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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獲殊榮

中大太空與地球資訊科學研

究所所長兼卓敏地理與資源

管理學教授關美寶（85崇基

地理），獲授詹姆斯．安德

森（James R. Anderson）應

用地理學榮譽勳章，表揚她

於應用地理學推動多學科研

究和範式轉移的貢獻，是獎

項設立 39年來首位華人及第

3位女性學者得獎。關校友期

望未來能進一步為地理學創新研究作貢獻，改善人類生

活。

關美寶獲授地理學榮譽勳章

李耀祥（03研究院環球商業）

及查毅超（07研究院行政人

員工管）獲城大頒授榮譽院

士。李校友現任香港上市公司

金山科技工業有限公司副主席

兼執行副總裁、新加坡上市公

司 GP工業有限公司執行副總

裁，是擁有逾 35年國內外電

子工程及製造業經驗的知名實

業家。他是香港工程師學會資

深會員，積極參加行業組織，擔任香港電子業商會副會

長、香港工業總會轄下香港電子業總會委員會委員，積

極支持高等教育，為多所大學的工業及電子工程學系擔

任顧問。

兩位校友獲城大頒授榮譽院士

查校友是福田集團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總經理，同時積極

推動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發展。

他出任多項公職，包括香港科

技園主席、香港工業總會主

席、香港增長組合管治委員會

委員、創新科技署 InnoHK創

新平台督導委員會當然委員、

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評審

委員會委員、工業貿易諮詢委

員會成員、香港貿易發展局理事會成員、香港貿易發展

局創新科技諮詢委員會主席、重慶市政協委員。於 2004

年獲頒香港青年工業家獎、2018年獲頒銅紫荊星章，並

於 2021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1982年憑《摩登保鑣》成為

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帝

的許冠文（69聯合社會學），

在早前舉行的第四十屆香港

電影金像獎中，獲頒授終身

成就獎，表揚他在電影業的

貢獻。許校友入行 54年，拍

過不少膾炙人口的經典電影，

除《摩登保鑣》外，還有《半

斤八両》、《雞同鴨講》、《合

家歡》等，與許冠武、許冠英及許冠傑兄弟之間合作無

間，他的喜劇電影經常描寫普羅大眾的生活，為大眾在

苦悶的生活裏提供了歡笑，也創造了香港獨特的本土文

化。

許冠文獲頒終身成就獎

祝賀校友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政府在 7月 1日於憲報刊登今年獲委任的太平紳士，多位校友獲殊榮，當中包括：

蔡宏興（07研究院比較及公眾史學）

華懋集團行政總裁

陸衛光（86崇基內外全科醫學） 楊敏賢（91研究院工商管理）

溢達集團副董事長

▲ 李耀祥校友

▲ 查毅超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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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在 2022年榮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勳及嘉獎的校友

政府在 7月 27日憲報刊登 2022年授勳名單，多位校友因其傑出成就或對社會的貢獻，
獲政府授勳及嘉獎，當中包括：

 金紫荊星章

曾國衞（86新亞新聞及傳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鄧炳強（87崇基社會工作）

保安局局長

薛永恒（92研究院工商管理）

創新及科技局前局長

白韞六（77聯合生物化學）

前廉政專員

 銀紫荊星章

麥美娟（93新亞英文）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王桂壎（77聯合歷史）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名譽主席

