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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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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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 25周年，我們在祝賀特區成立 25周年銀
禧紀念的同時，也來個慶回歸獻禮！  

校友會正密鑼緊鼓籌備 7月 16日下午的元宇宙續篇網上專
題講座（賣座電影都一定有續篇！            ），以及 8月 13日晚上
的校友會周年聚餐。詳情見以下另文介紹及報名安排。  

此外，我們在 2022年 3月 26日舉行了校友會第 40 屆周年會
員大會，是校友會在疫情下第二度以實體加網上的混合模式進
行。由於現屆委員任期至 2023年才屆滿，管理委員會已隨即開
展 2022-23年度的工作，重點在於疫下重建校友之間的連繫，校
友會已啟動為在校同學提供獎學金的籌募工作，以維持每年頒
發獎學金的「傳統」。我們亦正探討加強對在校同學的宣傳工
作，以便吸納更多新血及引進服務新思維。會議亦通過暫時凍
結個別長年未能聯絡的永久會員的會籍，待重新聯絡上便即時
恢復會員資格。校友會會在本年度內重新整理這些失聯永久會
員的資料，期能做到「一個都不能少」。  

最新活動  
 

7 月 16 日元宇宙網上專題講座  

校友會將再度夥拍樹仁大學學生事務處良師益友計劃推
出網上專題講座，邀得以「還俗 IT 人」自居的資深金融及信息

科技專家陳家豪先生 (Emil Chan)，以元宇宙為題分享《央行數
字貨幣、數字資產和元宇宙發展前瞻》。  

陳家豪先生擁超過 20 年亞太區外資銀行的信息科技管理
及行政經驗，除是金融科技初創企業顧問外，也是香港多間大
學及專上院校的特約教授及客席講師，積極透過教育推動本地
及大灣區金融科技及智慧城市發展。  

是次講座將是第一回「元宇宙．創新、應用與發展」的後
續專題探討。數字貨幣、數字資產已經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貼身熱話，精闢內容，你不會錯過吧？講座安排如下：  

日期： 2022 年 7 月 16 日（星期六）  

時間： 15:00 至 16:15（參加者須於講座前 5 分鐘登入）  

形式：網上講座，以 zoom 會議進行  

有 興 趣 參 與 的 校 友 和 同 學 可 作 網 上 登 記 ， 網 址 為
https://osa.hksyu.edu/career/sharing-session-july2022/ 。請於 7 月 13

日或以前登記，以便跟進安排。樹仁學生事務處將於會議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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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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校友及同學另行發出會議邀請連結及登入密碼。校友的親友如有意出席，

請校友於 7 月 12 日或以前把本人及其親友姓名 (登入時亦會以有關名稱識別，不
符者拒予進場 )、校友本身的電郵及聯絡電話，電郵至 info@hksyuaa.com登記，
並在電郵主題註明參與元宇宙網上講座，以便校友會另行通知會議安排。  

 

樹仁大學校友會 8 月 13 日周年聚餐  

因第五波新冠疫情年初爆發，校友會只好把原計劃於春節後舉行的周年聚
餐押後。隨著疫情現相對穩定，政府亦放寬食肆限聚安排，校友會決定於 8 月
13 日舉行「樹仁大學校友會 2022 年周年聚餐」，邀得樹仁大學管理層於席間介
紹母校最新設立的張舜堯博士商業分析研究中心的成立意念及發展規劃。  

參加者必須符合當時疫苗通行證餐飲處所的相關規定，並須於聚餐當日進
行新冠病毒病快測而結果為陰性（校友會或會要求與會者進場時提供相關照片
作為證明）。按規定，參加者並須使用「安心出行」。  

周年聚餐詳情如下：  

日期： 2022 年 8 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 18:00 至 22:00 

地點：囍雲軒  HEYA （尖沙咀彌敦道 100 號 The ONE 5 樓 503-504）  

費用： $520 (會員及首名同行親友 )  

 $550 (非會員 ) (大小同價 )  

 $450 (樹仁大學在校學生 ) 

有興趣參與的校友可於網上登記（按此連結至登記網頁），又或填妥交回
以下報名表格。首輪報名截止日期為 7 月 29 日，並須於報名同時交上聚餐付費
紀錄作實。如因疫情令致周年聚餐改期或取消，校友會都可退回已繳費用。  

 

 

 

 

 

 

 

 

 

 

 

 

 

 

 

樹仁大學校友會 2022 年周年聚餐報名表 

本人將會參與 2022 年 8 月 13 日的校友會 2022 年周年聚餐：                                            

（請於以下適用的方格上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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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姓名：                        學系：                                   

