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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校友協作專責小組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於1980年成立，由恒生商學書院（恒商）、恒生管理學院（恒管）
至現在的香港恒生大學，四十多年來培育了不少優秀的人才，遍布各行業。恒大現正茁壯成
長，需要各位校友的支持，為了團結校友力量，恒大於2020年在校董會副主席兼校務委員會
主席鄭慕智博士鼓勵下成立「校友協作專責小組」，目的是號召香港恒生大學的成員齊心協
力，讓校友參與往來，並就大學的發展策略提供建議，以建立一個緊密的校友社區。

在恒大校董會副主席兼校務委
員會主席鄭慕智博士鼓勵下成
立「校友協作專責小組」。

校友協作專責小組邀請多名資深校友組成，希望藉着他們的人脈網絡及經驗，給予母校意
見。小組成立後，會積極聯繫身處內地或海外的校友擔任海外校友召集人，以聯繫當地的校
友，以及若恒大學生或校友前往當地讀書或就業等，亦可互相幫助。

重視校友 加強聯繫

此外，小組的目的是凝聚校友力量，希望校友們可以用不同方式支持母校，例如︰「一校
友．一份工」計劃，提供職位空缺給畢業生。我們亦歡迎校友擔任學生導師，分享您的寶貴
經驗，提點及幫助學生建立目標，校友亦可以藉此機會與年輕一代溝通，透過雙向交流，教學
相長。我們亦鼓勵校友提供實習機會給學弟妹，讓學生可以從現實工作環境中汲取工作經驗。
我們亦希望透過「校友協作專責小組」促進校友與恒大的聯繫，希望大家能夠幫忙協助及鼓勵
身邊的同學或其他校友與恒大保持聯繫。
無論加入校友會、參加校友活動，以及參與校友事務都是對恒大的一份重大支持及鼓勵。

連繫母校

一校友．一份工
疫情影響經濟，雖然最近疫情稍為放緩，惟就業市場復甦步
伐仍十分緩慢，不少畢業生正努力找尋工作，根據大學聯校
就業資料統計庫（JIJIS）資料顯示，今年首5個月全職空缺

提供實習 汲取經驗

恒大畢業生過往屢獲僱主們的讚賞，恒大在學生實習期間會提

為23,157個，較去年同期的19,274個空缺對比，雖然有所上

供指導及情緒支援服務，促進學生與僱主的溝通。此外，畢業

升，但與前年同期錄得36,342個空缺比較，可見目前仍未能

生們更通過學術培訓及體驗式的學習，令他們具有商業知識及

重返當時水平，仍少約三分一職位空缺，畢業生求職仍然十

良好的溝通技巧，而且擁有良好的工作態度及團隊精神，獲僱

分困難。

主們高度評價。

有見及此，香港恒生大學（恒大）推出「一校友．一份工」計

這個計劃除了呼籲校友提供就業機會外，亦歡迎校友們參與恒

劃，鼓勵校友們參與學生事務處推出之職業配對計劃，提供工

大專業師友計劃，透過與導師們的交流，加深對各個行業的認

作機會給學弟妹，讓畢業生能夠獲得工作機會，發揮所長，並

識，對學生日後的事業發展有莫大的裨益。此外，恒大現正致

期望在就業發展方面加強校友與大學之間的聯繫。恒大誠意邀

力推行「一人一實習」計劃，希望每位學生能在大學生涯中獲

請各位校友，不論您們是僱主，又或是您們得悉公司或相熟公

得至少一個實習機會，為將來就業作出更好的準備，故歡迎校

司有職位空缺都可以聯絡恒大學生事務處，讓學弟妹們有更多

友們提供實習機會，讓學生能將書本理論實踐，汲取經驗。

機會獲得聘用。
恒大祈盼校友們能夠積極參與這個「一校友．一份工」計劃，
此外，「一校友．一份工」會因應僱主的業務發展需要免費推

如有興趣參加這個計劃的校友可掃描以下的二維碼（見右下），

薦人才，期望為畢業生及僱主作出合適的配對。計劃已獲得逾

衷心感謝您們對母校的支持。

百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僱主參與，以及多位校友鼎力支持，反應
良好，希望此計劃獲得更多校友支持。

掃描二維碼，
支持「一校友．一份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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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y不時回母校緬
懷昔日校園生活。

