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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畢業生與母校保持緊密聯繫。

歡迎加入校友社群
見證母校成長

香港恒生大學需要大家
齊心支持，共創未來。

踏入新學年，香港恒生大學（恒大）高興迎接新一學年新生的
同時，亦不捨四年級同學畢業，各奔前程。雖然同學畢業離開
母校，但母校仍希望與你保持緊密聯繫。
發展及校友事務處的角色是擔當學校與校友之間的橋樑，我
們積極透過不同途徑，包括︰發展及校友事務處網頁、校友刊
物、電子報、社交平台等發放恒大及本處的最新消息、活動，
讓各位校友能得悉母校的最新動向。
除了畢業生外，學生是恒大校友社群的未來支柱，現就讀恒大
的學生於2021年起均成為校友網絡之學生會員，你們可獲邀參
與特選校友活動，例如︰你可參加職業分享會，學兄姊屆時會
與大家分享職場經驗，讓你能加強與業界連繫，獲取實習或就
業的機會，有助個人及職途發展。

校友互動 拓闊人脈
香港恒生大學由恒生商學書院、恒生管理學院發展至今已有42
年，共有逾二萬名校友，大家如能聚在一起組織成校友社群，
必然是一個龐大的力量發展人脈關係，讓大家認識不同界別的
朋友。同樣地，你們亦是扶助母校的重要力量，因為有你們的
支持及參與，母校才能不斷成長，例如︰拓建校園、增加設
施、開辦新課程等，讓恒大能夠成為具領導地位的非牟利私立
博雅型大學。
各位校友可透過發展及校友事務處網頁上的「校友名冊」，定
期更新你的個人聯絡資料，讓我們能與你們連繫。我們亦不時
舉辦各項校友活動，包括︰體育活動、興趣班、升學分享會
等，歡迎各位校友踴躍參加。
請掃瞄二維碼瀏覽發展
及校友事務處網頁：
aaao.hsu.edu.hk
歡迎校友登記
校友名冊

校園概況

興建新教學大樓 配合策略發展

香港恒生大學興建新教學大樓—創意人文館。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發展至今現有五個學院，包括商學院、
傳播學院、決策科學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以及翻譯及外
語學院，提供26個四年制榮譽學士課程及12個碩士課程。為
迎合社會的需要，恒大不斷拓展新課程，為社會提供不同行業
的人才，共創明天。
恒大現有逾6,000名全日制學生及約200名全職教學人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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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多年來師生人數不斷遞增，現時的設施不敷應用，亦缺乏多
用途室及場地供學生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再加上恒大有見創
意產業的興起，以及數碼科技應用與日俱增，社會對這類人才
需求殷切，不少學生亦對此充滿濃厚興趣。有見及此，恒大積
極推動創意文化產業，決定於校園建「創意人文館」，培訓創
意媒體專才。
「創意人文館」樓高五層，是一座兼顧環保和持續發展的建築
物，位於校園最具歷史部分M座及近年興建的李兆基綜合大樓
之間，貫通校園新舊建築，同時喻意「新舊」相連。

集腋成裘 持續發展

「創意人文館」將設有展覽廊、多媒體編輯實驗室、多功能數碼
演講廳虛擬圖

工作室、演講廳，並配備先進燈光及音響系統、動畫、電腦、圖
像和視頻編輯製作設施。學術辦公室亦將位於「創意人文館」最
高兩層，方便教職員與學生會面，有助彼此交流討論。
「創意人文館」於2021年12月動工，預計於2023年底竣工，
預計總建築工程費用逾港幣$1.6億元。恒大的未來有賴各界人
士、校友、師生及友好的鼎力支持，集腋成裘，讓恒大能持續
發展，繼續提升校園設施，培育優秀人才。

如欲獲得更多
有關「新教學大樓興建計劃」，
請掃瞄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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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訪

戴麟

疫境
求變
戴麟帶領公司團隊設計
及生產口罩，在逆境中
創出新商機。

《周易·繫辭下》云：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論

做人、處事遇到某個樽頸位時需求變，才有一番新景
象。畢業於1988年的戴麟深明此理，作為全球最大衣

架製造商萬美集團（Mainetti Group）遠東區總裁面

對全球疫情衝擊，他帶領團隊臨危不亂，化危為機，
開拓新商機生產口罩，更成為東京奧運及北京冬季

市場接受。大家決定捲土重來，皇天不負有人心，終於研發成
功推出市面。公司其後不斷推出不同款式及功能的口罩，迎合
市場的需要，並創立個人防護裝備產品系列MainettiCare，由於
品質及效能俱佳，更成為東京2020奧運及2022冬季奧運中國香
港代表團的官方口罩供應商，並獲得北京冬季奧運委員會及國
際奧委會的青睞選用此口罩。

