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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團及聚餐
新加坡
校友會

01

較早前活動

05

BBQ午餐會 南加州
中大校友會

01. |  新加坡校友會參與由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舉辦的「細看香港」
微型藝術展導賞團後，再與一眾校友及朋友聚餐，並榮幸邀得

沈祖堯教授及太太 Rebecca百忙之中抽空出席。（4月 15日）

02. |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籌委會舉辦了「疫苗研究所」線上團隊解謎
遊戲，希望通過挑戰增加學長學員之間的互動和加強團隊合作

精神。（5月 14日）

03. |  安省中大校友會由今年 5月至 10月，每月均舉辦校友遠足活
動，每次有近 30位校友和家人參與。（5月 17日）

04. |  旅居美國紐約的中大校友鄭輔國（71聯合中文）伉儷（圖左
一及二），五月下旬到檀香山旅遊，並與當地校友在檀香山中

華文化廣場（興中會舊址）港式茶餐廳歡聚。（5月 20日）

05. |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和南加州香港理工大學校友會合辦 BBQ午
餐會。（6月 4日）

06. |  澳洲維省校友會會長連同六位幹事及校友，造訪隱居在優美山
區的林國興校友（64新亞中文）及太太梁燕婷校友（67崇基
物理）。（6月 4日）

線上解謎 聯合書院
校友會

02

6 月

03

遠足 安省中大校友會

5 月 04

歡聚
夏威夷
校友會

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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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坊
文化管理碩士
校友會

07

集體活動
卡城
校友會 活動短片

06

造訪 澳洲維省校友會

同樂日 澳洲
校友會

08

07. |  卡城校友會共有十餘位校友及家屬參加年度的榮基護老院百
萬行，共籌得善款一萬多加元。步行後飲茶暢聚，共談近況。

（6月 11日）

08. |  澳洲校友會舉辦家庭運動同樂日，出席人數大概有 30人，參
加者很多都是運動健兒，趁着這個機會大顯身手。打球之餘，

和久違了的校友暢談共聚。 （6月 13日）

09. |  澳洲校友會與另外三間大學之悉尼校友會聯合舉辦午餐聚會，
出席人數眾多。除了飲茶聯歡之外，還邀請與會者主講他們最

熟悉的社會議題。（6月 14日）

10. |  40多位校友響應物理系校友會號召，到大埔文娛中心欣賞校
友劉柏康（03新亞物理）的獨舞表演。（6月 17及 18日）

11. |  澳洲維省校友會租借維省華族老人福利會的場地，舉辦了一次
「六月聖誕」聯歡會，由 1964第一屆到 2023年才畢業的在學
學弟學妹都有參與，非常有代表性。（6月 19日）

12. |  文化管理碩士校友會舉辦聲音減壓療癒工作坊，讓校友能過一
個輕鬆療癒、尋找自我心靈的優淨下午。（6月 26日）

11

聯歡會
澳洲維省
校友會

09

午餐聚會 澳洲
校友會

10

欣賞表演 物理系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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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周年大會暨講座
校友
校長會

13. |  商學院北京校友會應邀出席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的香港回歸
25周年慶祝活動，活動出席者還包括京津校友會和香港其他
大學的北京校友會代表。（7月 1日）

14. |  南加州中大校友會舉辦點心茶聚活動。（7月 6日）

15. |  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幹事及商學院管理層聚首一堂，慶祝校友
會成立二十五周年，並邀得校友會前任會長們出席分享喜悅。

（7月 9日）

16. |  本年度會員大會以線上線下方式同步進行，約 50位不同年代
的崇基校友親臨或透過線上參與支持。會上由會長廖健華校友

（04經濟）報告過去一年校友會工作，並鳴謝校友對校友會的
支持。（7月 9日）

17. |  校友校長會舉行專題講座及周年大會，邀得中醫學院院長 
梁挺雄教授、梁晶博士及官可祈博士以「疫中求變，從新出發」

為題從中醫角度分享如何應對疫情。（7月 11日）

18. |  崇基學院校友會在中環嶺南會所舉辦 CC Blind Tasting Wine 
Pairing Dinner，邀得現為品酒導師的校友 Lillian Chan（06工
商管理）分享白酒與中菜的配搭心得，約 50位愛飲愛食的崇
基人出席，共同享受品嘗美酒佳餚樂趣。（7月 15日）