成材・回饋
校友會主席袁益霆先生積極參與校友事務，
聯繫恒商、恒管及恒大三代情。

畢業後，各奔前程，大家為了事業、家庭等不同因素

各有各忙，鮮有參與社會、公益，甚至是校友事務，
然而香港恒生大學校友會主席袁益霆先生多年來積

極參與校友活動，凝聚校友力量，努力為母校出一
分力。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由恒生商學書院（恒商）走至恒生管理
學院（恒管）演變成今日，四十多年來一直肩負作育英才，建
設社會的使命，培育出逾二萬名畢業生，這群校友在社會各個
領域上盡展所長，倘能凝聚一起，力量不容小覷。
為了團結校友，很多學校均成立校友
會，恒大亦不例外，今屆香港恒生大
學校友會（恒大校友會）主席袁益霆
先生（Dicky）很高興母校有校友會組
織，他更義不容辭加入並榮幸被推選
為校友會主席，並明言對母校有深厚

啟發潛能 終生受用

Dicky憶述自己當時選擇正確，因入讀後猶如進入大觀園，老
師教學態度既認真又專業，而且同學們會考成績突出兼勤力讀
書，學校讀書氣氛濃厚，令我的成績突飛猛進，「我高興的是
在恒商遇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大家一起讀書溫習，互相鼓
勵，是我一生的好友，這段友情真是難能可貴。」
入讀恒商更令Dicky拓闊眼界，製造人生的無限可能。「我中一
至中五在地區中學就讀，身邊的同學都沒有遠大的目標，但不少
恒商同學志向遠大，包括︰希望在高考中考獲6A佳績、成功考入
英國牛津大學、考取獎學金等，眼見身邊
的人真是能夠憑努力而達成目標，也啟發
我要加倍勤奮向前行，於是我用功讀書成
功考入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系，更當選
為學生會會長，這一切都有賴恒商改變了
我，誘發出我的潛能，改變了我的人生。」

的感 情 ， 他 憶 說 ︰ 「 我 記 得 當 年 會
考放榜後，我知道如選擇原校升讀
預科考入大學的機會率會較低，故我
決定轉往升讀大學率甚高的恒生商學
書院（恒商）入讀預科。」

Dicky（前排右一）與校友們齊齊回母校參加校友
「恒」動日與何順文校長（前排中）切磋球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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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校友會主席的Dicky時常都會回母校，他高興看見母校茁
壯成長，尤其近幾年發展迅速，除了校園設施不斷改善外，正
名後更陸續推出不同課程以迎合社會需要，大家上下一心推動
學校發展，恒大有今日的成績確實令人鼓舞。Dicky寄言恒大有
今日的成績得來不易，恒大人可以萬眾一心營造出一個獨有文
化，讓外界知道恒大的學生有相當高的可塑性及可能性，這樣
學生們亦會有歸屬感，畢業後，亦會多參與母校活動。

Dicky（左一）與恒大眾高層一起主持「香港恒生大學正名啟動禮」。

恒商對Dicky有深厚的感情，他畢業後亦心繫母校，希望能為母
校出一分力。「我覺得工作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尤其我患病後更

Dicky（左三）與歷屆校友一同
回母校慶祝恒大正名。

有所頓悟，我希望我的人生除工作外，亦有其他貢獻及做一些自
己喜歡的事，例如做義工或參與校友事務，這些都是隨心而行。
校友會給人有人情味的感覺，從中可以擴闊自己的社交圈子，而
因為彼此都是學兄弟姊妹關係，大家都有一分微妙的感情，所以
我喜歡加入校友會，亦鼓勵身邊的朋友參加校友會。」

校友橋樑 振興會務
公私兩忙的Dicky毋懼校友會會務繁忙，擔任今屆校友會主
席，他直言︰「我現在三十多歲的年紀擔任這個職位便最稱
職，因為我們這個年紀正好作一個橋樑與年長一輩及初出茅
爐的校友連繫，促成校友社群，讓大家有機會認識從事不同界
別的校友，擴闊生活圈子之餘，亦可以從中尋獲機遇。正因如