奧運中國香港代表團的官方口罩供應商。

公司成功在疫情突圍而出，生產的口罩大獲好評，Paul回顧說︰

疫情爆發影響全球經濟，在工業界打滾多年的戴麟（Paul）如何

豪。經此一役，我們深明只要面對逆境不要自亂陣腳，危中自

帶領公司化危為機？他語氣堅定地說︰「疫情爆發初期，身為
管理層首要處理的是同事安全，將感染風險減至最低，因為只
要大家身體健康兼公司營運良好能繼續支薪，便可以群策群力
紓難解困，當時我們還協助供應商及客戶解決不少問題，促進
彼此關係，真是意料之外。」

運用創意覓出路

「我們非常高興能為公司開拓出路，更可推廣『香港製造』
的產品，看見運動員戴上我們的口罩，大家感到非常鼓舞及自
有機，創出一片天。我們二十多位同事身經此事彷如人人讀畢
一個MBA（工商管理碩士），其實只要不怕蝕底的心態做事總
有得着。」
每個人一生中總會遇上逆境，但面對逆境不應感到懼怕，Paul向
年輕人分享無論你修讀甚麼學科，最重要是學懂解難。他以前
是一位超級樂觀的人，但這三年有太多經歷，「我心態上亦有
少許轉變，因疫情關係，我在上海短短兩年多時間便曾接受九

疫情初期各國出現口罩荒，並重挫不少行業，Paul的公司難免受

次的隔離政策，很多人覺得這是慘痛經歷，我回想以前很多事

影響，但他與同事靈機一觸運用創意思維，決定製造口罩，為

情不用計劃周詳，但現在做每件事最好要預先籌謀以防突變，就

疫情出力外，又可以為公司拓展新業務。Paul於是邀請二十多位

像我於上海『封城』那次，我要做足六件事才能順利回港。」其

自動請纓的同事合力研發口罩機及設計口罩，短短兩、三個月

實這是一個磨練自己的好機會，要懂得理性分析處理事情，控

時間便成功做出第一個全膠可循環的口罩，可是第一件產品既

制自己的情緒。

成功又失敗，雖可防菌過濾病毒，但沒有顧及用家感受，不獲

校友專訪

戴麟戴着由其公司研發及生產的口罩，
並成為東京2020奧運及2022冬季奧運中
國香港代表團的「官方口罩供應商」。

借鑑歷史作指引

經一事長一智，Paul明言今
次疫情令世界轉變很多，過
往做生意最重要顧及公司
盈利，但現在有多方面需
兼顧，地緣政治便是其中一
例。他寄語年輕人勿急功
近利，應勤學習多向前輩請
教，特別是要閱讀了解多些
不同國家的歷史作為借鑑，
並應具有國際視野，才能突圍而出。有些年輕人會抱怨現在社
會少了很多機會，他明言︰「不少成功人士很了解自己國家的
歷史，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有很豐富的題材讓我們學習，多學
習、多了解，當中會找到出路。」

閱讀好書必受用

身為今屆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的Paul在工業界有斐然的
成績，他直言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投身工業界，但如你有興趣
投身的話，確實是機會處處，畢業生不妨給自己三年時間在

每逢六、七月均是畢業生四出求職的時候，問道Paul有否就
業錦囊 提 供 給 學 弟 妹， 他 說 ︰ 「 各 人 取 態 不 同 ， 我喜歡在
大機構工作，因為能在短短兩、三年時間接觸不同類型的人
與事，當中難免會受氣，但只要抱着退一步，海闊天空的心
態，將 來 一 定 有 所 裨益 。 此 外 ， 你 亦 要 懂 得 時 間 管理，以
及積極幫忙同事，這不是蝕底的事，反而從中可以學習到更
多，帶你走得更遠。」

