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約專輯

香港城市大學

在過去逾三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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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多

年來發展迅速，為社會

培育眾多專業人才及卓

越領袖，在不同領域中

發光發亮。近年城大的

世界排名更屢創佳績，

作為城大的一分子，對此我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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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四屆出

任評審團主席。本屆我們收到眾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優秀提

名，數目為歷屆之冠。評審工作更極具挑戰性，最後選出

了兩位得獎校友，他們在個人成就、對母校和社會貢獻方

面均表現出色，獲評審團一致的高度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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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洪小蓮女

士、馬時亨教授、何稼楠博士、郭位校長及李國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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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有意義的活動，鼓勵更多校友追

求卓越。

香港城市大學副監督
第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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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創校至今逾三

十年，培育了眾多的優

秀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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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2014 年 「全球大學

就業能力調查」 ，城大

畢業生的就業能力名列

全球首一百五十位。我

亦喜見校友在追求卓越的同時，亦積極以不同形式支持大

學發展，我既感到十分高興，又深受鼓舞。

我謹在此恭賀第四屆 「傑出校友獎」 的兩位得獎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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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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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城大校訓 「敬業樂群」 的高尚情

操。祝願兩位得獎校友日後締造更璀璨的成就，並繼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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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衷心感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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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亦表示感謝。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及大學傑出教授
郭位

第四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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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逾三十年師生及校友

的共同努力，城大在香

港和亞洲區的高等教育

界別中已穩佔重要席

位。過去數年，城大的

全球大學排名屢創新

高，除了在建校未滿五十年全球五十所最佳學府中位列

第 五 外 ， 在 最 新 公 布 的 國 際 高 等 教 育 資 訊 機 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世界大學排名榜中更位居

第五十七；QS 亦指出，城大教授人均論文引用率位列香

港第一，此正突顯城大的教研成果對全球具深遠影響。

第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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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大人，城大器」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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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祝願城大在專業教育及學術研究方面不斷躍

進，續求卓越。

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
胡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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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 「傑出校友獎」 由城大校友聯絡處負責籌辦，旨在表揚校友中的

卓越典範，樹立優秀榜樣。獎項歡迎所有城大畢業生透過提名參加，評

審制度公正嚴謹，城大特別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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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三屆城大 「傑出校友獎」 共有七位校友獲得表揚，首屆得獎校友

分別為NU SKIN大中華區域總裁范家輝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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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

員工商管理碩士）。第二屆得獎校友包括：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周

雪鳳女士（會計學榮譽文學士）、新科實業有限公司榮譽主席梁少康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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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得獎校友分別為科匯工業

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何稼楠博士 「工程學博士（工程管理）、工程管理

學理學碩士」 及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魏華星先生（工商

數量分析學士）。

今屆城大 「傑出校友獎」 的兩位得獎校友無論在個人成就、對城大及

社會貢獻三方面均表現突出，建樹良多。頒獎典禮於10月20日假香港

賽馬會跑馬地會所隆重舉行，並由城大副監督暨第四屆 「傑出校友獎」
評審團主席梁乃鵬博士，在城大校董會主席胡曉明先生及城大校長郭位

教授陪同下，頒發獎項予兩位得獎傑出校友。

城大城大 「「傑出校友獎傑出校友獎」」 彰顯卓越成就彰顯卓越成就

優秀典範 實至名歸

大學是培養人才的搖籃，香港城市大學（城大）自1984年創校至今，培育逾15萬名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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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頒發
「傑出校友獎」 ，今年已踏入第四屆。本屆共有兩位傑出校友獲此殊榮，分別是芥籽園基金主席陳家駒先生（仲裁
及爭議解決學文學碩士）和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法律學榮譽學士、法學專業證書），頒獎典禮於10月20日晚上
隆重舉行。

第四屆「傑出校友獎」 評審團

▲城大第四屆 「傑出校友獎」 評審團成員：（右起）郭位教授、洪小蓮
女士、梁乃鵬博士、馬時亨教授、何稼楠博士和李國安教授。

第四屆 「傑出校友獎」 得獎者
得獎校友

陳家駒

潘熙

城大學歷

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文學碩士（2003）

法律學榮譽學士（1994）

法學專業證書（1995）

現職

芥籽園基金主席

資深大律師

主席

梁乃鵬博士

載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城市大學副監督

成員

馬時亨教授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洪小蓮女士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副主席

郭位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及大學傑出教授

李國安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發展及對外關係）

何稼楠博士

科匯工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香港城市大學第三屆 「傑出校友獎」 得獎者

甄選顧問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按姓名筆劃序）



創建卓越成就 回饋母校社會

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文學碩士（2003）

芥籽園基金主席

陳家駒

建造及測量界翹楚 陳家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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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駒馳騁建造及測量界三十多年，他於