Dicky與恒商同學感情深厚，最近他便與同學們一同參加豪華露營體驗
慶祝相識20周年。

化，發揮效用。」

分享經驗 裝備自己

Dicky雖有鴻圖大計壯大校友會會務，惟在疫情的陰霾下，令

Dicky一直支持母校，除了擔任校友會主席外，亦參與「一校

很多活動、聚會都未能如願舉行，「我們原計劃集合一群營商

友．一份工」計劃，他現在是初創公司的老闆，如公司有合適

的校友，因為他們最具召集力，大家從中可以找尋商機，亦可

的職位他當然會考慮聘請學弟妹。此外，他亦樂意與學弟妹分

以協助恒大推動『一校友．一份工』計劃等。我們亦希望招募

享創業心得，「創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具備創意、恆心、

一些資歷較深的校友，希望他們能與年青校友分享經驗，這些

規律、懂得面對逆境及解難紓困等條件才能考慮創業，同樣地

都因疫情影響而有所延誤。我相信義工、品酒會及郊遊等活動

作為僱員都要有這樣的條件，要讓老闆信任你，才能令自己在

能吸引不少人參加，疫情後校友會將舉辦這些活動，務求招徠

職場上佔有競爭力。」

此，我希望任內能聯繫更多校友加入校友會，令會務更多元

更多校友加入恒大這個大家庭。」
Dicky以過來人寄語剛畢業的年輕人切忌一畢業就創業，應要
其實恒大近年積極推動校友事務，為此特別成立「校友協作專

有周詳計劃及要想清楚市場是否需要你這間公司？如果沒有薪

責小組」並邀請Dicky共謀發展，「我非常榮幸能夠參與小組

金兩年兼繼續要出資經營，仍可支持下去？如果公司所有人離

工作，校董會副主席兼校務委員會主席鄭慕智博士很有誠意推

職，剩下你一人獨力營運仍可繼續？如果有全盤計劃並能承受

動校友事務，召集一群資深校友集思廣益幫忙邀請身邊的校友

這一切風險才具備創業的本錢。Dicky寄語學弟妹在學期間一

們與母校再聯繫，這個任務確實不易，但我相信在大家眾志成

定要裝備自己，奠下良好的基礎，他日才能成就自己，做出無

城下一定能夠成功團結校友力量。」

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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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安地產助學育才

黃子殷
感 恩・蛻 變

我畢生受用。此外，Nick更是一位非常有心兼沒有架子的好老
闆，他很用心培訓員工，不時作出提點，所以我這兩年在宏安
地產學到的東西，可謂不計其數。」
Vanessa在恒大認真學習，並曾參加不少比賽，但她表示學到
的理論一定要經過實踐才能融會貫通，所以她非常感謝Nick於
在學期間捐贈獎學金之餘，在她畢業後更給她一個寶貴的實
習機會讓她在宏安地產擔任培訓生。Nick亦明言希望透過培
宏安地產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鄧灝康先生（左）對黃子殷
（Vanessa）的工作表現十分讚賞。

訓生計劃能培訓公司第二梯隊，他對於Vanessa的表現更極之
讚賞，Nick說︰「Vanessa工作態度認真，是一位難得的好員
工，而且又虛心學習，大家對她的評價都非常高。」

韓愈《雜說四》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

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在社會裏，很多人周身刀

張張利，但因為未遇到賞識而未能發揮所長。2019
年市場系畢業生黃子殷（Vanessa）畢業後慶幸遇上

Vanessa於恒大四年
努力讀書，考獲一級
榮譽成績畢業。

「伯樂」宏安地產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鄧

灝康先生（Nick）
，讓她能發揮所長，並調派她往不
同的部門邊做邊學，讓她能全方位學習一間企業如
何運作，獲益匪淺。

努力裝備自己是爭取機會的首要條件，以一級榮譽成績畢業的
Vanessa於香港恒生大學（恒大）就讀這四年間努力讀書，目
標是考取佳績，希望能為自己鋪上一條青雲路。她在學期間因
成績優異曾獲得宏安地產工商管理卓越學業獎學金，讓她有機
會前往宏安地產參觀，畢業後更獲得聘用成為宏安地產的管理
培訓生，給了一個大舞台讓她表現自己。她說︰「我非常珍惜
這個機會並衷心感謝宏安地產，令我眼界大開，公司給我的每
個機會都是一個鍛鍊，因為牽涉不同部門，故每做一件事都要
小心謹慎，認真學習，令我這短短兩年極速成長，這些經驗讓

Vanessa在宏安工作期間，感激同事們的提點及幫助，
亦師亦友，相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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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奬學金 扶掖後進
恒大一直獲得社會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宏安地產便是其中一
間支持機構，Nick說︰「我有幸認識何順文校長，了解到恒大
是一間滿有抱負的高等院校，我覺得應該要出一分力支持恒
大，因為我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我爸爸是沙頭角圍村人，
自小缺乏讀書的機會，故他希望我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在我小
時候便千辛萬苦由沙頭角送往九龍區讀書，其後更送我往海外

除了獎學金計劃外，Vanessa亦希望公司、企業能提供更多就
業機會予恒大的畢業生，「恒大學生願意接受挑戰，在學期間
他們會選擇往印度、柬埔寨等一些較落後國家實習及交流，我
當時便選擇赴馬來西亞實習，因為馬來西亞在網絡營銷上較其
他先進國家落後，我要在一間未開發的公司工作，公司很多事
務要自己由零開始籌備，當中極具挑戰性，而且亦頗有滿足
感。另外，恒大學生在工作上較虛心學習，接受批評努力改
進，希望能得到認同及為未來爭取好成績。」