一間公司汲取經驗，並嘗試不同部門，若有機會更不妨出國
工作，「我當時便是自薦前往新加坡，將香港的工作經驗帶
到當地實踐再加以創新，並閱讀當地的歷史文化，摸索自己
的路向。」
現今有些年輕人一畢業即創業，Paul表示有些人天生便具創
業頭腦，但創業前必要問自己三個問題，其一你是否大股
東？其二你是否有創意？其三你是否是一位出色的後勤負責
人。若你三者俱不是，Paul建議你不妨找一份適合自己的工
作累積經驗，待時機成熟才考慮創業。
常言道︰「機會是留給準備的人」，Paul鼓勵學弟妹多閒逛
書局，閱讀不同種類的書籍，培養閱讀的習慣，定能讓你終
生受用。

身為今屆香港青年工
業家協會會長的戴麟
公務繁忙，百忙中撥
冗回母校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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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金融學系副主任兼校友鄭會榮博士表示，恒大獲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提升及啟動補助金計劃」
資助逾1,900萬港元，開展為期四年的「金融科技知識提升計劃」。

香 港 一 直 於 全 球 金 融 中 心 佔 有 領 導 的 地 位，近

年全球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又稱
FinTech）發展蓬勃，為金融及銀行業帶來前所未有

的創新及變革。為迎合時代轉變，香港恒生大學（恒

大）與時並進，開辦一系列金融科技有關的課程，培
育人才迎合社會需要。

金融科技近年發展迅速，並廣泛利用，尤其疫情加速全球科技
推進，大家對金融科技產品亦愈趨接受。香港恒生大學（恒
大）經濟及金融學系副主任兼校友鄭會榮博士表示：「其實金
融與科技互相結合，並非嶄新意念，櫃員機、入票機及信用卡
等都是利用科技方便客戶。然而，為了提升客戶體驗，讓交易
更簡便，銀行界運用創新及數碼化技術進一步推動金融科技發
展，將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應用在支付、投資管理、
客戶服務、結算交收上，惠及市民及整體經濟。」

獲教育局近二千萬資助

務行業之應用」和「金融科技監管及道德期望」三個科目。鄭
博士說︰「學生除要修讀傳統的金融理論外，亦涵蓋科技元
素、科技衍生出的道德問題等。我們雖是商學院學生，但學生
亦需掌握多方面的知識，尤其是修讀金融科技，再加上良好的
溝通及應變能力，工作時才能與其他部門同事緊密合作，學以
致用。」
為了配合這些科目開辦，鄭博士表示恒大會購置硬件裝置及金
融科技教學軟件，提升教學效能，並增加學生課堂應用實踐的機
會，而且亦會與其他金融機構加強合作，例如︰AWS Amazon、
亞洲金融科技師協會等，為學生提供更多專業培訓及實習機會，
希望學生畢業後能豁免某些專業試，以助學生實踐所學及取得專
業資格，以及掌握業界最新的發展趨勢，發展理想事業。
由於金融科技需要大量人才，故金融科技課程愈趨受歡迎，吸
引不少學生入讀，鄭博士表示修讀的學生最重要是對商業感興
趣，即使中學修讀任何科目也可報讀。畢業生投身商界後需面
對不同的商機及社會變革，故他們亦應抱着持續學習、不斷創
新的心態，緊貼金融