1974年取得特許工料測量師資格，其後加入

新昌營造集團，歷任多項要職，包括董事總

經理，曾參與統籌的大型建築項目不計其

數，帶領集團業務不斷發展。他非常重視人

才培訓，積極推動本港建築及測量業的人力

資源發展工作，曾先後擔任英國皇家特許測

量師學會（香港分會）主席及香港建造商會

副會長等。在他擔任建造業訓練局主席期

間，策導了多項新措施，包括推行工藝測

試，統一能力標準；引入平安卡，以提高工

人的安全意識；舉辦短期課程，吸引其他行

業從業員加入建造業，紓緩人才短缺問題。

以專業知識參與校園籌建
著重人才培育之餘，陳家駒亦不忘與時並

進，自我進修增值。他有感建築工程常有爭

議，為了汲取及掌握更多處理糾紛和仲裁的

專業知識，他於2003年在城大修畢仲裁及爭

議解決學文學碩士課程，學以致用，在工程

中排難解紛。他對終身學習的熱忱，亦感染

了太太和一對子女先後入讀城大法律學院，

分別修畢法律博士及法學專業證書課程，一

家人均以校友身分與城大聯繫起來。

陳家駒非常享受城大校園生活，亦以身為

城大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他熱心參與推動大

學發展的工作，除先後擔任城大校董會及顧

問委員會成員外，並兼任校園發展計劃督導

小組的主席，以其在建造業累積的豐富經驗

及專業知識，協助籌建學術樓（二）、學術

樓（三）、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及第四期學

生宿舍等大型建築項目。上述校園設施各有

特色，亦各有建築難度，但他在細節上仍一

絲不苟，如善用各大樓的屋頂平台增添綠化

空間等。除了參與校園建設外，陳家駒亦十

分支持城大學生的全人發展，不但資助學生

透過 「城青優權計劃」 參與義務工作，更為

法律學院學生設立獎助學金。熱愛長跑的他

十分支持城大推廣這項有益身心的運動，先

後為2014年韓國 「慶州櫻花馬拉松賽」 城大

代表隊，以及新成立的 「城大毅跑會 」
（The CityU Marathon Club）擔任榮譽顧

問。為表揚他對城大的貢獻，他於2015年9

月獲頒授榮譽院士銜。

熱心推動公益及青年培訓 屢獲殊榮
出身基層的陳家駒，在事業上成就卓越，

熱心公益，全情投入慈善事務。他曾擔任戴

麟趾爵士康樂基金委員會主席、職業安全健

康局副主席、義務工作發展局主席，目前分

別是芥籽園基金及明愛之友主席。此外，由

於他年青時已參加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現

為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和香港外展訓練學校

的活動，深明遠足、獨木舟、風帆及露營等

帶來的樂趣及裨益，故他多年來一直贊助基

層家庭的青少年和邊青參與野外活動，培養

良好素質和強健體魄。陳家駒對社會的貢獻

獲多次表揚，除了1989年獲選為十大傑出青

年外，亦分別於1992年及1998年獲頒授太

平紳士銜及銅紫荊星章。

陳家駒獲獎無數，對於是次獲頒城大 「傑
出校友獎」 ，他認為另有一重特別意義。

「作為城大畢業生，我很榮幸能夠有機會利

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以義務身分為母校完成

幾項大型建築項目，順利為校園增添巨大空

間，配合大學推行本科四年制課程的重大發

展。城大三十多年來孕育了眾多優秀的畢業

生，我希望他們也能夠有機會服務母校。」

▲陳家駒（右二）於2003年在城大修畢仲裁及爭
議解決學文學碩士課程，他對終身學習的熱忱，
亦感染了太太和一對子女先後入讀城大法律學
院，一家人均以校友身分與城大聯繫起來。

▲身為城大一分子，陳家駒（右二）熱心推動大學發展，除先後
擔任城大校董會及顧問委員會成員外，並協助籌建學術樓
（二）、學術樓（三）及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等大型建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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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 第四屆「傑出校友獎」

香港城市大學近年發展迅速，多項大型建設相繼啟用，除提供更佳的教研環境外，亦標誌著城大的開拓創新。各
項大型工程得以順利建成，是各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以義務身分積極參與其中的城大第四屆 「傑出校友獎」 得主
陳家駒，更是功不可沒。出身基層的陳家駒，在事業上成就卓越，他不但憑著豐富經驗積極推動業界及母校城大
的發展，並不遺餘力參與慈善及公益事務，推動青少年培訓，在各方面均建樹良多。

▲陳家駒（後排左三）十分支持城大學生的全人發
展，多年來資助學生透過 「城青優權計劃」 參與義
務工作，服務社會。

熱烈祝賀

陳家駒先生

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第四屆傑出校友

致意
（按公司名稱筆劃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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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熙在少年時代已立志要當社工、醫生

或律師，全因三者也可以幫助別人，服務

社群；他最後選擇了法律專業。在城大就

讀期間，他有很多機會參與社會事務，塑

造了 「人權大狀」 的雛型。在大學一年級

時，他當上首屆國是學會副會長，暑假期

間走遍中國多個省份，親身了解國情。到

了二年級，他當選為城大第七屆學生會會

長，並成為校董會內首位學生委員，除有

機會參與校內事務外，亦加深對社會議題

的認識，確立了日後的執業理念。

法律界精英 獲委為資深大律師
潘熙在城大分別修畢法律學榮譽學士及

法學專業證書後，獲 「志奮領獎學金」 赴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攻讀法學碩士課程，並

