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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智衡（02材料科學 / 12研
究院生物醫學工程 / 20研究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哲學博士）

謝校友是妙智科技（MVisioner）

創辦人，創立的手術機器人軟

件項目，現時在內地逾 100家

醫院應用，妙智科技亦憑藉多

年在人工智能、醫療影像、計

算機、物理、虛擬現實等方面

的技術積累，打造全新智能外

科手術引導平台和全息醫學教

育平台。

吳德川（03計算機工程學）

張煒鋒（ 11研究院生物化學及
生物醫學）

蘇冠嵐（18崇基工商管理）

三位校友早前獲邀參與大學的

網上研討會，分享建立創新企

業的經驗和抱負，以及如何應

對創業挑戰，鼓勵剛剛萌生起

創業想法、但不知道如何踏出

第一步的校友，裝備好再鼓起

勇氣創業。

梁美玲（90宗教）

梁校友 1996年移居加拿大，現

任盈信房貸投資公司Ginkgo MIC

市場營銷副總裁。2017年開始學

習日式草月流派花藝創作，今年

7月 1日被委任為 23屆國際花會

多倫多分部 Ikebana International 

Toronto Chapter會長。

陳信源（21公共衞生）

陳校友最近成立

了香港首個非牟

利大學醫療學科

升學師友計劃 - 

Been There Before，目的是透

過此計劃，幫助更多有興趣修

讀第二學士學位或碩士程度醫

療科目的大學生，支援科目包

括內外全科醫學、獸醫及物理

治療等八個學科。

崇基學院

陳樹偉（00物理）

陳校友 2002年創立域思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網站創意和系

統開發服務，目前他是域思集

團的行政總裁，管理旗下中港

台五間公司超過二百名員工。

2017年成立「香港精神慈善體

育會」，透過與青年機構及義

工團體合作，讓青少年在球場

上互相學習，培養團體精神。

陸尉俊（15音樂 / 16研究院
音樂 / 21研究院音樂博士）

陸校友自幼學小提琴，後來再

自學鋼琴，現時為本地作曲家，

早前他的新作《明天》在大館

世界首演，他在大學才學習琵

琶，博士和碩士論文都是研究

將世界音樂放進中樂，先後到

過古巴、秘魯、巴西、雲南、

敦煌，觀摩當地樂手演奏。

新亞書院

何靜兒（81社會學）

何校友（右二）近日從紐約回

港，並相約莫潔英（81社會學）

到訪母校，向中大圖書館捐贈

她與梁鵲雁（74聯合工管）有

份參與翻譯的著作《Chinatown 

Heroes》中英文版，並將該書

最近在紐約籌款所得四千多港

元捐贈「小扁擔」助學。

高少康（00藝術）

高校友 2014年獲香港十大傑出

設計師獎，也是廣州美術學院

客席教授，最近由他設計的覔

書店深圳壹方城店，獲選為中

國書刊發行業協會舉辦「年度

最美書店」之一，他分享設計

靈感時，說覔是覓的古體字，

在象形文字中「見」字下面有

一隻手，啟發他「只有看不見

的東西才會去找」的設計靈感。

張展霖（05經濟）

去 年 移 民 加 拿

大 溫 尼 伯 的 張

校 友， 今 年 年

頭 與 朋 友 起 動

#runthepeg100 計劃，早前藉

環繞溫尼伯跑一整圈、全場 100

公里的超級馬拉松，為慈善機

構 Siloam Mission籌款。Siloam 

Mission為無家者提供食物、衣

物、醫療、床位，以及重新接

軌社會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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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

