壞，

後來得到教會啟悟變回乖孩子，

大學畢業後成為中文老師，不

單令教的學生也喜歡中文，甚

至和自己一樣做了中文老師。

楊煦（17建築學哲學博士）

楊校友從小就在北京長大，對

於故宮自有一份情意結，目前

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研究

員，並是其中一位策展人，主

力研究明清畫家建築的他，畢

業時看到香港要建故宮文化博

物館的消息，已經決定要加入

工作團隊，結果於兩年前獲聘。

黎業榮（10比較及公眾史學）

黎校友是本地第一代港債及資

本市場華人銀行家，畢業後投

身金融界近 30年，2006年退

休，7年前獲邀擔任饒宗頤文化

館總幹事，投身文化事業。

李芷慧（20運動科學）

李校友曾因肥胖令性格自卑，

用盡千方百計去減肥，最終因

減肥愛上了健身，3年多前更開

設了健身室 Zomate Fitness，專

門為女士健身減磅。

張栢淳（12社工）

張校友在今年 2

月正式晉升為路

德會青亮中心主

任，負責處理因賭

博失調問題的朋友及其家人的

戒賭，債務及相關情緒支援的

工作。

盧裕敏（08教育）

盧校友為港青基信書院的校長，

從小和弟弟玩遊戲已愛扮老師，

到中五替人補習，教曉小朋友

知識，獲得成功感後，認清教

育為理想工作。

陳旭榮（07院前及急救護理 / 13
高級急診護理實踐學士後文憑）

2020年為政府飛行服務隊輔助

部隊醫療課成立二十周年，現役

及退役醫療課飛行醫生及飛行護

士合力製作紀念特刊，陳校友為

統籌者及作者之一，書中醫療課

人員除回顧過去，前瞻未來，亦

將小故事、大理想、飛行醫護出

勤任務個案，分享給各同事及廣

大讀者。「將急症室帶到病人身

邊」的理念，薪火相傳。因疫情

關係，此書於

2021 年 12 月

完成。可於中

大及醫管局圖

書館借閱。

研究院
黃庭鋒（16信息工程學）

身為無綫合約藝員的黃校友，

畢業後當上了體育老師，其中

一位學生的母親是陳芷菁，因

對方一句「你很適合做幕前」

而決定轉戰娛樂圈。

教育學院

吳文達（91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吳校友（左）完成本學年的教學

工作後，九月起將與太太提早退

休，結束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

退休後，將會開展寫作及自由傳

道人的工作，他

感謝當年教育學

院各師長的悉心

教導，獲益良

多。

李少鶴（92兼讀小學教育 / 95
研究院教育）

李校友（右）榮獲中國福利會

授予第十三屆「宋慶齡幼兒教

育獎」，表彰他對教育事業的

執著追求和所作出的貢獻。現

任明我教育機構學務總監的李

校友，曾任中大校友會聯會第

31屆及第 36屆會長，先後於五

間學校擔任校長達 25年，更於

2015年在九龍啟德創辦了佛教

陳策文伉儷幼稚園。

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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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張學明（76新亞歷史）

曾修讀古希臘文、拉丁文和法文的

張校友，對於大部分源於古希臘文

和拉丁文的西方醫學名詞特別感興

趣，新作《字源釋醫學》對很多醫

學名詞加以解釋，同時也講到醫學

名詞背後的神話故事。

王曉龍（99新亞歷史 / 05研究院
文化研究 / 16研究院通識教育科課

程發展與教學）

王校友新書名為《閱讀電影與電影．

閱讀》，此書精選了 62齣電影，嘗

試聯繫影像與文字，一方面詮釋影

像的內涵，另一方面比較影像與文

字的內蘊，以及兩者分別對觀者及讀者即時和長遠的

影響。

何民傑（09研究院哲學）

何校友為新城知訊台《經濟早餐》

主持，後來節目轉為中午播出，改

名為《經濟午餐》，他將聲音化為

文字輯錄成《經濟午餐》一書，以

深入淺出方法，講解各種經濟學理

論如何應用於日常生活，同時剖析

全球最新經濟熱話。

悼

林君一（76聯合社工）

林校友於 2022年 4月 22日辭世，他曾任第一及第二

屆聯合書院學長計劃的學長，此外曾任「香港中文大

學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董事，同時擔任

其屬下的「中國教育發展基金」小扁擔管理委員會的

榮譽主席，對扶助弱勢社群，義工服務等不遺餘力。

謹向林校友家人致以最深切慰問。

邵國華（80聯合社會學）

邵校友於 2022年 3月 18日辭世，他專長於香港社會

文化，曾任《號外》雜誌總編輯，參予香港多個文化

領域裡，包括雜誌、文章小說寫作、電影、電視編劇，

後期專注電台工作。2009年，邵校友獲再生會選為

「香港十大再生勇士」。中大同仁深表哀悼！

曹梁秀芬（81新亞歴史）

中大夏威夷校友會前會長曹梁秀芬女士不幸於 2022

年 2月 23日在夏威夷檀香山因病逝世。在此謹代表

中大同仁致哀！

黃可兒（04崇基歷史 / 10研究院日語研究與教學）

黃校友熟諳東瀛文化，足跡遍布日

本四十七都道府縣，新作《爐峰櫻

語：戰前日本名人香港訪行錄》介

紹二十位曾於戰前訪港的日本名

人，透過他們的眼睛，可以窺見舊

時香港社會面貌，認識近代香港和

日本的交流歷史。

喜事

吳洛茜（69新亞藝術）

吳校友最近榮升嫲嫲，她的兩位

兒子分別於去年 2月及今年 4月

為她添了孫女 Eloise及孫男 Eli 

Kwan（圖），祝願兩位小寶寶健健康康，快高長大。

區結成（82崇基生物 / 84研究
院生物）

區校友（右一）榮升公公，小孫

女鄭佳思（Kylie）今年 2月誕生，甜美可愛！

翁振雄（17崇基統計學 / 18教育學院學位教師教
育文憑（小學） / 22研究院數學教育）

李婉婷（16逸夫生物 
/ 18教育學院學位教師

教育文憑（小學））

翁校友與李校友在 5月

15日於九龍仔公園洋紫荊園舉行草地婚禮，近百名

中大校友到場祝賀，熱鬧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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