升讀大學讓我拓闊眼界，這個正是一個活生生由家族農民演變
成為企業的例子。這件事令我感觸良多，我亦知道父親當年因
正值創業階段財政較緊絀，但他仍然資助兄弟姊妹及親戚往外
國讀書，這讓我深深明白到教育是脫貧的最佳方法，現在我有
機會回饋社會，亦會傳承父親的『助學育才』的精神，希望能
將這美德代代相傳，扶掖後輩。」

Vanessa曾前往馬來西亞
實習汲取經驗。

宏安地產於2018年開始設立獎學金計劃予恒大學生，幫助基
層家庭的學生紓緩經濟壓力，這個獎學金計劃非常成功，最近
宏安地產決定繼續支持恒大獎學金計劃。Nick說︰「獎學金可
以幫助基層家庭的同學減輕學費負擔，我們捐贈獎學金能幫
到這些學生脫貧，當他們畢業後可以幫補家計，極具意義。我
支持恒大是因為我在沙田區成長，與沙田有深厚感情，而且恒
大着重商科教學，
我亦是修讀商科出
身，故我與學生分
享交流的時候很有
共鳴感。另外，
我們覺得與恒大合
作愉快，而且恒大
學生好學、主動，

Vanessa在學期間不停爭取機會
四出交流，豐富個人履歷。

有商業觸覺，如
Vanessa及其他獎
學金得獎的同學，
所以我會繼續支持
恒大。」

Nick支持恒大獎學金計劃，藉此幫助基層
家庭的同學減輕學費負擔，並獎勵成績傑
出的同學繼續努力。

減輕負擔 獲得認同

Nick接觸不少年青人，問及他
對年青人有何提點時，他坦言︰
「二十歲的小伙子要腳踏實地做
事，我曾遇到一些2000年後出生
的青年，做事較急進，上任不久
便嫌工作沉悶辭職，但我認為要

的確獎學金對學生來說既能減輕學費壓力，亦是一種鼓

充分了解一間企業以及找到自己

勵。Vanessa表示因有獎學金讓她可以更專心讀書及參加比賽

的定位至少需要一、兩年時間，

以豐富自己的履歷，助她為未來工作鋪路。「宏安獎學金讓我

故年輕人應該要謙虛學習，努力

不用找兼職幫補學費，我可以專心讀書，最終考獲一級榮譽成

裝備自己。而從事每一行業都有

績畢業，獎學金對學生的確有很大幫助，我希望有更多有心人

苦與樂，最重要是訂下目標，努

支持獎學金計劃，讓更多學生受惠。此外，獎學金亦能推動學

力向前。」

生用功讀書，向目標邁進。」

住宿書院的生活讓Vanessa
學懂與他人相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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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望・成 長

黃友徽

Kira希望憑「知識改變命運」，努力
讀書考取獎學金，向理想進發。

「少年不識愁滋味」
，當部分年青人仍抱有依賴心態或只顧玩樂

時，自幼家貧的黃友徽（Kira）一直都為自己的前途着想，謀求出

路。Kira冀望憑知識改變命運，入讀香港恒生大學（恒大）後努力
讀書考取獎學金，向自己的理想進發，將來回饋社會。

眼前的校友黃友徽（Kira）雖只是一位
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但經過生活歷練及
四處遊歷，他的外貌及言談比同齡人成
熟，他說︰「我自小家庭經濟拮据，與
舅父相依為命，眼見身邊的同學、朋友
有機會參加課外活動，可以擴闊眼界，
學到一技之長，但自己因為家庭環境關
係，根本沒有閒錢應付課外活動的開
支。當時我覺得自己裹足不前，亦感覺
前路茫茫，對自己的前途甚為懊惱。」

獲獎學金 拓闊眼界

然而，他沒有自暴自棄，決心努力讀
書，「雖然我讀書成績不是非常標青，
亦是一位ADHD（專注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的學生，但我的優點是肯學肯
做，勇於嘗試及學習，終於成功入讀恒
大，令我有機會前往世界各地見識，探
索人生，令我更有信心規劃我未來的路
向，入讀恒大的確改變了我的人生。」
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他衷心感謝各界
有心人捐助獎學金，令他能夠支付大學
學費︰「我家庭經濟拮据，沒有能力繳
付大學學費，慶幸學生資助處替我解決
學費問題的同時，我亦能成功申請獎學
金，在學期間，我努力讀書，希望能考
取獎學金，一方面應付學費開支，另一
方面我很渴望往外國不同的地方交流實
習，拓闊眼界。」

