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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樹仁大學校友會會訊 

香港北角寶馬山道慧翠道十號香港樹仁大學                                2022年第1期 

                                                                                                           2.2022 

通訊地址：九龍觀塘開源道 55號開聯工業中心 A座 5樓 505室                                      

網址：http://www.hksyuaa.com  電郵：info@hksyuaa.com 

Facebook：www.facebook.com/HKSYUAA / www.facebook.com/HKSYUAA.Pr  

Linkedin：https://www.linkedin.com/in/hksyuaa / https://www.linkedin.com/groups/4702578  

 

                                                          

 
各位校友：  

大家好！校友會祝願大家壬寅虎年大吉！健康進步！  

2022年 1月開始爆發的第五波疫情，令香港又再收緊防疫
限制，校友會原已籌劃的新春周年聚餐，亦唯有押後舉行，不
過校友會的第 40屆周年會員大會將如期在 3月 26日以網上形式
進行，同場並舉辦網上專題講座，校友既可參與會員大會就會
務發展提供意見，亦可一探市場炙手可熱的「元宇宙」課題。
有興趣參加的校友請盡早填妥及交回報名表，或於網上報名，
以便校友會統籌安排。  

這段期間，校友會有見疫情陰霾一定程度上窒礙了校友會
與會員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特於 2021年 12月 7日午飯時間以 zoom

會議形式為近年新加入校友會的會員安排一場網上交流會，既
讓會員多加了解校友會的工作，亦廣納不同意見，讓我們得以
提供更適切和多元化的服務。與會校友都認同有關安排有助促
進相互了解，校友會會考慮進一步深化有關工作。  

此外，管理委員會很高興宣布，邀得香港樹仁大學首席副
校長孫天倫教授出任校友會名譽顧問，為本會日後發展提供意
見，亦反映校方對校友會的重視，冀校友在母校未來發展中可
擔演更積極的角色。  

 

第40屆周年會員大會暨專題講座  
 

周年會員大會  

第 40屆（ 2022-23年度）香港樹仁大學校友會會員大會定於
2022年 3月 26日下午 4時舉行。考慮到當前疫情嚴峻，校友會管
理委員會決定引用會章的授權，以實體加網上模式進行是次會
員大會，而因限聚令關係，建議會員以 zoom形式參加。  

由於現屆管理委員會的任期至 2023年才告屆滿，今屆會員
大會無需進行委員會提名及選舉。會員大會的議程見另頁。  

 

網上專題講座  

繼早前由校友會副會長鍾少權博士為校友舉行了首場網
上專題講座，我們很榮幸邀得另一位校友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首席營運總監司徒聖豪博士主講第二場講座，主題為「元宇宙．
創新、應用與發展」。講座將於會員大會後隨即舉行。重量級
講者，超人氣主題，你會錯過嗎？  

 

永遠名譽顧問 

胡鴻烈博士 

胡耀蘇教授 

胡懷中博士 

 

名譽顧問 

孫天倫教授 

 

2021-23 年度委員 

會長 

陳少華先生 

副會長 

潘琪偉博士 

鍾少權博士 

秘書 

冼學良先生 

司庫 

劉子楓先生 

委員 

古文光先生 

林楊賢先生 

麥偉光先生 

歐陽麗妮女士 

鄧耀龍先生 

 

義務核數師 

馮梁會計師行 

 

義務法律顧問 

陳家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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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聖豪博士於樹仁大學經濟系畢業，現為應科院首席營運總監，在國際

業務發展、業務策略、技術轉移和產品營銷方面擁有專業知識及超過 30 年經驗，
曾於亞太區多個地區工作，在公共、私營領域及商界均擁有豐富經驗。  

第 40 屆周年會員大會暨專題講座詳情及當日程序如下：  

日期： 2022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 至 6:00 

 3:45 出席登記  

 4:00 第 40 屆周年會員大會  

 4:20 專題講座  

  介紹講者  

  專題講解  

  問答環節  

  致謝  

 6:00 活動結束  

形式：實體加網上模式（ zoom 連結及密碼將另行發送予報名出席校友）  

費用：全免  

參與的校友請填妥報名表或於網上 (https://forms.gle/8eG7b7P2U58RxBt36)報
名，並請在 3 月 18 日或前交回校友會作優先登記，以免向隅。  

第 40 屆周年會員大會暨專題講座報名表 

本人  將會參與／未能出席 * (請刪去不適用選項) 2022年 3月 26日第 40屆周年會員大會暨專題
講座以下活動：                                            （請於以下適用的方格上加上✓）   

 （一）周年會員大會 

 （二）司徒聖豪博士網上專題講座（講題：元宇宙．創新、應用與發展） 

 

出席人數：                     

其餘出席校友／人士資料： 

姓名：           學系：           畢業年份：       電郵：                  

姓名：           學系：           畢業年份：       電郵：                  

姓名：           學系：           畢業年份：       電郵：                  

 

姓名：                            學系：                                   

 

聯絡電話：                        電郵：                                   

 

我是：校友（畢業年份                    ）  在校同學  大學教職員 

 

有意參加的校友、校內師生，請填妥報名表，以電郵(info@hksyuaa.com)或傳真(3543 1636) 交

回校友會。首輪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年 3月 18日(星期五)。 



3 

 

 

 

 
 

 

 

香 港 樹 仁 大 學 校 友 會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Ltd. 
香 港 北 角 寶 馬 山 道 慧 翠 道 十 號  