香港政府非常重視金融科技的發展，而且香港對此類人才求賢

市場的轉變，並且要

若渴，恒大的課程配合社會需要，引入創新及科技元素，鄭博

掌握多元化的專業知

士表示恒大獲教育局「自資專上教育提升及啟動補助金計劃」

識，具備跨領域技

資助逾1,900萬港元，開展為期四年的「金融科技知識提升計

能，以應付瞬息萬變

劃」，當中三個學士學位課程「金融分析工商管理」、「金融

的世界。

及銀行學工商管理」及「經濟學工商管理」已於2021/22學年
第二學期起，陸續開設「金融科技管理」、「區塊鏈在金融服

課程新知

恒大經濟及金融學系將增設三個金融科技科目，培訓相關人才。

恒大商學院提供高質素的商業教育，培育商界人才。

人才缺乏機會處處

香港政府非常重視金融科技的發展，以鞏固香港的主要國際
金融地位，香港金融發展局2021年8月發表的《未來的職場展
望︰香港可持續發展及數碼經濟下的金融人才》研究報告指
出，未來數年香港缺乏金融科技相關知識及技能的人才，的確
在近數年的人力資源報告亦同樣顯示這方面的人才在業界上供
不應求。鄭博士透露︰「由於進入數據化的年代，一些傳統工
種雖被科技所取代，但亦有不少新工種應運而生，需要招聘一
些具有金融科技知識的人才及畢業生，例如︰懂得分析大數
據、人工智慧等。畢業生除了可投身銀行界，亦可於金融界發
展，例如︰投資分析、基金管理等。金融科技現階段尚有很多
發展空間，數碼經濟、金融領域互聯互通是未來的大趨勢，相
關的服務、研究等乘勢而起，當中需要專業人才配合，學生就
讀此科未來大有前途。」
全球的銀行及金融業朝着金融科技發展進發，鄭博士指出畢業
生可放眼世界，除香港外，不妨在大灣區或其他海外國家尋找
機會，拓闊眼界。恒大每年亦有學生北上內地實習，汲取更多
學習機會，相信未來跨境金融需求將會持續上升，具有相關專
業及經驗的人才定能在業界一展所長。

鄭會榮博士表示未來需要大量金融科技人才，配合業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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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恒生大學
「紛FunD跑」自行跑圓滿結束

「 紛FunD跑」主禮嘉賓校務委員會主席鄭慕智博士（左七）、校長何順文教授（左八）、
「紛FunD跑」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鍾志平教授（左六）及「紛FunD跑」顧問委員會
聯席主席張華強博士（左五），以及一眾主禮嘉賓主持鳴槍儀式。

香港恒生大學於2018年舉行首屆「紛FunD跑」﹐吸
引不少人支持及參與。我們再接再厲舉行第二屆「紛
FunD跑」
，由於疫情關係，改為自行跑形式，唯仍無
損參加者的熱誠，繼續踴躍支持。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紛FunD跑」自行跑於2021年12月18
日至2022年1月2日圓滿舉行。恒大於2021月12月18日在袁炳
濤校園特別舉行「紛FunD跑」啟動禮，並邀請一眾主禮嘉賓
主持鳴槍儀式，包括︰校務委員會主席鄭慕智博士、校長何
順文教授、「紛FunD跑」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兼主要策動捐
助機構鵬程慈善基金創辦人鍾志平教授、「紛FunD跑」顧問
委員會聯席主席兼校務委員會委員兼校友張華強博士、校董
兼「紛FunD跑」顧問委員會榮譽顧問潘燊昌博士、前任校董
會主席兼袁炳濤校園捐款人李慧敏博士及袁天凡教授、「紛
FunD跑」精彩呈獻捐助機構何善衡慈善基金會代表盧淑娟女
士、常務副校長兼副校長（學術及研究）許溢宏教授、副校長
（機構發展）方永豪博士、「紛FunD跑」全力支持捐助機構
恒生銀行代表黃宏活先生、「紛FunD跑」全力支持捐助機構

李包祥先生、「紛FunD跑」熱心捐助機構東江集團主席李沛良
先生、校友會主席袁益霆先生。
校務委員會主席鄭慕智博士表示香港恒生大學「紛FunD跑」自
行跑獲得逾670人參加，獲得市民、企業機構、非牟利團體、校
友、師生及中學生支持參與，正好代表着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
由於疫情關係，籌辦是次活動幾經波折，「紛FunD跑」顧問委
員會聯席主席鍾志平教授透露為了大家健康安全着想今次改為
自行跑，幸繼續得到不少捐助商及參加者的支持，讓活動能順
利舉辦。
「紛FunD跑」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張華強博士指今次活動其中
一個目標是尋校友，今次獲得不少校友支持，希望將來的活動
有更多校友參加，凝聚校友力量。
校長何順文教授感謝各位捐助機構及參加者的支持，活動所籌
得的款項將支持大學的不同發展項目。何校長希望恒大繼續得
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及給予寶貴的意見，實現更遠大的夢想。
當日啟動禮設有跑步機接力邀請賽，由恒大校長何順文教授、
「紛FunD跑」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及委員、恒大管理層、捐
助機構、校友、學生、教職員組成15隊接力跑隊伍，競逐冠、
亞、季軍殊榮。大家全情投入參與其中，最後由何善衡慈善
基金會2隊贏得冠軍、亞軍為利易海倫博文書院、潘燊昌樂群
書院隊，季軍是何善衡慈善基金會1隊。頒獎禮上，同時頒發
由校務委員會主席鄭慕智博士捐助設立的「校務委員會主席
杯—最支持住宿書院」由善衡康活書院獲得，「校務委員會主
席杯—最支持學院」由商學院獲得，「校務委員會主席杯—推
薦最多校友獎」則由校友周懿行博士獲得，以及頒發感謝狀予
（左起）張華強博士、何順文校長、鄭慕智博士、袁天凡教授、
鍾志平教授及潘燊昌博士全力支持恒大「紛FunD跑」。