Kira的努力沒有白費，他在恒大四年間
獲得多個獎學金，包括︰獲得由「偉倫
基金有限公司」捐助的獎學金資助他往
吉隆坡參加由哈佛大學舉辦的哈佛亞洲
暨國際關係計劃會議。他憶說︰「這個
會議有六百多位青年領袖及學界、商界
及政界的領袖參加，我要過五關斬六將
才成功被甄選，我希望透過這機會能代
表恒大與哈佛大學的不同國家學生交
流，讓更多人認識恒大。
他很感謝捐款人的善心，讓他能夠實踐
自己的理想，同時獲得獎學金亦是一個
肯定。Kira曾獲得獎學金前往印度、柬
埔寨及馬來西亞等地實習，「我在柬埔
寨參與國際義工服務，能夠體察當地的
人民生活、社會基建，又曾於孤兒院、

露宿者地方、垃圾山村、墳場村做義工，
我親身體驗當地的衛生環境、生活狀況，
我一邊做義工一邊有很多反思，我感受到
社會上有很多人需要我們的關注及幫助，
我嘗試用自己的角度並配合在恒大學習的
市場學理論，配以專業訓練，構想如何發

校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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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a感謝各位捐款人，令他有機會往海外交流，
拓闊眼界。

展當地的護理業，希望能夠幫助有需要的
人，以專業創未來。」
入讀恒大後Kira努力讀書考取獎學金，
其實都有人問他為甚麼如此積極爭取？
他直言︰「我非常感謝恒大有很多機會
及支援給學生往海外交流，我更感謝捐
款人捐贈的獎學金讓我可以有機會實踐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覺得
讀大 學 階 段 是 人 生 的 重 要 時 機 ， 可 以
給自己探索未來的人生路，所以我會
把握在恒大每個學習的機會，從中發
掘創意，開拓國際視野，訓練危機處
理、應變及溝通的能力，令我能摸索
將來的路向。」

答謝捐助 努力向上

Kira在恒大讀書期間，獲得不少機會，
這都有賴捐款人的善心捐助，「我最高
興是有幸見到捐款人，親口答謝他們，
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利國偉夫人。
利夫人在我獲得偉倫基金獎學金時曾勉
勵我說年輕人不要怕捱苦，要多學習創
新科技及不同範疇的事物，從中一定可
以找到自己的事業路向；利夫人更表示
舊生可多些回校與教授共聚分享，母校
永遠都會支持校友。此外，我亦與其他
捐款人會面，他們很有興趣了解我的交
流生活，並勉勵我要努力向上。」
能找到自己未來的路向，Kira感激恒大
及每個捐款人的幫助及指導，他不諱言
要為這個世界盡一分棉力，「我讀恒大
的時候，無論母校、捐款人或是身邊都
有很多好心人曾幫助我，我很想將當初
的感動轉化成一股動力，再加上我是
ADHD學生，以往在讀書及成長路上都
遇到不少困難，我很希望以自身作為例

Kira在恒大期間積極參
加不同活動，充實自
己。Kira與何順文校長
（右四）及其他同學結
伴行山。

子，證明ADHD學生也可以靠自己努力，
克服重重困難，所以我畢業後決定朝着
職業治療師之路邁進，幫助有ADHD及其
他學習障礙的小朋友，回饋社會。」

積極進修 回饋社會

成立一個兒童教育及康復組織，幫助有
需要的人。」
捐款人的善心讓Kira能夠在恒大一展所
長，找到他的人生目標，他希望於未來
日子能有更多有心人捐助恒大，讓學弟
妹都能像他一樣有更多機會發掘潛能，
貢獻社會，源源不絕，生生不息。Kira
衷心感謝說︰「每位捐款人的捐助我一
定會銘記於心，並會以他們作為榜樣，
回饋社會。」

Kira憑藉自己的努力成功獲得由何善
衡慈善基金會捐助的「何善衡海外碩
士 升 學獎學金」，讓他可以達成夢想
遠赴澳洲雪梨大學修讀職業治療碩士
課程。「我獲得這
個獎學金必定會努
力讀書，並希望能
結識其他志同道合
的人一同發掘更多
創意，推動社會進
步。我相信職業治
療這門學科在發展
中的國家充滿潛
力，我有志從事兒
童及長者服務，我
計劃修畢碩士後，
能夠在兒童及康復
組織工作，同時會
繼續進修，希望日
後 能 於 發 展 中 國 家 Kira獲得偉倫基金獎學金，他最高興是能親自答謝利國偉夫人的善心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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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開Live」
創新猷

