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約專輯

香港城市大學

在過去三十年，我先後

為香港城市大學擔任校董

會成員、副主席及主席，

現為副監督，見證了城大

的成長歷程，也與城大建

立了一份深厚的感情。城

大發展迅速，為社會培育

眾多專業人才及領袖，近

年的世界排名更屢創佳

績，對此我感到非常欣喜

和自豪。

我很榮幸能夠自 「傑出校友獎」 設立以來，連續三屆出

任評審團主席；適逢今年是城大建校三十周年，實在別具

意義。本屆我們收到眾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優秀提名，評審

工作極具挑戰性，最後選出了兩位得獎校友。他們獲評審

團一致的高度評價，在個人成就、對母校和社會貢獻方面

均表現出色，體現了城大專業教育的豐碩成果。我謹在此

熱烈恭賀兩位得獎校友，祝願他們在所屬領域更上一層

樓，繼續服務母校和社會。

藉此機會，我特別感謝各評審團成員，包括李麗娟女

士、盛智文博士、許業榮先生、郭位校長及王世全教授，

抽出寶貴時間與我一起擔任評審工作。此外，我亦感謝甄

選顧問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在評審過程中提供寶貴建議及協

助。

最後，我感謝所有提名人及候選人的積極參與，期望透

過 「傑出校友獎」 這項活動，鼓勵更多校友追求卓越。

香港城市大學副監督
第三屆 「傑出校友獎」 評審團主席

梁乃鵬

校友在推動大學發展中

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城大創校至今三十年，培

育了許多畢業生，服務於

各行各業，更有不少校友

憑著專業知識和個人努

力，成為社會翹楚。喜見

校友積極參與母校活動，

並以不同形式支持大學發

展，我既感高興，又深受

鼓舞。

適逢大學成立三十周年之際，城大本年度頒發第三屆

「傑出校友獎」 予兩位卓越校友。他們不但在所屬的專業

領域表現出色，對母校及社會亦貢獻良多，為其他校友樹

立優秀榜樣，啟發年輕一代以一己所長服務社群。我謹代

表城大祝願兩位得獎校友日後締造更璀璨的成就，並期望

他們繼續支持母校，與我們一起再攀高峰。

藉此機會，謹向評審團主席梁乃鵬博士、各位評審團成

員及甄選顧問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致以萬分謝意，感謝他們

在百忙中抽出寶貴時間擔任評審工作。亦衷心感謝各位提

名人及獲提名校友的積極參與，期望他們繼續支持大學發

展。校友聯絡處同事在籌辦整個活動中付出許多努力，使

之得以順利進行，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及大學傑出教授
郭位

第三屆「傑出校友獎」
香港城市大學矢志成為

研究優異、專業教育出眾

的全球一流學府，致力培

育和拓展學生才能，創造

實用知識，推動社會和經

濟進步。經過三十年的努

力，城大已是香港和亞洲

區高等教育界的重要一

員，過去數年，城大的全

球大學排名更持續攀升，

根據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

構Quacquarelli Symonds的排名榜，城大在建校未滿五十

年的全球五十所最佳大學中排名第四，令城大位居全球最

具活力的高等學府之列。

第三屆 「傑出校友獎」 的得獎校友，正好印證了城大的

教育成就。他們是社會的寶貴棟樑，不但在所屬專業領域

貢獻良多，對推動母校發展及公益服務方面亦不遺餘力。

他們積極向年輕人推廣責任感及無私奉獻的理念，充分體

現校訓 「敬業樂群」 的高尚情操。

我謹在此祝賀兩位得獎校友，深信他們的卓越成就及對

社會和母校的貢獻，必將成為城大學生及校友的楷模。正

值城大三十周年校慶，我亦祝願城大繼續在專業教育及學

術研究方面屢創佳績。

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
胡曉明

「「傑出校友獎傑出校友獎」」 彰顯教育成就彰顯教育成就

城大三十周年誌慶

▲城大第三屆 「傑出校友獎」 評審團成員（左起：王世全教授、李麗娟女士、
郭位教授、梁乃鵬博士、盛智文博士及許業榮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正值創校三十周年，特於本年度頒發第三屆 「傑出校友獎」 ，以表揚在個人事業、回饋母校和參與
社會事務三方面表現優秀和貢獻良多的校友。經過廣泛的提名及嚴謹的遴選過程，本屆共有兩位傑出校友獲頒此項
殊榮，分別是工程學博士（工程管理）兼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何稼楠博士，以及工商數量分析學士魏華星先生。頒
獎典禮為城大三十周年慶祝活動之一，於4月16日晚上在校園隆重舉行。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成立於1984年，迄今已三十載，悉心栽培了十