校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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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邀請隊參加跑
步機接力邀請賽。

一眾捐助機構及「紛FunD跑」顧問委員會成員。校長何順文教
授捐助設立由恒大人競逐的「校長杯」，男子組得主為工商管理
系四年級學生及大學越野跑隊隊長劉泰言；女子組得主則為學生
事務總監李德芬女士。
恒 大「 紛 F u n D 跑 」榮 獲 由 教 育 資 源 拓 展 協 會 ( C o u n c i l f o r
Advancement and Support of Education, CASE) 2022年「Circle
of Excellence Awards」
「特別活動 / 網上籌款」類別銀獎。

恒大是本年度唯一一所本地大學兼CASE成員機構中唯一的本地私
立大學獲得這項國際殊榮。2022年 Circle of Excellence Awards 共
有近30個國家、636所高等院校遞交超過4,500項目競逐各類獎項。
恒大今次成功獲獎，證明活動得到廣泛認同。
是次「紛FunD跑」自行跑獲得眾多機構支持，讓活動能夠順利
舉行，恒大同仁致以衷心謝意。支持機構分列如下︰
主要策動︰
鵬程慈善基金

精彩呈獻︰
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全力支持︰
恒生銀行
何德心先生
李包祥先生

熱心捐助︰
華訊電子有限公司
東江集團

其他捐助︰

獎品鳴謝︰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潘燊昌博士

佳寧娜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正昌（集團）有限公司

恒達熱水系統設計有限公司
恆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公司
香港晶體有限公司

鴻利達模具有限公司
林文河先生

梁津煥記（禮儀顧問）有限公司
力勁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長弓慈善基金
力嘉國際集團

鄭慕智博士
何順文校長
張樹槐先生
洪敬文先生

「紛FunD跑」自行跑吸引不同組別的人士參加，
包括校友、教職員、家庭及公眾人士參加。

廖於勤教授
麗豪酒店
長樂居
位元堂
支持機構︰
沙田區議會

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

北京同仁堂福明堂中醫藥中心
華隆玩具有限公司
達人傳訊有限公司
無名氏

何順文校長身體力行
參加支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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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校慶日
校長開LIVE