「領袖開LIVE」邀得袁天凡先生（中）擔任主講嘉賓分析現時的全球經濟環境，旁為何順文校長（右）
和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兼商學研究所副主任鄭會榮博士。

為 了 聯 繫 校 友，發 展 及 校 友 事

首次「領袖開LIVE」於2020年6月30

題目為「專才、通才大決鬥」之如何

日，邀得兩位校友兼青年工業家領

創造契機，兩位主講嘉賓從「專才」及

袖張華強博士與戴麟先生擔任主講嘉

「通才」角度，分享觀點及經驗，務求

賓，並由副校長（機構發展）方永豪

令校友們能夠了解自己，把握機遇，發

進行。我們於2020年6月開始推出

博士擔任主持，當日更得到香港青年

掘更多發展空間。

平台邀請工商界領袖、校友分享

順文教授招待。

務處定期舉辦各種不同的校友活

動，但由於這年受疫情影響，為減

少社交接觸，校友活動改為網上
「領袖開LIVE」系列，於網上直播
個人經歷及管理領導心得。

這系列於2020年6月首度「開Live」，
至今共推出四次「領袖開LIVE」，分別
邀請了校友兼青年工業家領袖、保險達
人、投資銀行家，以及企業財務主管分
享意見，更與校友、學生互動交流。

首次「領袖開LIVE系列」以「專才、通
才大決鬥」之如何創造契機為主題，與
校友分享如何備戰自己，提升競爭力。

工業家協會前會長廖錦興博士支持，
親臨校園出席是項活動，並獲校長何

校友活動

第二次「開LIVE」於2020年7月22
日，以「保險業」為主題，邀得保險業
監管局主席鄭慕智博士（亦為恒大校董
會副主席兼校務委員會主席）、保險業
界翹楚潘燊昌博士（亦為恒大校董、恒
大－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兼籌募及捐款
委員會主席），以及保險業監管局行政
總裁張雲正先生擔任主講嘉賓，並由數
學、統計及保險學系教授（實務）李彥
鴻教授擔任主持人。

成功邀得袁天凡先生分享經濟形勢，吸引不少恒
大成員參加。

該次活動從個人、業界及監管者角度分
享意見，主講嘉賓們亦與參與的校友、
學生分享成功要素及投身保險業的入門
秘訣，以及如何發掘日常生活新常態改
變而衍生新式保險產品，節目中大家踴
躍發問，積極討論，獲益不淺。
（左起）副校長（機構發
展）方永豪博士、校友兼
青年工業家領袖張華強博
士、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前會長廖錦興博士、校友
兼青年工業家領袖戴麟先
生及校長何順文教授

（左起）校長何順文教授、數學、統計及保險
學系教授（實務）李彥鴻教授、副校長（機構
發展）方永豪博士

第三次「開LIVE」於2020年10月14日

兩位主講嘉賓鄭志偉先生與張文祺先生

以全球經濟復甦為主題，邀得傑出投資

暢談企業在疫情、新營商環境下如何規

銀行家、盈科亞洲拓展有限公司獨立非

劃經營，以及企業財務管理上之應變措

執行副主席袁天凡先生擔任主講嘉賓，

施。主講嘉賓更與主持人廖於勤教授分

並由恒大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兼商學

析行業未來趨勢，探討如何迎接機遇；

研究所副主任鄭會榮博士擔任主持。

校友及同學們席間與在場嘉賓討論疫情
下行業面對的挑戰及困難，並分析年輕

席間袁先生精闢分析當前全球經濟環

人如何投身會計行業，各位暢所欲言，

境、市場新形態及經濟復甦關鍵，當日

透過討論各抒己見，收獲甚豐。

吸引約400位恒大成員包括校董會或附
屬委員會成員、恒大－基金會會員、
校友、教職員及學生參加。袁先生與參
加者在線上就不同議題，包括︰中美關
係對香港的影響、香港未來經濟發展趨
勢，以及全球經濟前景的看法等，大家
進行討論及交流，反應熱烈，參加者從
中得到啟發及領悟，受益匪淺。
第四次於2020年12月1日邀得嘉里物流
聯網有限公司首席財務主管鄭志偉先生
及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財務總監張文祺
先生主講「銳變改革 超越傳統 CFO新
第二次以「保險業」為主題，邀得保險業監管局
主席鄭慕智博士、保險業界翹楚潘燊昌博士，
以及保險業監管局行政總裁張雲正先生擔任主
講嘉賓透過網上平台與大家分享意見。