於1998 年取得北京大學法學士學位，同

年回港執業，擅長人權法、憲法及行政

法。他矢志運用專業知識，藉司法制度改

善社會，延續爭取公義的赤誠理想。執業

十多年來，他曾處理的案件超過三百宗，

平均會預留兩成時間義務處理弱勢社群或

與人權憲法相關的個案，當中不少曾引起

社會廣泛關注。相對於官司訴訟的勝敗，

潘熙更著重案件背後的社會意義。 「法庭

提供一個公開公正的平台，讓原告與被告

各有機會提出論點，解釋辯證，再由法官

獨立地作出裁判，公平地解決紛爭，以推

動社會和諧。」
憑藉為社會服務的堅決信念，以及多年

來在法律界的出色表現，潘熙於2015年獲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委任為資深大律

師，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城大法學士畢業

生。委任資深大律師的程序相當嚴謹，申

請人除要獲兩位資深法律界人士推薦外，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還會諮詢大律師公會主

席、律師會會長，以及過去三年曾審議申

請人處理案件的法官等，以了解申請人在

法律界的成就、貢獻及經驗，並作出評

核。因此，能夠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絕

對是法律界精英中的精英。隨著成為資深

大律師，潘熙肩負的責任亦更大，他期盼

能夠憑藉此更佳位置，透過法律制度服務

社會，解決更多社會問題。

關顧母校 孕育法律界後起之秀
潘熙亦積極參與法律相關的公職事務，

特別是法律教育工作，身體力行鼓勵有志

以法律改變社會的年輕人投身法律專業，

以履行社會責任。多年來，他收納了四十

多名入室弟子，跟隨他當見習大律師，當

中有不少為城大法律學院畢業生。儘管工

作繁忙，他除了擔任城大法律學院客席教

授和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榮譽副教授，每星

期花上四個小時講課外，他亦會定期到北

京大學及武漢大學教授普通法課程。作為

城大校友，潘熙十分關顧母校法律學院學

生的發展，不但以母親的名義為他們設立

獎學金，還經常擔任學院的嘉賓講者，與

學生分享從事大律師工作的喜樂和挑戰，

達至教學相長。此外，他曾先後八年擔任

香港大律師公會執委，現兼任該會憲法及

人權事務委員會、大中華事務委員會、國

際事務委員會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等的委

員，積極推動業界發展。

對於獲頒城大 「傑出校友獎」 ，潘熙感

到十分高興及榮幸， 「這個獎代表了城大

對我個人工作的認同；更重要的是，它代

表了社會對城大畢業生的肯定。城大創校

至今培育了無數優秀人才，他們在不同領

域均有出色表現和超卓成就，成為促進社

會發展的原動力。」 展望未來，他期望繼

續貫徹母校有教無類的城大精神，透過教

育讓更多人明白法律，貢獻社會。

城大法律學榮譽學士（1994）、法學專業證書（1995）

資深大律師

潘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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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熙（中）於2015年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成為首
位獲此殊榮的城大法學士畢業生。（資料圖片）

▲潘熙除了擔任城大法律學院客席教授和香港
大學法律學院榮譽副教授外，他亦會定期到北
京大學及武漢大學教授普通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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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遠 以專業促進社會和諧
資深大律師潘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信司法制度可改變社會，促進公義及和諧，是香港城市大學第四屆 「傑出校友獎」 得主
潘熙一直抱持的信念。潘熙被傳媒譽為新一代人權法大律師，多年來屢為弱勢社群發聲，以法律專業服務社會。
憑著出色的表現，他於2015年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城大法學士畢業生。他亦積極參與法律
教育工作，期望以自身歷練和成功經驗，為社會培育更多優秀的法律專才。

▲潘熙曾是城大第七屆學生會會長，並為校董
會內首位學生委員，參與校內事務。

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

榮膺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第四屆傑出校友第四屆傑出校友

致意

LAM AND LAI, Solicitors
林偉展，黎志超律師事務所

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

榮膺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第四屆傑出校友第四屆傑出校友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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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熱 烈烈 恭恭 賀賀

榮榮膺膺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第四屆傑出校友第四屆傑出校友

陳家駒先生
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文學碩士2003

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
法學專業證書1995
法律學榮譽學士1994

致致意意

文浩正律師
王學今律師
林洋鋐律師
陳天立律師

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

榮膺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第四屆傑出校友第四屆傑出校友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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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駒先生陳家駒先生 資深大律師潘熙先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生

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第四屆傑出校友第四屆傑出校友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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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資料來源：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uacquarelli Symonds 最新公佈的排名榜最新公佈的排名榜

熱烈祝賀

香港城市大學
教研合一 成績超卓

名列世界大學排名榜第五十七位* 及

「建校未滿50年全球50所最佳大學」 第五位*

並賀

陳家駒先生 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

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

第四屆傑出校友

歷屆傑出校友

何稼楠博士 周雪鳳女士 范家輝博士 梁少康博士

陳振東博士 許業榮先生 魏華星先生

敬賀

（依筆劃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