智富同恒
順聽文意

何順文校長與朱子昭校友於「校長開LIVE」與大家分享「財富」管理心得。

三月十六日乃香港恒生大學（恒
大）校 慶 日，校 長 何 順 文 教 授 特
別於校慶日透過網上平台分享

個人「財富」管理經驗，吸引逾四
百位校友、學生、教職員、恒大友

劃，但最重要是保持着『安心自在』的

此外，活動更設有「答問題贏好書」環

心態。」何校長表示每個年代的人也有

節，何校長送出親筆簽名的合著《何善

機會發揮所長，只要趁年青盡早規劃人

衡與恒生銀行早期文化》，吸引參加者

生，抱着正面、樂觀的心態迎難而上，

踴躍搶答，藉此細閱，充實自己。適逢

大家都能夠開拓新出路。

恒大校慶，活動更獲熱心校友支持送贈
iPad作遊戲獎品，吸引一眾參加者參加，

好及公眾一起互動交流。

朱子昭校友認為，無論在個人發展或工

何順文校長與具有多年主持電台財經

面，包括朋輩網絡、方向聚焦以及時間

節目經驗的校友─新城廣播有限公司

作上，各人都應把着眼點放在三大方
管理。他亦鼓勵大家透過不斷學習來增

總經理（節目規劃及頻道運作）朱子

值自己，把握機會，與時並進。

昭先生於活動分享他們在人生不同階

妥善規劃 謹 慎 理 財

段規劃人生、創造有形及無形「財富」
的寶貴心得。何校長分享了其整全健
康（Holistic

最後由一位校友答對問題贏取獎品。

是次「校長開LIVE」談及「財富」管

Wellness）模式，涉及8

理，吸引不少參加者積極提問，向何校

種不同有形和無形的「財富」，包括

長、朱校友請教人生規劃及投資之道，

身體、情緒、資源、社交、工作、環

參加者亦關心年輕人應如何實現理想、

境、AI數碼與學識，必須均衡發展。他

如何開拓創業路。何校長及朱校友引用

建議大家應立下清晰的目標規劃人生︰

自身的經驗分享投資心得︰「最重要

「不同的價值觀會有不同的『財富』規

做好規劃，了解自己性格和目標，謹
慎理財。投資股

何順文校長撥冗拍攝短片解答大家提問。

市前一定要做足

由於「校長開LIVE」收到不少參加者提

功課，了解該公

問，但當日時間有限，何校長未能逐一回

司與大股東的背

覆，故特別拍攝短片解答關於生涯規劃、

景、評估風險，

投資及恒大如何應對疫情等問題，希望能

以期獲得長期穩

回應大家的提問，給予意見作參考。

定回報。」

活動吸引不少校友、學生、教職員、恒大友好及公眾參與，交流意見。

歡迎掃描二維碼
觀看活動重溫。

「領袖開LIVE」系列︰

校園活動

安老服務2.0－重塑與創新
發展及校友事務處過往曾舉辦「領袖開LIVE」系列，反應不
俗。2022年5月27日舉辦第五輯，邀得文化村及迎進生活董事總
經理羅凱寧女士擔任主講嘉賓，向大家分享香港安老服務的發展
及前景。
是次活動由副校長（機構發展）方永豪博士擔任主持，羅凱寧女
士負責主講，探討香港目前面對的安老服務問題，分享她對安老
服務的看法及如何將全新概念引入香港安老行業。羅女士希望透

副校長（機構發展）方永豪博士（左）與主講嘉賓羅凱寧女士一起與
大家探討香港的安老服務。

過樂齡科技，紓緩香港安老服務的不足。
活動中，方永豪博士亦就香港應如何發展
安老服務等議題交流意見，觀眾亦積極發
問互相討論，獲益不淺。
當日文化村創辦人羅守弘教授及其夫
人亦親臨出席，並往圖書館參觀展覽
「念．Mnemonic」。這展覽能成功舉行
實要感謝羅守弘教授提供其親筆畫作，讓

(左起) 方永豪博士、羅守弘太太、羅守弘教授、
校長何順文教授、羅凱寧女士、譚國根教授會面
後合照留念。

羅守弘教授伉儷（左二及左三）與羅凱寧女士
（右四）參觀畫展。

學生們能欣賞羅教授的細膩筆觸。

校友Chill & Chat

「校友Chill & Chat系列」第一輯於2021年10月28日透

過網絡平台舉行，是次活動獲得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支
持合辦，並邀得校長何順文教授擔任主講嘉賓、客席教
授兼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主管合夥人廖於勤教授擔任主
持。何校長分享對提升專業發展應具備的條件及態度，
廖教授則傳授從事會計行業的心得，讓校友獲益良多。
是次活動亦邀請了會計系系主任林自強教授及會計學系

高級講師、校友事務委員會主席周懿行博士作嘉賓，
他們以師長角度對畢業生的專業發展和進修方向分享意
見，鼓勵畢業生需終生學習及建立人際網絡。

（右起）方永豪副校長、何順文校長、林自強教授及周懿行博士參加
「校友Chill & Chat系列」，吸引超過四十位校友、教職員及學生出席活動。

何順文校長分享個人工作經歷，校友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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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學系—校友升學進修分享會
會計學系於2021年7月9日邀請了五位會計學和企業管治學位課程的校友分
享其進修經驗，解答畢業生升學問題。為了能讓更多同學參與，是次分享會
以實體及線上混合模式進行，校友們與畢業生分享半工讀的挑戰及交流進修
目標。
是次分享會旨在解答校友升學及分享半工讀的挑戰。

英文學系—校友同樂日
為促進校友及學生之間的聯繫，英文系於2021年8月21日舉辦
「校友同樂日」，透過籃球、羽毛球等活動與逾60名校友、學
生及同事進行互動的連繫，增進感情。

英文系舉辦「校友同樂日」吸引
不少校友、同學的參與。

管理學系—皮革製作班
管理學系於2021年8月27日舉辦皮革製作班，吸引不少校友參加，
獲得熱烈的迴響。當天校友除學習製作皮革產品外，更互訴彼此近
況，聯繫感情。
管理學系舉辦「皮革製作班」，
旨在增進校友間的感情。