四萬名畢業生，他們在不同的專業領域中發揮所長，成為社會的棟樑。為

嘉許當中的優秀典範，彰顯他們的卓越成就和不凡貢獻，城大於2009銀

禧年起頒發 「傑出校友獎」 ，由校友聯絡處負責籌辦。首屆得獎校友分別

為NU SKIN大中華區域總裁范家輝先生（商業學榮譽文學士），以及渝振

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主席陳振東博士（工商管理學博士兼行政人員工商管理

碩士）。

第二屆 「傑出校友獎」 於2011年頒發，共有三位得獎校友，包括：安

永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周雪鳳女士（會計學榮譽文學士），TDK（中國）

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梁少康博士 ［工程學博士（工程管

理）］ ，以及樂活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許業榮先生（中國法與比較法法

學碩士）。

第三屆 「傑出校友獎」 的提名期於2013年展開，歡迎所有城大畢業生

透過提名參加，最後接獲眾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優秀提名。城大特邀得多位

來自不同界別的精英翹楚組成評審團，專責評審工作。評審制度公正嚴

謹，評審團根據候選人在三大評審準則下的表現作出評選，包括：

（一）個人成就及對所屬專業界別 / 行業的貢獻；

（二）對城大的貢獻；及

（三）對社會的貢獻。

第三屆 「傑出校友獎」 兩位得獎校友在以上三方面均成就超卓，建樹良

多，確是實至名歸。頒獎典禮於4月16日在城大學術樓（三）隆重舉行，

並由主禮嘉賓鍾逸傑爵士及陳瑞球博士頒發獎項。

第三屆「傑出校友獎」 評審團

主席

梁乃鵬博士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行政主席

香港城市大學副監督

香港城市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成員（按姓名筆劃序）

王世全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發展及對外關係）

李麗娟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前常任秘書長

瑪利諾修院學校教育信託基金會長

香港公益金名譽副會長

郭位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及大學傑出教授

盛智文博士

香港海洋公園主席

蘭桂坊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城市大學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

許業榮先生

樂活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城市大學第二屆傑出校友

香港城市大學榮譽院士

甄選顧問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第三屆 「傑出校友獎」 得獎者
得獎校友
（按姓名筆劃序）

何稼楠博士

魏華星先生

城大學歷

工程學博士（工程管理）（2012）

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2007）

工商數量分析學士（1994）

現職

科匯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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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博士是一位傑出的工業家，現為科匯工

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他白手興家，憑藉

敏銳的市場觸覺和卓越的領導才能，創立了

龐大的消費電子產品王國。集團開發的電子

產品不但廣受歡迎，更曾獲得多個產品研發

獎項和發明專利。何博士深信，本港工業要

跟國內外對手爭一日之長短，必需結合大學

的研究成果和先進技術，並利用高科技應用

在產品上。多年前，他委託城大的科研人員

協助進行一項物料塗層測試，深深體會到城

大的科研實力和教研人員的熱誠，自此跟城

大結下了不解之緣。

扶掖後進 提攜青年
經過初次與城大合作後，何博士跟大學商

討籌辦一個專為擁有工程背景人才而設的工

程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他更慷慨贊助25名

員工一半學費，以示鼓勵。那段跟員工一起

讀書拚搏的日子，何博士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還記得有一次大家一起到山西考察，同學