黃奕鑑（77新亞財務、

  84研究院工商管理學）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非執行董事

 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黎流柏（90聯合物理）

香港海關副關長（管理及策略發展） 

 銅紫荊星章

黃煥忠 （82崇基生物、84研究院生物）

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生物系系主任

崔康常（75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88研究院教育）

宏恩基督教學院校長

陳細明（83崇基經濟）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

執行董事

彭潔玲（84新亞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前助理署長（家庭及兒童福利）

 榮譽勳章

紀治興（07研究院基督教研究、

  08研究院神學研究）

豐盛社企學會會長

楊世模（89研究院基本醫學、 

  02研究院矯形外科及創傷學哲學 

  博士）

2020東京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首席物理

治療師

陳偉佳（05研究院文化管理）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校長

黃君恒（17崇基計算機科學、 

  18教育學院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2020東京殘疾人奧運會硬地滾球選手

李玉芝（89新亞社會工作）

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

林松茵（11研究院社會工作） 

沙田顯嘉區前區議員

范凱傑（16研究院音樂）

香港執業大律師

莊太量（91新亞經濟）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副院長

陳珊珊（07研究院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Microsoft香港及澳門區總經理

陳家樂（85聯合經濟）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偉倫金融學教授及

金融學系系主任

彭志宏（94新亞內外全科醫學）

九龍樂善堂常務總理

楊翠珍（06研究院教育）

香港仔坊會永遠會長

劉柏祺（11研究院文化研究）

油尖旺大角咀北區前議員

劉振鴻（94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樂善堂余近卿中學校長

蕭麗娟（85崇基歷史）

發展局執行秘書 (古物古蹟 ) 

馬光如（98崇基政治及行政）

香港工會聯合會秘書長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李錦滔（03研究院醫學博士）

香港內科醫學院院長

文志賢（86聯合內外全科醫學）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及大埔醫院

前行政總監

李家慶（99新亞內外全科醫學）

香港急症科醫學院理事會成員

周 一（05研究院社區老年醫學）

新生精神康復會社區服務小組委員會委員

林偉奇（93崇基內外全科醫學）

北區醫院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邱靜邢（04研究院護理學、

  13研究院護理博士）

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部門運作經理

洪志傑（11研究院普通話教育）

民建聯東區支部委員

袁淑賢（15研究院高級急診護理實踐學士

  後文憑）

港島東聯網急症顧問護師

婁振陽（88聯合社會工作）

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主管

庾慧玲（00崇基內外全科醫學）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

管理）

張冠豪（01聯合內外全科醫學、 

  10研究院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學 

  學士後文憑、 

  19研究院醫療管理學）

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顧問醫生

張碧珊（00逸夫內外全科醫學）

基督教聯合醫院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張慧儀（05研究院教育）

救世軍石湖學校校長

梁允愉（12崇基公共衞生）

醫院管理局總部重大事故控制中心當值

主任

梁思韻（18研究院教育）

民政事務署九龍城區分區委員會委員

梁雪雯（11研究院高級急診護理實踐學士

後文憑）

北區醫院部門運作經理

莫仲棠（05研究院醫學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腦神經科主任

許鷗思（13研究院醫療管理學）

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社區及基層

健康服務總監

陳日新（10研究院流行病學與生物

  統計學）

威爾斯親王醫院心臟科兼內科及藥物治療

學系顧問醫生

陳基湘（03研究院醫學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系主任

陳碧姬（92聯合內外全科醫學）

伊利沙伯醫院服務總監 (質素及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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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麗娥（91聯合社會工作）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長者服務部

（九龍東）部門主管

曾興隆（12研究院社會工作）

民建聯北區支部副主席

黃立己（93聯合內外全科醫學、

  08研究院工商管理）

北大嶼山醫院副行政總監

黃麗清（96兼讀護理學）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東華三院

馮堯敬醫院、麥理浩復康院前護理總經理

鄧偉倫（93崇基內外全科醫學）

港島東醫院聯網臨床病理部主管

盧淑芬（13研究院醫療管理學）

廣華醫院護理總經理

謝詠詩（95逸夫內外全科醫學）

代理廣華醫院行政總監

譚煜謙（93崇基內外全科醫學）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外科學系顧問醫生

關日華（08研究院應用流行病學）

瑪嘉烈醫院兒童傳染病科顧問醫生

蘇婉嫻（89崇基宗教、93研究院社會工作、

  07研究院新媒體）

香港紅十字會行政總裁／秘書長

李 萍（98研究院護理學、

  00研究院護理學）

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科部門運作經理

石嵐軒（06逸夫內外全科醫學）

明愛醫院副顧問醫生 (內科及老人科 ) 