聯絡電話：                        電郵：                                   

我是：校友（畢業年份                    ）  在校同學  仁大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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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9 日(星期五)。 

 

mailto:info@hksyuaa.co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INNGCn7HgWc_YziQLP3qNVrznwmz6yfulJjzen-2kvxiGg/viewform?usp=sf_link
mailto:info@hksyua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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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工作匯報  
 

第 40 屆周年會員大會暨網上專題講座  

校友會於 2022 年 3 月 26 日舉行
第 40 屆周年會員大會暨網上專題講
座，邀得重量級校友司徒聖豪博士以
人氣主題主講：「元宇宙．創新、應
用與發展」。司徒博士為 80 年代樹
仁學院經濟學系畢業生，現為香港應
用科技研究院（應科院）首席營運總

監。  

是次專題講座，司徒博士以其豐
富的專業知識，深入淺出介紹元宇宙
的概念、應用與發展。司徒博士於 80 年代末畢業於樹仁
大學經濟系，一直持續進修、學習和努力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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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座中，司徒博士細述元宇宙如何整合不同資訊及通訊科技，透過不同
領域中的新媒體來開創新的應用範疇，從而為人類帶來更真實的虛擬世界和新

體驗。他並指出，元宇宙藉著虛擬世界，改變了我們的社交、工作及生活模式，
令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更緊密融合、互動，而在實際應用上，也跟我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並開拓更多新機遇。他又闡釋了「非同質化代幣」（NFT）的源起與
應用，如何在投資市場開闢一片新天。多位校友亦就講題參與討論，包括大學
學到的知識如何活用到市場新發展之上、NFT 的前景等。由於反應熱烈，講座
最終較原定時間超出半小時才完成，  

 

樹仁快訊 
 
1. 恭賀校友陳國基就任政務司司長 

校友陳國基於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以政務司司長身分率同其他特

區政府主要官員，於國家主席習近平監誓下宣誓就職。校友會謹此致意及道賀，並祝願香港

經濟繁榮，政通人和。 

 

2. 強強聯手 - 仁大與生產力促進局簽署合作備忘錄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與香港樹仁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承諾共同培育更多香港媒體設計、虛擬

實境科技、影音製作及相關範疇的創新專才。[按此瀏覽《新傳網》5月13日報導] 

 

3. 樹仁大學張舜堯博士商業分析研究中心揭幕 

以數據引領企業發展，創新管理與運作的新時代，由張舜堯校友捐贈母校

成立的張舜堯博士商業分析研究中心應運而生，並於6月20日揭幕。中心

將透過數據分析及研究調查，支援工商企業發展，駕馭形勢並開拓機遇。 

 

 

https://www.symedialab.com/talk/%E4%BB%81%E5%A4%A7%E8%88%87%E7%94%9F%E7%94%A2%E5%8A%9B%E5%B1%80%E7%B0%BD%E7%BD%B2%E5%90%88%E4%BD%9C%E5%82%99%E5%BF%98%E9%8C%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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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送別陳永泰教授 

在七十年代加入當時的樹仁學院，並曾任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的陳永泰教授，於2022年4月22

日晚上安詳辭世，享年77歲。陳永泰教授的喪禮於5月22日晚上進行，並於翌日出殯。靈堂上

一幅輓聯說明了陳教授的心志：我改變不了這個世界 但可以改變我的課堂。 

校友會委派林楊賢委員作為代表出席喪禮，向陳教授的家人致以慰問。母校副校監等管理高

層亦到場致意。靈堂上少說也有近半數花牌是由他的樹仁學生致送，反映陳教授深得母校及

同學的敬重。1986屆的社會工作系校友更於網上收集校友心聲，一起分享與陳教授相處的時

光與點滴。 

 

5. 樹仁大學設抗疫輔導熱線 助市民疏導負面情緒 

《東網》4月5日報導：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與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以及香港學

校輔導專業人員總工會於2022年4月合作推出抗疫心理輔導熱線「仁心熱線」。計劃包括電話

熱線服務及網上心理支援服務兩部分，熱線輔導員由經過培訓的輔導心理學系學生及畢業生

或註冊輔導員擔任，將提供情緒疏導、家長管教諮詢、提升親子關係策略、疏導DSE考生壓

力等服務。首輪服務即日起開始，為期兩個月，並將視乎社會需要作調整。 

[按此瀏覽東網原文報導] 

 

 

 

 

 

 

 

 

 

 

 

 

 

永久會員會費優惠 

如果您是校友會的普通會員而尚未繳付 2022 年年費$80，又或有意以優惠會費申請 / 轉作永久會
員，可隨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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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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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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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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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syuaa.com/wp-content/uploads/2021/05/APP_FM2020_full_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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