7 月

14

點心茶聚 南加州
中大校友會

15

慶祝成立 工商管理碩士
校友會

13

慶祝 商學院北京校友會

16

周年大會
崇基學院
校友會



中大校友 ｜ 2022年 9月 ｜ 111期 53

19. |  海外校友會（北加州）於 Rossmoor退休社區舉行夏日燒烤野
餐會，校友及親朋 40多人參加，除享用豐富食物外，更有健
康及介紹社區講座、欣賞粵劇折子戲等餘慶節目。（7月 16日）

20. |  文化管理碩士校友會舉辦參觀活動，與校友分別參觀
山下策劃夏季展覽《疫情，候⋯⋯》，以及 DD Duck X 
Mi.Spacium@七份一書店，了解畢業校友的創業發展，感受
文管人精神、發揮潛力及無限可能。（7月 16日）

21. |  為慶祝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書院與校友會舉辦「聯合
書院達人問答比賽」，以網上遊戲方式，與校友一同分享院

慶歡樂；合共 308位校友參與初賽，最高分頭 50名校友晉身
決賽，最後由郭靜茵（17藥劑）勝出比賽。（7月 23日）

22. |  比較及公眾史學畢業同學會的周年大會早前順利舉行，舉行前
同學會邀得歷史系丁新豹教授蒞臨作主講嘉賓及與同學合照。

（7月 23日）

23. |  北加州新亞書院校友會舉辦夏日午間茶聚，部分校友自疫情
後都未能見面，今次終於能聚首一堂，開懷暢談。（7月30日）

23

夏日茶聚 北加州新亞書院校友會

18

品酒
崇基學院
校友會

21

問答比賽
聯合書院
校友會

20

參觀 文化管理碩士
校友會

19

野餐會 海外校友會
（北加州）

22

周年大會
比較及公眾史學
畢業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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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鄭惠嫻（08）

第一副主席 ：梁珮詩（15）

副主席 ：黎嘉豪（17）

 ：胡海欣（15）

秘書 ：冼韻泠（18）

司庫 ：鄭毓文（18）

總務 ：周詠恩（17）

 ：張嘉欣（16）

 ：關永輝（19）

 ：張程華（10）

 ：陳耀明（20）

 ：彭潔玲（20）

 ：李佩詩（18）

 ：黃嘉卉（19）

 ：李忠民（17）

 ：盧偉民（10）

 ：姚慧儀（14）

 ：徐　伽（13）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碩士課程校友會
（2022-2023）

會長 ：張景文 （09）
副主席 ：方天俊 （10）
司庫 ：羅廣權 （09）
總務 ：梁家欣 （10）
秘書 ：左國強 （18）
委員 ：楊廖詠秋 （08）
 ：張瑜煒 （10）
 ：何世昌 （10）
 ：胡淑玲 （10）
 ：黎凱榮 （14）
 ：何大東 （16）
 ：羅聶秀英 （17）
 ：湯倩碧 （17）
 ：霍惠新 （18）

比較及公眾史學
文學碩士畢業同學會
2022-2024年度
常務委員會

幹事換屆

24

親子活動
新加坡
校友會

8 月

24. |  新加坡校友會舉辦親子單車活動及午餐。（8月 6日）

25. |  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早前往新加坡公幹，特地抽空與新加坡校
友會幹事及當地校友聚會，席間向校友講述母校最新發展。段

校長亦關心校友們疫情期間於新加坡的生活狀況，及感謝校友

對大學的支持。（7月 9日）

校長到訪新加坡
25

主席 ：司徒瑞萍 （10研究院幼兒教育）
副主席 ：李靜雯 （96兼讀中英語文） ：陳淑兒 （14研究院學校改善及領導） ：黃定康 （02教育學院教育學學士   後文憑）
司庫 ：鄭金妹 （15研究院幼兒教育）
外務秘書 ：邱少雄 （12研究院教育）
內務秘書 ：陳章華 （14研究院基督教研究）學術 ：賴炳輝 （05研究院文化研究） ：黃靜雯 （06研究院資訊科技   教育應用）
總務 ：張翠儀 （05研究院教育）
 ：温志倫 （14研究院幼兒教育）
委員 ：何沛勝 （05研究院教育）
委員（增補）：許建業 （08研究院翻譯）
 ：陳道沛 （00崇基哲學）
 ：麥偉麟 （19研究院教育）

校友校長會
第十二屆執行委員名單
（202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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