同遊。畢業前又一同趕論文和預備考試，不

分上下，無分彼此。」 他形容，進修過程雖

然艱辛，但當中的得着相當寶貴。員工不但

對公司更有歸屬感，亦增進了銷售和管理方

面的知識，懂得從市場反應和公司整體利益

作考量。碩士畢業後，何博士繼續在城大進

修，在2012年取得工程學（工程管理）博士

學位。

在城大進修的經歷，令何博士明白到投

資教育的重要性。為提攜年輕一代，他除

了資助母校成立多個專為工科學生而設的

獎項及獎學金外，還擔任城大協作計劃的

工業夥伴，安排學生到公司實習，汲取經

驗。香港以外，他亦為設在蘇州由城大和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辦的聯合高等研究中

心成立獎學金計劃，資助博士生完成學

業，投身科研行列，貢獻國家。

團結校友 凝聚力量
除了捐款資助，何博士還出任城大顧問

委員會、城大研究有限公司理事會等組織

成員，以及城大工商協進會贊助人暨消費

者電器組主席，就大學發展出謀獻策，提

供專業的寶貴建議，同時亦充當母校與工

業界之間的橋樑，推廣大學科研成果和先

進技術給業界，推動科研商品化。2010

年，何博士更凝聚一群支持和關心大學發

展的資深校友，創立校友組織 「城賢匯」
並擔任創會主席，透過會員的專業經驗、

人脈網絡及資源，支持母校發展和服務社

會。

祝願母校 再創高峰
為表彰何博士的貢獻，城大於2009年頒發

榮譽院士銜。是次獲頒 「傑出校友獎」 ，何

博士自言獎項更具深遠意義。 「今年是母校

成立三十周年，在此重要時刻獲此殊榮感到

非常榮幸。城大能夠有今日成就，是全體師

生和校友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今後將繼續與

城大教授和城賢匯會員攜手合作，共同為推

動大學發展，亦祝願母校更上一層樓，再創

高峰。」
何博士非常認同城大所提倡探索求創新的

教學理念，希望母校能夠將這個理念繼續發

揚光大。他表示，今後將積極透過在工業界

建立的人脈和影響力，促成業界和大學之間

有更多合作和聯繫，讓學生、企業和社會一

同受惠。

▲2009年，何稼楠（右二）獲頒榮譽院士以
表揚他對母校和社會所作的貢獻。

▶何稼楠（右一）多年來積極捐助城大成立多
個獎學金，嘉許成績優異的學生。

▲何稼楠最難忘與員工一起到山西考察，同學同
遊。

結合大學科研成果 提升業界競爭力結合大學科研成果 提升業界競爭力
香港工業要走高增值路線，最需要是優秀的人才和嶄新的技術。城大第三屆 「傑出校友獎」 得主何稼楠博士，在

推動人才培訓和技術轉移方面不遺餘力。多年來，他慷慨支持母校，為城大學生提供獎學金和工作實習機會，助
其成才；另一方面，他積極扮演牽頭角色，促成企業與大學之間的合作，將城大的科研成果和創新技術介紹予工
業界，貢獻良多。

工程學博士（工程管理）、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

科匯工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何稼楠博士

成功工業家何稼楠
特約專輯

香港城市大學 第三屆「傑出校友獎」

熱烈祝賀

何稼楠博士

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 工程學博士(工程管理)

(二零零七) (二零一二)

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第三屆傑出校友

系統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
Department of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致意