伍思琪（07新亞護理學）

吳漢華（91聯合內外全科醫學）

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科醫生

黃嘉莉（04逸夫護理學、14研究院護理、 

  15研究院高級急診護理實踐學士 

  後文憑）

將軍澳醫院急症室病房經理

潘潔盈（17研究院院前及急救護理理學）

屯門醫院急症室資深護師

文嘉燕（20研究院教育）

鍾婉雯（04研究院護理學、 

  18研究院醫療管理學理學）

林翠玉（98研究院護理學、

  14研究院基督教研究）

趙楚珊（05研究院傳染病流行病學）

威爾斯親王醫院感染控制顧問護師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李艷芳（03研究院資訊與科技管理）

運輸署助理署長 (新界 )

胡天祐（08崇基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民政事務總署元朗民政事務專員

鄭　健（95新亞工商管理）

民政事務總署葵青民政事務專員

鄭港涌（94逸夫工商管理）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專員

陳麗樺（93聯合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牌照及規管）

何美智（05新亞政治與行政學）

醫務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李佩珍（87崇基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助理福利

專員

李泳嘉（96逸夫物理、02研究院傳播學）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政務助理

林美儀（07新亞翻譯）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

事處處長

洪曉敬（09研究院文化管理）

公務員事務局高級經理（傳訊與協作）

梁保華（91聯合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牌照及規管）

郭嘉銓（98聯合政治及行政）

香港警務處助理警務處長

陳思艾（98兼讀音樂、05研究院音樂）

教育局總專業發展主任（教師獎項及語文

教師資歷）

陳祥偉（92逸夫物理、

  93教育學院教育文憑）

伊利沙伯中學校長

游淑如（90新亞工商管理）

公務員事務局總行政主任（支援）

鄭棣華（90崇基工商管理）

保安局首席管理參議主任（保安）

鄭懿嘉（08新亞政治與行政學）

前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黎妙儀（96研究院教育）

金文泰中學校長

盧大威（02逸夫內外全科醫學、 

  09研究院醫療管理學及公共衞生 

  學士後文憑）

衞生署高級醫生（健康科學及科技）

謝寶瑤（98聯合藥劑學）

衞生署高級藥劑師（藥物警戒及風險管理

部）

鍾思穎（94研究院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助理福利專員

鍾家昌（03崇基藥劑學）

衞生署藥劑師（零售商監管）

顏嘉倩（05研究院可持續與環境設計）

房屋署總建築師

譚卓偉（91新亞化學）

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跨境及國

際事務）

梁美紅（04逸夫內外全科醫學）

衞生署高級醫生（疾病預防）

潘偉明（88崇基內外全科醫學）

衞生署法醫科主任顧問醫生

李麗筠（09研究院法律博士）

發展局局長政務助理

張　誼（95逸夫新聞及傳播）

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吳文志（95聯合訊息工程）

香港海關高級系統經理（資訊科技管理第

二課）

區詩敏（95聯合化學）

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區域西）

劉頴嵐（12研究院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策劃及統

籌）

楊偉傑（05研究院傳染病流行病學、 

  07研究院預防醫學）

衞生署高級醫生（傳染病資訊系統）

陳煒萍（01逸夫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策劃及統

籌）

曾淑英（95新亞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主任（策劃及統籌）

易沛然（05崇基新聞與傳播學、

  16研究院法律博士）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助理行政署長

胡卓宏（12聯合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助理秘書長（青年事務）

李寶枝（99逸夫新聞與傳播學）

香港海關職員關係及宿舍組助理參事

林定楓（83聯合社會學、

  86研究院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總行政經理（隔離中心）

鄧淑雯（97新亞新聞及傳播）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高級行政主任（行政）

陳詠華（98逸夫翻譯）

教育局行政主任 (非本地課程註冊）

伍國宇（13研究院院前及急救護理理學）

懲教署總懲教主任（護理及衛生服務 ) / 

健康護理組

鄒君逸（11逸夫政治與行政學、

  19研究院法律博士）

醫務衞生局助理秘書長

伍穎潔（12研究院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策劃及統

籌）

馮曼瑜（90崇基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安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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