張萍（13體育運動科學 / 15研
究院體育學）

張校友是 2004年雅典奧運中國

女排冠軍隊員，來中大讀書時，

不懂英語及廣東話，一度想放

棄，卻記得當年奧運決賽先失

兩局下，奇蹟連扳三局擊敗俄

羅斯女排，最終堅持完成大學，

現時於中大（深圳）擔任體育

講師。

蘇家盈（06政政）

蘇校友 2020年底加入平等機會

委員會，成立並領導反性騷擾

事務組，更舉辦了平機會首次

全港貼圖設計比賽，以「平等

與尊重：停止性騷擾」為題，

鼓勵參賽者設計應用於即時通

訊軟件的貼

圖，提升大

眾對性騷擾

的關注和認

識，及促進

彼此尊重和

平等。

陳偉偉（94電算工程）

陳校友獲政府委任

為政府新聞處處

長，並於 2022年

7月 14日履新。他

於 1997年 8月加入政務職系，曾

在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包括

曾經擔任財政司司長新聞秘書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

呂麗瑤（20健康與體育運動科
學）

呂校友早前跟隨香港田徑跨欄

隊，前往歐洲集訓，並在法國

福爾巴克田徑賽女子 100米欄

決賽跑出 13秒 65獲得亞軍。

陳保成（73經濟）

陳校友（左）畢業後加入金山輪

船公司工作，以航運為終生職

業，積極參與香港海運學會活

動，曾任該會主席及多屆亞太區

海運會議召集人，為該會首位資

深會員，退休後曾受聘為香港船

東協會顧問。

林偉雄（87市場）

林校友獲校友評

議會推選，出任

大學校董，任期

三年，由 2022年

7月 4日起生效。他現任時計工

場有限公司主席，並為香港貿

易發展局鐘錶諮詢委員會主席，

以及教育局鐘錶行業培訓諮詢

委員會副主席。

黃少珠（91政政）

黃校友原任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副

秘書長，2022 年

8月起出任工業貿

易署署長。

林建群（89內外全科醫學）

林校友早前在 ViuTV節目《疫情

亦情》中，以聯合

醫院急症室顧問

醫生身份，講解第

五波疫情時急症

室的情況。 節目重溫

周柏珍（93護理學 / 95研究
院護理學 / 08研究院護理學哲

學博士）

周校友為那打素

護理學院教授，早

前獲香港中文大

學頒授榮休教授

名銜，由 2022年 4月 1日起生

效，以表揚她多年來為大學作

出傑出的貢獻。

于紹龍（05物理）

于 校 友 的 公 司

ÖKOSIX Limited

研發了全球第一個

可於六個月內完

全降解、可堆肥的無塑醫療級口

罩。這項突破技術將改寫「單次

即棄用品」的定義，並於 2022

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榮獲金獎。

朱建勤（97食品及營養科學 / 
01研究院食品及營養科學）

朱校友（右）獲中大通識教育部

頒發 2021模範教學獎，以表揚其

卓越教學表現。他於 2015年創立

並任教大學通識課程「UGEB2364

食品安全

與製作科

技 」 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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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楊彩霞（84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楊校友恭賀郭碧蓮（75祟基經濟）