魏華星是城大工商數量分析學士課程畢業生，

畢業後在商界打滾多年，2007年，他毅然辭去穩

定的工作，創辦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 ，向本地

社企提供專業知識和支援，這個重大轉變竟然源

於他的兩名孩子。

創新 建構公平社會
「我希望孩子能成為一個有夢想的人，於是我

決定以身作則，以行動告訴他們要努力追尋夢想，

故成立創投基金，為孩子樹立榜樣。」 創投基金

的概念是棄用慈善捐贈或政府資助等傳統非牟利

組織的經營模式，改以慈善創投方法，協助社企

自負盈虧，發揮更大效益。香港社會創投基金旗

下最為人熟識的社企項目莫過於 「鑽的」 和 「綠
色星期一」 ，前者為殘疾人士提供 「點對點」 的

出行選擇，成立兩年已能自負盈虧；後者則鼓勵

市民每周素食一天，將素食變成潮流，現時已吸

引近四百所中小學和一千家餐廳參與。

魏華星強調，慈善不是施捨，因此邀請機構投

資社企成為合作夥伴時，會以項目回報、發展潛

力和社會意義作為賣點。今天，他能以靈活的商

業手法經營社企，除了當日在城大打好學術基礎

外，更重要是大學的自由文化，令他突破既有的

思想框架，與同學一起思考自己在社會的責任，

為夢想而奮鬥的決心早已萌芽。

長跑 努力實現夢想
魏華星在大學時期已熱愛運動，曾經學習跆拳

道和參加外展訓練，養成了遠足長跑的習慣，不

知不覺間鍛煉出驚人的毅力。他是一個 「夢想

家」 ，強調夢想不應是空談，只要付諸行動，終

有圓夢的一天。魏華星曾經在日夜溫差超過攝氏

30度的戈壁沙漠，以7日時間完成250公里馬拉

松，去年更在嚴寒的北極險地進行馬拉松賽事，

於一片白濛濛的雪地上抵禦冰冷前行，在7小時

後到達終點，成為首位完成北極馬拉松的香港跑

手。他說： 「我希望透過賽事告訴其他人，跑馬

拉松雖然艱辛，正如很多人的夢想可能遙不可及，

但只要懷着鬥志，一步一步實踐，最終必會到達

『終點』 。」

感動 難忘城大情誼
畢業廿載，回憶起大學生活的點滴，魏華星不

禁會心微笑： 「城大給我的感覺十分親切，同學

們都很重視彼此間的關係，至今仍經常聯誼聚舊，

甚至我和太太也是在城大唸書而認識的！」 說起

人情，當然不可不提他與同學們的年度約定—元

旦長跑，每年風雨不改，以汗水築起這份珍貴友

情。

正值城大三十周年，魏華星獲大學邀請擔任 「韓
國慶州櫻花馬拉松2014」 城大代表隊之馬拉松大

使，與逾百名學生、教職員和校友宣揚健康生活，

並藉此機會提升和推廣大學的國際化形象，促進

城大社群的團結精神。此外，他十分關心一眾師

弟妹，經常出席大學講座擔任講者嘉賓，與學生

分享推動社企發展的經歷，勉勵他們注重學術成

績外，也應負起社會責任，多關顧弱勢社群。

魏華星是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之一，早前獲世界

經濟論壇選為全球青年領袖；今年更獲城大頒發

「傑出校友獎」 ，他對此感到十分高興，承諾會

多構思創新而多元化的社會項目，讓同學們知道

社會上有不同的發展機會和需要，希望能夠動員

各階層包括企業、大學師生和校友，關注不同人

士的需要，為社會出一分力。 「今年大學創校三

十周年，我寄望城大繼續多培育有夢想的年輕領

袖，在發展個人成就和提升競爭力之餘，亦關心

社會所需和服務社群。」

▲魏華星（左二）2013年
獲城大頒授榮譽院士，表揚
他對母校和社會的貢獻。

不圖私利 建設共融社區不圖私利 建設共融社區
不論身處戈壁沙漠或是北極險地，魏華星總是憑着堅毅不屈的意志完成馬拉松，以一雙腿創造奇蹟。這兩場賽事

同樣反映他的人生，由辭去高薪厚職，到轉營社會企業（社企），過程一步一腳印，縱然艱辛也絕不放棄，朝着
目標勇往直前。今年，魏華星獲得傑出校友殊榮，這肯定了他對社會、所屬專業和母校的無私奉獻，他希望能繼
續將關心社群的精神傳揚給城大學生，培育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體現 「敬業樂群」 的校訓精神，共同
為建設共融社區出一分力。

工商數量分析學士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行政總裁

魏華星先生

社企倡導者魏華星

▲魏華星（右一）不遺餘力推動社企項目，其中 「鑽
的」 為傷殘人士提供 「點對點」 的出行選擇，為弱勢
社群出力。

▲作為城大校友大使，魏華星（右一）與一眾校友
和學生分享服務社區的經歷。

▶魏華星（左）去
年在北極險地進行
馬拉松賽事，希望
藉此鼓勵其他人追
尋自己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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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

魏華星先生
工商數量分析學士

（一九九四）

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
第三屆傑出校友

致意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s

College of Business

恭恭 賀賀

何稼楠博士何稼楠博士
工程學博士（工程管理）工程學博士（工程管理）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工程管理學理學碩士
（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七年）

魏華星先生魏華星先生
工商數量分析學士工商數量分析學士
（一九九四年）（一九九四年）

榮榮膺膺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第三屆傑出校友第三屆傑出校友

致致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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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

母校三十周年校慶

並賀

何稼楠博士 魏華星先生

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

第三屆傑出校友

歷屆香港城市大學傑出校友*

范家輝先生 梁少康博士 陳振東博士 許業榮先生
敬賀

*按姓名筆劃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