里程」，並由恒大客席教授、羅申美會
計師事務所主管合夥人廖於勤教授擔任
主持人。

（左起）副校長（機構發展）方永豪博士、
嘉里物流聯網有限公司首席財務主管鄭志偉先
生、校長何順文教授、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財
務總監張文祺先生、恒大客席教授、羅申美會
計師事務所主管合夥人廖於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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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開Live」
載譽歸來

「校長開LIVE」由校長何順文教授（左二）擔任主講嘉賓，副校長（學術及
研究）許溢宏教授（右一）、副校長（機構發展）方永豪博士（左一）以及
香港恒生大學校友會主席袁益霆先生（右二）擔任講者。

「校長開LIVE」於2021年3月19日再度
舉行，由校長何順文教授擔任主講嘉
賓，副校長（學術及研究）許溢宏教
授、副校長（機構發展）方永豪博士以
及香港恒生大學校友會主席袁益霆先生
擔任講者，與校友、學生分享意見。
何順文校長在是次「開LIVE」中，與
校友分享恒大最新的發展情況，恒大
會依照五年策略發展計劃按部就班，
開辦更多學士及碩士課程，迎合社會
的需要。此外，恒大感謝社會各界人
士對我們的支持及信任，在疫情期間
捐款成立「恒大COVID－19學生援助
基金」幫助因疫情而面對經濟困難的
學生解困，我們希望有更多校友支持
此計劃幫助學弟妹。

分享入職錦囊

壓軸環節是四位嘉賓與校友們
分享自己第一份工的苦與樂，
何順文校長憶說︰「他預科畢
業後的第一份工是當核數員，
一邊做一邊摸索，我很感激當
時上司的教導，啟發我日後向
會計界發展。」
何校長寄語年輕人應不怕吃
虧，要主動學習，珍惜每個工
作機會，增加經驗。許溢宏副
校長、方永豪副校長及袁益霆
先生亦各自分享箇中經驗，勸
勉年輕人要虛心學習，方副校
長表示每個工作經驗是為將來
鋪路，故要積極投入工作。

頒發感謝信予多位恒商校友答謝多年來的支持。

此外，為答謝恒生商學書院校友的支
持，當日由何順文校長頒發感謝信答
謝他們多年對母校的支持。何校長表
示恒大有今日的發展，校友們的支持
是功不可沒的，希望於未來日子校友
們能夠多參與母校的活動，並鼓勵更
多身邊的校友一起出席，讓恒大的發
展可以一日千里。

何順文校長分享年輕時的照片。

校長．教職員校友齊【恒】動

恒大積極舉辦校友活動以聯繫各界校友，當
中有些校友畢業後選擇加入恒大工作，有些
擔任大學講師，有些從事文職工作，協助推
動母校發展。
為了連繫這群教職員校友，發展及校友事務
處於2021年6月30日舉辦校長．教職員校友
齊【恒】動邀請教職員兼校友與校長何順文
教授、副校長（機構發展）方永豪博士及校
友事務委員會成員一起於午膳時間齊齊試玩
新興運動，聯繫感情之餘，亦感謝他們對母
校的支持。

何順文校長（右二）
與方永豪副校長（右
一）與教職員校友一
同參加校長．教職員
校友齊【恒】動。

教練向校友們示範
如何掌握旋風球的
玩法。

校友活動

校園擴建計劃

為了迎合時代趨勢和惠及莘莘學子，香港恒生大學（恒大）不
斷開拓新學科，讓學生有更多選擇，並為社會培育不同範疇的
專才。因應課程增加，學生人數不斷上升，現時已逾6,200名
學生，故現有的設備已不敷應用。
因應課程及學生人數增加的需要，以及長遠的策略發展，
恒大正進行校園擴建計劃，擬於校園西徑位置（毗鄰現時M
座戶外籃球場/網球場）興建一幢新教學大樓，新大樓將設
有多媒體工作室、展覽廊及演講廳等新設施，以提升教學
設備及優化學習環境。

恒大正進行校園擴建計劃，擬於校園西徑位置（見紅框，毗鄰現時M座戶
外籃球場/網球場）興建一幢新教學大樓。

惟興建新教學大樓需要龐大費用，恒大乃一所私立大學，沒有政府或機構任何營運經費資助，故恒大需透過外界捐助才能興建新大
樓及發展其他校園設施，現時已籌得部分興建費用，學校仍努力向各界籌款以進行校園擴建工程，希望社會各界能支持本校，讓學
生能在設備完善的校園學習，發揮所長。