獲選為中大校友評議會代表出任

中大校董，張福英（09研究院

中文教育）擔任校友評議會副主

席，以及梁淑瑜（06崇基社工）

擔任校友評議會常務委員。

研究院

黃天祥（98行政人員工管）

黃校友獲行政長官委任為香港

都會大學校董會主席，於 2022

年 6月 20日起生效，為期三年。

他自 2019年起出任該校校董會

副主席，一直致力服務社會，

曾出任職業訓練局副主席。

鄧錦成（09工管）

鄧校友獲委任為廣

華醫院行政總監，

7 月 18 日履新。

他是一名深切治療

科專科醫生，曾於 2018至 2021

年間出任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

院、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及麥理

浩復康院醫院行政總監，以及於

2012至 2018年出任新界西醫院

聯網服務總監（質素及安全）。

王啓敏（09自動化與計算機輔
助工程）

王校友畢業後，原在鐵路公司

任職工程師，為夢想裸辭修讀

舞台製作，於 2017年成立跳樂

劇團，是以 Arts+Tech演出及

STEAM教學的兒童劇團，在兒

童劇和音樂劇中糅合了大量科

技科學元素，希望將科藝工程

推廣給普羅大眾認識。

陳可昕（14中醫學 / 20研究院
骨關節醫學、康復及老年骨科）

聯合書院為慶祝六十五周年院

慶，特意製作以「聯合．傳承」

為主題的短片，早前邀得 2021

至 2022年度「陳可昕中醫學院

獎學金」的兩位獲獎學生——

中醫學院二年級林星樺（中）

及紀卓婷（右）連同該獎學金

捐款人陳校友（左）一同拍攝

是次短片，分享他們獲獎的心

聲和成立獎學金和寄望。

短片重溫

林港深（16中醫學）

林校友於 2018年

開設個人中醫館，

提供中藥材及代

煎服務。由於大部

份中草藥以植物為主，為了響

應環保及善用資源，最近添置

了廚餘機，把代煎後的藥渣經

處理後可作為種植肥料，免費

捐贈給中小學。

邱卓然（13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邱校友於 2017年起，與中大

校友劉家駿博士一同創立 Blue 

Bird Technology，提倡 Learning 

by doing。他們為中小學、社福

機構和其他教育中心提供 STEM

科技教育課程，訓練學生在不

同層面上的編程技術和邏輯思

維，希望引導學生在愉快的學

習過程

中主動

學習和

思考。

洪磯正（04內外全科醫學 / 09
研究院公共衞生）

洪校友去年獲得「香港人道年

獎 2021」，以表揚他的人道救

助貢獻，目前為中大災害與人

道救援研究所副所長，專注研

究與培育學生，期望本港可以

輸出更多有志於人道救援的年

輕人參與國際服務，讓他們親

身體會救援工作的重要性。

逸夫書院

李婉嫻（01生物）

疫情期間，李校友於去年創辦了

BodyVStore Limited，為都巿人

提供伸展理療服務。今年六月，

BodyVStore再下一城，擴充並

成立 The BVS Institute，推廣伸

展的益處並為業界培育人才。

兼讀

蔡英材（89中英語文）

蔡校友退而不休，

今年再獲公營部

門聘用為公共關

係部撰稿員，擔任

政府與市民溝通的橋樑。他一

直身體力行，除多年來擔任兼

讀課程校友會會長，現正忙於

編寫第 16本實用英語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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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天俊（10比較及公眾史學）

方校友於 2022年

4月 1日，獲委任

為香港眼科醫院及

九龍醫院兩所醫院

管治委員會成員。他就任比較及

公眾史學文學碩士畢業同學會會

長期間，致力推動成立碩士畢業

同學網上論文庫，以保存及分享

歷史資料及論文知識寶庫。

許可（20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哲
學博士）

許校友為朗思科技行政總裁，公

司是一家激光氣體傳感公司，核

心團隊中有 8位成員來自香港，

在深圳前海和香港自主研發和

生產超高靈敏度氣體傳感儀器。

容啟怡（12運動醫學及健康科學）

容校友目前在澳洲職業足球聯

賽球隊西部聯隊中，擔任物理治

療師，負責幫球員在賽後恢復，

及助受傷球員康復。本科讀經

濟金融及副修運動科學的她，

2010年於一次欖球比賽期間十

字韌帶撕裂，接受治療時認識到

足總醫務顧問容樹恆教授，激發

起她對成為物理治療師的興趣。

蔡嘉傑（16中風及臨床神經科學）

蔡校友（右）任職浸會大學

中醫藥學院教學科研部二級

講師，早前獲浸大頒發 2021-

2 2  P r e s i d e n t ' s  Aw a r d  f o 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Early Career Teaching。

主要問責官員、常任秘書長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 （ 77新亞會計 / 84研究院工商管理）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曾國衛（86新亞新聞及傳播）
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87崇基社會工作）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麥美娟（93新亞英文）
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 （ 94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 01研究院教育 /  

06研究院語言學 / 11研究院教育博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孫玉菡（94崇基工商管理）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　東 （ 97研究院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哲學博士）
審計署署長 林智遠（01研究院財務學）
特首辦主任 葉文娟（87聯合政治與行政）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梁卓文（87聯合政治與行政）
運輸及物流局常任秘書長 陳美寶（89聯合企業管理）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林雪麗（90逸夫政治與行政）
醫務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陳松青（91聯合物理）
部門首長
行政署署長 盧世雄（ 87聯合地理 / 89研究院地理）
運輸署署長 羅淑佩（89聯合政治與行政）
衞生署署長 林文健（96新亞內外全科醫學）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劉明光（87聯合會計）
創新科技署署長 潘婷婷（ 05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工業貿易署署長 黃少珠（91聯合政治與行政）
海事處處長 袁小惠（ 90研究院翻譯 / 02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政府新聞處處長 陳偉偉（94聯合電算工程）
禁毒專員 李基舜（09研究院法律博士）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
立法會議員 陳克勤（ 97 逸夫政治與行政 / 03 研究院法律與公共事務）
立法會議員
地區 / 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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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政治與行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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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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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美芬（87聯合政治與行政）
 鄧　飛（98崇基政治與行政）
 林振昇（03聯合歷史）
 林順潮（03研究院醫學博士）
 黃　國（03研究院中國政治）
 李浩然（04研究院政治與行政學）
 周文港（06教育學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黃元山（10研究院基督教研究）
*名單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