10  Wai  Tsui  Crescent ,  Braemar Hi l l  Road,  North  Point ,  Hong Kong  

HKGPO Box 1706  
 

致：各會員 

由：香港樹仁大學校友會管理委員會 

日期：2022年3月3日 

 

香港樹仁大學校友會 

第40屆周年會員大會 

 

香港樹仁大學校友會第 40 屆周年會員大會將於 2022 年 3 月 26 日（星

期六）下午4時，以實體加網上形式舉行。會議地點定為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

業中心A座5樓505室雋思顧問有限公司。惟因防疫及限聚令的考慮，會員請盡可

能以網上形式參與。 

 

會議議程： 

1.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2. 通過第39屆會員大會記錄 

3. 報告事項： 

 3.1.審閱第39屆管理委員會會長會務報告 

 3.2.審閱2020年8月至2021年7月的財政報告 

4. 提名及通過委任核數師  

5. 提名及通過委任義務法律顧問 

6. 其它事項 

7. 散會 

 
 

註：只有有效會員，即永久會員及已繳交2022年年費的普通會員，才可於會員大會上享有投票權。 

 

未能出席會員大會的有效會員，可填交附上的授權書，委託其他校友代為在會員大會上投票

或處理會議事務；按校友會一貫處理，未有指明獲授權人士者，將由校友會當屆會長代為行

使有關權力。按校友會會章所定，授權書將計作有效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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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樹 仁 大 學 校 友 會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Ltd. 
香 港 北 角 寶 馬 山 道 慧 翠 道 十 號  

10  Wai  Tsui  Crescent ,  Braemar Hi l l  Road,  North  Point ,  Hong Kong  

HKGPO Box 1706  
 

 

PROXY FORM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ame)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ademic 

Department) a member of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 hereby appoi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ame)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ademic Department) and failing him, 

_____________________(name)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ademic 

Department) to vote for me and on my behalf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to be held at Acu Visions Consultancy Ltd. (Rm505, 5/F., Block A, Hoi Luen 

Industrial Centre, 55 Hoi Yue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on the Saturday, 

the 26th day of March, 2022, at 4:00 p.m. and at every adjournment thereof. 

 

As witness my hand this ______________ day of __________________, 2022. 

 

Signed by the said                      Signature                              

 

Note:  This Proxy Form, to be valid, must be completed and deposited at the Association's registered 

office not less than forty-eight hours before the time appointed for holding the meeting or be presented 

by the appointee in person on the time fixed for holding the meeting. Please fax to 3543 1636 or email 

to info@hksyuaa.com or mail to Rm505, 5/F., Block A, Hoi Luen Industrial Centre, 55 Hoi Yue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c/o Acu 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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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資訊  
 

樹仁簡訊  

不少校友雖已離校多年，但心中仍念記母校，只是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要緊
貼母校發展，可也不易，而《樹仁簡訊》就為大家開啟了一道方便的大門。校
友可按《樹仁簡訊》，又或相關期數的連結，細閱精彩內容。  

2022年 1月及 2月號合刊的精彩內容有：  

• 愛訊集團向仁大捐贈 300 萬元 設中華文化傳承研究 

• 大學研究辦公室總監陳自強博士 積極推動樹仁研究文化配合仁大策略發
 展計劃 

• 良師益友計劃踏入第 19年 3名資深校友擔任 Mentors 從未間斷 

2021年 11月及 12月號合刊的重點亦有：  

• 李慧詩 勇敢追夢 成就不一樣的人生 

• 胡鴻烈校監樹仁大學 50 周年誌慶感言校友可按樹仁簡訊的連結，又或相
關期數  

 

 

 

 

 

 

 

 

 

 

 

 

 

 

 

 

 

 

 

 

 

 

 

 

 

永久會員會費優惠 

如果您是校友會的普通會員，尚未繳付 2022年年費$80，又或有意以優惠會費申請 / 轉作永久會員，
可透過連結(https://hksyuaa.com/wp-content/uploads/2021/05/APP_FM2020_full_p.pdf)下載申請表並以
支票繳付。支票請寄回“九龍觀塘開源道 55 號開聯工業中心 A 座 5 樓 505 室 雋思顧問有限公司”

轉交香港樹仁大學校友會，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樹仁大學校友會有限公司”或“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Ltd.” ，並於支票背後以正楷寫上您的姓名、聯絡電話、電郵和通訊地
址(以便郵寄會員證)。 

會員亦可直接把費用存入匯豐銀行香港樹仁大學校友會帳戶：002-1-240395。請記緊保留入帳紀錄，
並請於入帳紀錄副本上以正楷寫上你的姓名、聯絡電話、電郵和通訊地址，以郵寄、傳真或電郵交
回校友會，傳真號碼：3543 1636，電郵：info@hksyuaa.com 

會員編號：  □ 繳付 2022 年年費 HK$80 (新入會須另繳入會費 HK$30) 

□ 申請 / 轉為永久會員 

□ HK$1,000 HK$500 (適用於 1人) 或 

□ HK$1,000 HK$400 (須與另一校友/普通會員一同申請) 或 

□ HK$1,000 HK$300 (新畢業一年內) 

 

 

 

 

(入會或更新資料同適用) 

姓名：  學系：  畢業年份及學號：  

支票號碼：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電郵：  

 

For Official Use Only 

Received Date:  Approved by:  Checked by: 

Remark   

 

https://newsletter.hksyu.edu/wp-content/uploads/2022/02/Newsetter-Jan-and-Feb-2022-Issue.pdf
https://newsletter.hksyu.edu/wp-content/uploads/2022/01/Nov-and-Dec-2021-Issue.pdf
https://newsletter.hksyu.edu/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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