夏日歎美食．健體
為鼓勵校友們與母校保持緊密聯繫，於2021年夏季特
別舉辦「夏日歎美食．健體」，校友們透過是次活動
除可於指定酒店享用餐飲優惠外，還可以免費使用校
內康體設施，大受校友及其親友歡迎。
由於活動大受校友歡迎，2022年7月再接再厲，讓校
友免費享用校內康體設施，相約同伴返母校做運動。
校友們在室內運動場巧遇何順文校長（右五），大家互說近況，
暢談甚歡。

數學、統計及保險學系—桌遊及電競日
數學、統計及保險學系於2021年11月14日舉辦名為「桌遊及電競日」之校友聚會。
學系邀請校友們重回母校透過多款流行桌遊及陣營遊戲與學弟妹打成一片，並與學弟
妹分享其現在的工作發展，讓彼此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桌遊及電競日吸引約30位數據科學及
商業智能學課程校友及學生參加。

校友活動

電子計算系—畢業生分享會
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榮譽）文學士課程畢業生分享會於2021年11月30日舉行，四位校友
應邀出席並在會上與學生分享求職技巧、如何裝備自己及工作心得等。在分享會上，他們
指出學生應要抱積極學習的態度，建立自信，提升溝通技巧，並勉勵學生要積極裝備自
己，迎接挑戰，學生們均表示獲益良多。
校友們在分享會上與學生分享求職技巧與工作心得，讓學生做足準備，踏入職場。

藝術設計系—面試技巧分享會暨文化及創意產業（榮譽）
文學士課程畢業班拍照日
面試技巧分享會暨文化及創意產業（榮譽）文學士課程畢業班拍照日於2021年
12月9日舉行，教師們除分享面試策略外，校友們亦互相分享他們的工作近況。
此外，為慶祝首屆文化及創意產業課程畢業生畢業，該系特別為畢業生安排團
體及個人專業攝影服務，為他們留下難忘的回憶。
文化及創意產業（榮譽）文學士課程畢業生與教授們一起拍照留念。

傳播學院十周年校友聯誼會
傳播學院於2021年12月11日舉辦十周年校友聯誼會，邀請歷
屆傳播學院學位課程的校友回母校一同慶祝這個歷史時刻，與
學院老師及昔日同窗歡聚。傳播學院院長曹虹教授、副院長趙
應春教授、前副院長張志宇副教授，鄭雪愛高級講師分享學院
發展的歷程及未來路向。此外，席間亦有校友分享讀書期間的
點滴，感謝講師的悉心教導。
傳播學院舉辦十周年校友聯誼會，講師
們與歷屆校友濟濟一堂暢聚談近況。

學生大使校友聚會
學生大使校友聚會於2022年5月11日順利舉行，這聚會邀
請了曾擔任學生大使的校友及現屆學生大使出席。當日副
校長（機構發展）方永豪博士、協理副校長（校園發展服
務）楊如虹女士、學生事務總監李德芬女士及學生大使顧
問鍾可盈博士歡迎各位校友重臨母校。
校友們除了分享畢業後的工作及生活，還與學弟妹暢談當
年擔任學生大使時的點滴，將學生大使實踐「學習與服
務」的精神薪火相傳，讓他們能成為代表恒大的專業大使
和未來的領袖。

（後排右四）方永豪博士、（前排右六）楊如虹女士、（前排右五）
李德芬女士及學生大使顧問鍾可盈博士（左二）接待學生大使校友
重臨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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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近況

市場學系
師友計劃啟動禮
香港恒生大學的師友計劃已推出一段
時間，旨在讓學生於在學期間接觸來
自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亦希望導師能夠與學生們分享寶貴的
經驗。市場學系亦設師友計劃，並於2022年1月27日舉行啟動
禮。是次啟動禮以實體及線上混合模式進行，並由發展及校友
事務處資助，吸引逾30位校友導師及50位學生線上參與。
市場學系講師何國偉博士介紹活動，讓參加者了解是次師友計

市場學系舉辦師友計劃啟動禮，歡迎同學們踴躍參加。

劃詳情。受邀校友導師與學生分享他的工作經驗，希望同學們
從中得到領悟。導師們亦與學生們分享職場小錦囊，鼓勵他們勤
力學習，多爭取機會。導師和他們獲配對的學生分成小組見面，
導師們鼓勵同學多些分享自己的個人背景、事業願景，讓導師們
能夠提供針對性的協助，幫助學生發掘職業路向，使他們畢業後
能投入感興趣的行業發展。