新一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名單出爐，多位校友獲得任命：

悼

陳韶生（68聯合經濟）

陳校友早前辭世，曾任紐約華埠且林市果（Chatham Square）圖書館館

長的他，多年來非常熱心美東校友會事務。在此謹代表中大同仁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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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麒（85崇基社會學 / 09研究
院社會福利哲學博士）

黃幹知（07聯合社工 / 14研究院
社工）

兩位校友編撰的《小組工作：理論

與實踐》，整合本地與海外的文獻

及開展結構性小組的經驗，為社工學生及前線社工

建立實務框架。

梁添（96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 04
研究院教育 / 13研究院教育博士）

梁校友向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致敬

而創作的未來科幻故事《碧月薄荷

大謎團》剛剛出版，幫助學生建構

正確科學概念。

張志義（88聯合歷史 / 90研究院
歷史 / 93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2023年喜逢中大歷史系榮休教授

羅球慶教授九十華誕，一眾中大歷

史系門人為誌其慶，將羅教授五十

多年來之論文結集成書出版，有意

索取電子試閱版可電郵至 newlungmen@gmail.com

新龍門書店洽。

曾立基（88新亞新聞及傳播）

曾校友是縱橫公共關係顧問集團主

席，憑藉逾三十年公關生涯及接近

三十年於大學教授公關課程累積的

知識和經驗，出版了著作《公共關

係——理論與實踐》，為修讀公關

課程及有志投身公關行業人士提供參考。

陳秀穎（92崇基英文 / 99研究院
工管）

《雲的故事》書中有一百幅作者親

手拍攝的雲景，通過風景各異的雲

朵，讓讀者欣賞到大自然的魅力之

餘，也藉此訴說夢魂縈繞的情思，

以及對人生的領悟。

新書

賴俊傑（66新亞經濟 / 71教育學
院教育文憑）

賴校友第六本著作《松陽文集（七）》

內容廣泛，短篇小說及隨筆 56篇，

當中包括詩文藝哲、經史典故、軼文

傳說，並集錄眾多讀者來言，互通交

流，風格獨特創新。

馮珍金（76新亞中文 / 80教育學
院教育文憑 / 97研究院教育）

馮校友新作《字旅樂相逢——香港文

化人專訪》，收錄了12篇人物專訪，

記錄我城文化人的故事，包括卓翔、

梅卓燕、董啟章、關錦鵬和尹飛燕等。

施淑儀（73聯合中文 / 74教育學
院教育文憑）

《鳴歧吟草》詩集收錄施校友近 30年

舊體詩作品，每首詩均由她的丈夫書法

家謝琰用毛筆抄錄，書中有兩篇文章詳

述作者多年來隨葉嘉瑩教授學詩的經

過，每首詩均附葉教授的評語，葉教授亦為詩集寫序。

費榮貴（78新亞經濟學 / 82教育
學院教育文憑）

《從露德到花地瑪》記錄了費校友與

太太於 2018年徒步 800公里，用了

46天完成由露德前往聖地牙哥的朝

聖之旅。作者指此路線路標指示清楚

明確，補給、支援及住宿無缺，很適合年青人和剛退

休的人去體驗一下。

周瑞𪊟（83新亞市場）

周校友自 80年代已開始在海外地區

工作，先後經歷了日本經濟泡沫的瘋

狂膨脹與爆破、澳洲風光明媚的生活

環境、美國的民粹政治及日益兩極化

的社會；最近告別紐約的工作重返香

港，體驗了離「香」別「港」前後共計二十年的

歷程，把多年在海外的經歷重新整理，與讀者分

享他在外地的工作經歷與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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