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海內外校友組織及網絡消息

01. |  疫情關係，德州校友會繼續在網上慶新春。今年新增虎兒虎
孫大比鬥節目，結果由余國斌（78崇基物理學）校友姨甥仔
的兒子照片奪得冠軍。（2月 12日）

02. |  安省中大校友會舉辦網上元宵嘉年華，超過 140人參加，
40位橫跨 50年畢業（60年代至 2018）的校友參與籌備。 
（2月 12日）

03. |  粵港澳大灣區校友會舉行了《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的研究
與應用論壇》，論壇圍繞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的研究與應

用，共吸引深港澳三地逾 500人參與。（2月 25日）

04. |  北加州新亞書院校友會虎年春節網上聚會。（2月 26日）

05. |  澳洲校友會在悉尼市中心的囍鳳臺酒樓，舉辦虎年團拜聚
餐，校友出席人數踴躍，共超過 70人。（3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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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海外校友會（北加州）舉辦網上講座，由陸國燊博士（71新亞
歷史）主講「孫中山與致公堂」，反應十分踴躍。（3月 12日）

07. |  安省中大校友會校友與交換生飲茶，交換生更為安省校友製
作了一段精彩賀年視頻。（3月 12日及 4月 28日）

08. |  北加州新亞書院校友會的校友們相約點心茶聚，久別重逢，
談笑甚歡。（3月 19日）

09. |  崇基學院校友會以線上形式舉辦 CC Talk，主題為「陪你抗
疫——從恐慌到染疫康復」，由專家與約 70位校友從多角
度拆解有關疫症的種種迷思，分擔抗疫的身心壓力。

10. |  美東校友會聯會舉行 2022年春季活動，參與人數超過 30位。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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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物理系校友會舉行就業分享講座，邀請了四位年輕校友分享
科研、數據科學及金融科技的行業發展，超過 80位校友及
學生參加。（4月 2日）

12. |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舉辦點心茶聚活動。（4月 6日）

13. |  適逢兩位校友范秀霞（67崇基中文）及陳偉傑（82新亞生物）
分別從波士頓及紐約回侯城探望親友，侯城校友破關會面，

濟濟一堂交換閉關心得。（4月 9日及 16日）

14. |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義工隊參與民政事務總署統籌之防疫服
務包派發活動，於深水埗為區內居民派發防疫用品與檢測

棒。（4月 12及 13日）

15. |  聯合書院校友會舉辦 FIFA22電競足球「分組
賽」及「淘汰賽」，讓聯合校友及同學一同

參與，互相較量。校友會邀得鍾志光校友（12
研究院哲學）為冠軍戰擔任旁述，令活動生

色不少。（4月 20日及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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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卡城校友會舉行實體會員大會，出席者熱烈交流近況，互報
平安。（4月 23日）

17. |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的校友們參加粵曲欣賞會。（4月 23日）

18. |  澳洲校友會每年都舉辦秋季旅行，今年舉辦的地點在悉尼
東部馬路巴海灘（Marouba Beach) ，出席者有 40多人。 
（4月 25日）

19. |  廣州校友會舉行了綜合性晚會「初夏夜之約」，近百位嘉賓
和校友出席。活動包括交流互動、遊戲、演講、晚宴、抽獎

和演出。（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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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換屆

主席 ：陳天慧（15）

副主席 ：鄭孔淦（11）

義務秘書 ：黎啓勁（18）

 ：蘇泳琪（18）

義務司庫 ：鍾敏婷（18）

幹事 ：張慧喬（18）

 ：龔奕丹（16）

 ：范斯欣（17）

 ：連家駿（19）

 ：張仲阳（20）

 ：黃健剛（18）

文化管理碩士校友會
2022-2024第五屆
幹事會成員名單

會長 ：林曼霞（07）（左四）
副會長 ：張錦添（07）（左三）
 ：程秀英（07）（右三）
財政 ：莫致德（05）（右二）
秘書 ：鍾美玲（07）（左二）
幹事 ：袁 濤（12）（右一）
 ：宛文峰（14）（左一）

環球行政人員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
2022-2023 幹事會成員名單

會長 
：余立仁（03聯合）副會長（校友事務） ：温志仁（05逸夫）副會長（行政事務） ：鄭家榮（07逸夫）副會長（對外事務） ：李家樂（13逸夫）秘書 
：陳漢鳴（13逸夫） 
：李梓龍（22逸夫）財政 
：林智強（05逸夫）活動策劃 ：潘彥光（06新亞） 
：文日初（11聯合） 
：徐家傑（11崇基） 
：麥子豪（12新亞） 
：黃國豪（14逸夫） 
：方柏廸（16新亞） 
：何健安（17新亞） 
：葉浩昕（18聯合）校友事務理事 ：李瑞茵（03崇基） 
：許棉斯（03聯合） 
：黃志偉（03崇基） 
：何嘉熙（22聯合）

物理系校友會
2022-2023幹事會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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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黃耀基（74聯合物理）
副會長 ：鄺麗華（77新亞藝術）
財政 ：陳穎欣（07崇基專業會計學）
秘書 ：張若玫（92逸夫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康樂 ：梁廣樂（97研究院工商管理）
 ：曹安琪（09聯合翻譯）

卡城校友會
2022-2024理事會成員名單

會長 ：岑超榮（00新亞計算機工程學） （上排右一）

副會長 ：姚松炎 （上排左一）

副會長 ：張家成（06崇基經濟學） （下排左一）

秘書 ：李偉堅（98崇基生物化學） （上排右三）

財政 ：余巧薇（09逸夫生物） （下排左二）

康樂 ：黎炳熙（02聯合計算機工程學） （下排右一）

聯絡 ：黃嘉麗（01崇基專業會計學） （上排右二）

總務 ：區昌恒（04崇基計算機工程學） （上排左二）

宣傳 ：梁國基（01逸夫計算機工程學） （下排右二）

顧問 ：張偉雄（87新亞企業管理）

紐西蘭校友會
2022-2024幹事會成員名單

會長 ：黃偉雄（00逸夫計算機工程學）

副會長 ：李榮坤（06崇基建築學）

財政 ：江建就（09研究院數據科學及商業統計）

秘書 ：石力文（15研究院社會工作）

幹事 ：張家茵（12崇基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黃光星（86兼讀社會工作）

前任會長 ：潘惜嬌（80崇基財務）

審計 ：吳立慈（87新亞經濟）

 ：朱浩章（94崇基電子計算）

新加坡校友會
2022-2023年度幹事會成員名單

會長 ：陳 軍（18）
秘書長 ： 力立（15）

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
（中文班）校友會
第二屆理事會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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