2019及2020年度
畢業禮

校友近況

同為2012年畢業的恒生商學書院（恒商）校友黃諾行與黃傲霜
當年因緣份牽引兩人於恒商成為同學，一起讀書。經過年月的相

有見疫情緩和，恒大於2021年3月下旬及4月舉辦2019

處，兩小口子決定共諧連理。一對新人更專程回母校拍攝照片，

及2020年度畢業禮。典禮儀式由五個學院分別主辦，

紀念相識的地方，緬懷昔日的校園生活。在此祝福一對新人白頭

邀請畢業生及其家人見證及分享人生的重要時刻，席

到老，永結同心。

間何順文校長及各學院院長送上祝福及勉勵。在此祝
各位畢業生前程錦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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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校友

四十多年來，香港恒生大學培育逾二萬名畢業生，您們每一
位對學校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然而，由於部分八、九十年代
的畢業生，離校至今已有多年，故您們的聯絡資料已失效，
令彼此失聯，我們希望能夠再次與您們聯繫。
若您身邊的同學們仍未與母校聯繫，我們祈盼您能協助幫忙
邀請他們加入校友網絡，重新與母校聯結，讓他們也能再次
緊貼母校最新資訊及發展，以及邀請您們參與校友活動。此
外，加入校友網絡，能讓您認識更多朋友，擴闊人際及社交
網絡；亦能讓您尋回昔日同窗，一同回味昔日校園時光。

創校至今，歷經四十餘年，有些校
友已移居海外，我們除了期盼能
與本港校友聯繫，亦希望能與身
處海外的校友聯結，組成國際校友
網絡，讓身在當地的校友，以及其
他前往海外升學、工作或定居的校
友、同學們能於當地互相照應。

歡迎您們分享此連結
https://rb.gy/lmwemz
或二維碼，讓更多校友
與母校保持聯繫。

集腋成裘 回饋母校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由恒生商學書院走至現在正名為大學，當中經歷不少挑戰及考驗，幸得各持份者及社會人士的鼎力支
持，特別是校友對母校的關顧，讓恒大能夠秉承「博學篤行」的校訓，繼往開來，培育菁莪。
恒大多年的發展幸得各界人士的慷慨捐獻支持，期間培育出逾二萬名畢業生，造福社會，我們對此銘感於心。恒大作為一所
非牟利的私立大學，有賴各界人士的支持，才得以提升校園環境、教學設備及教研質素。校友對母校的貢獻更是功不可沒，
您們的支持及參與能帶動母校茁壯成長。

支援學生 共度疫境

近月，疫情持續令香港不少家庭面對經濟困難，香港恒生大學（恒大）有些學生亦遭受影響，為了幫助學生度
過困境，恒大特別成立「恒大COVID－19學生援助基金」，基金成立至今已收到不少學生申請。恒大誠意邀請
各位校友為學弟妹提出支援，讓他們能解決學費及其他經濟困難，捐助金額多寡隨緣樂助，亦歡迎各界有心人
捐助支持此基金，為有經濟困難的學生送上及時雨。
為答謝校友的支持，凡捐贈「恒大COVID－19學生援助基金」均可獲贈精美紀念品。請即支持，欲知更多此
基金詳情可掃描（圖右）二維碼。

綠源恒動

香 港 恒 生 大 學 矢 志 將 可 持 續 發展的理念融入教與學之
中，歡迎校友及您的家人一同參與，齊齊為母校的可持
續發展出一分力。

校友每月捐獻計劃

香港恒生大學為盼能與校友攜手同行，特設「聚沙成塔 成就未來」校友每
月捐獻計劃。校友每月的一點捐獻，能協助母校推動大學持續發展，並扶
持學弟妹的全人發展，您的回饋能體現出薪火相傳的傳承精神。
為答謝校友的支持，現凡參加「聚沙成
塔 成就未來」校友每月捐獻計劃者均可
獲贈由發展及校友事務處特選的精美卡
片盒乙個。

連繫母校

博學座位
冠名計劃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之長遠發展需要您的鼎力支
持，我們特別推出「博學座位冠名計劃」，讓您為家
人、朋友、企業或自己在恒大留下特別的紀念，並在
大學發展方面給予全力支持。
凡支持「博學座位冠名計劃」可獲冠名香港恒生大學
其中一個演講廳內（何善衡教學大樓馮堯敬堂、M座
M1003室演講廳或N座林李翹如演講廳）乙張座位以作
鳴謝。獲冠名之座椅靠背或扶手將置有刻上您或您摯
愛親朋名字之鳴謝牌匾。

請支持「博學座位冠名計劃」，
欲知詳情請掃描（圖右）二維碼。

支持「博學座位冠名計劃」，您的鳴謝牌匾將被鑲在您所選之座位上。

何善衡教學大樓馮堯敬堂

N座林李翹如演講廳

M座M1003室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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