校友榮休 展新一頁
服務母校逾20載的會計學系高級講師楊麗群，與恒大有深厚淵
源。她是恒生商學書院（恒商）的第一屆畢業生，因緣際會於
恒商任教至今。Lilian由恒商學生轉變成為恒大講師，見證母校
茁壯成長，她希望大學能繼續秉承理念，培育更多有節氣的優
秀學生。

副校長（機構發展）方永豪博士頒
贈紀念品給予楊麗群校友留念。

發展及校友事務總監陳雯慧女士送贈紀
念品祝福林文河校友退休生活愉快。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自1980年創校至今，培育不少人才，畢業
後投身各行各業，盡展所長，貢獻社會。當中有些校友，如楊麗
群（Lilian）及林文河（Patrick）畢業後曾投身其他機構工作，其
後相繼加入母校，今年決定退休，開展人生新一頁。

歡迎加入LinkedIn
為了與校友有更緊密的聯繫，發展及校友事務處在2022年4月於
社交媒體Linkedln開立了帳戶，歡迎校友加入，壯大校友社群，
開拓大家的人脈。我們於平台上會定期發放恒大的資訊，讓大
家掌握母校的消息。
歡迎大家加入我
們的LinkedIn
平台，請掃描二
維碼。

發展及校友事務處
於社交媒體Linkedln
開立了帳戶，歡迎
校友加入。

2016年開始服務母校擔任財務總監的林文河（Patrick），
轉眼間在母校任職了六個年頭，由銀行界轉至大學工作，當
中充滿挑戰。他憑藉多年經驗，有效妥善管理大學的資源分
配，簡化工作流程，配合恒大的持續發展，讓自己的專業回
饋母校。
我們衷心感謝這兩位校友對母校多年的付出及貢獻，在此祝願
他們退休生活快樂，享受生活的每一天，並期望更多校友加入
恒大工作，一起成就母校的未來。

何順文校長主持
HSU

HSU

HSU

《校長帶你遊校園》系列短片
香港恒生大學（恒大）不斷茁壯成長，校園設施亦愈見齊備。為
加深大家對恒大的認識，發展及校友事務處製作《校長帶你遊校
園》系列短片（共10集），由校長何順文教授帶大家遊覽校園，
介紹各幢大樓及特色設施，校友們可從中看到母校的變化。

歡迎掃瞄二維碼觀賞
《校長帶你遊校園》
系列短片。

何順文校長帶大家參觀恒大各項設施。
HSU

HSU

HSU

連繫母校

尋校友

四十多年來，香港恒生大學培育逾二萬名畢業生，你們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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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你們的聯絡資料已失效，
令彼此失聯，我們希望能夠再次與你們聯繫。
若你身邊的同學們仍未與母校聯繫，我們祈盼你能協助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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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邀請你們參與校友活動。此
外，加入校友網絡，能讓你認識更多朋友，擴闊人際及社交
網絡；亦能讓你尋回昔日同窗，一同回味昔日校園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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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校友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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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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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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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獲取有關捐款計劃，
請掃瞄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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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支持及參與能帶動母校茁壯成長。

新教學大樓興建計劃
今天大學教育必須充分考慮視覺文化和
數碼技術的廣泛應用，以及創意產業的
興起對廿一世紀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
的影響。印刷媒體幾被互聯網媒體，尤
其是YouTube取代，傳統寫作亦同樣深
受影像故事和視頻式散文影響。為了學
生的未來及作為具前瞻性的教育機構，
香港恒生大學致力提供優質教育以迎合
不同新興的職業，尤其是培養學生具備
視聽和藝術製作的技能，讓學生擁有多
方面才能。
由於多年來師生人數不斷增加，現時的
設施未能趕上恒大的發展，教學空間已
不敷應用，亦缺乏多用途室和場地供同
學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正因如此，
恒大現興建新教學大樓，為學生提供更
完善、更充足及更優良的學習及活動空
間，配合學生多元發展。
期盼你為是次興建計劃慷慨捐助，一同
與母校為社會培育更多優秀人才。

請支持新教學大樓興建計
劃，詳情可掃瞄二維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