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城大第五屆「傑出校友獎」評審團成員（左起）︰郭位教授、陳家駒先生、
夏大博士、鍾瑞明博士、周莉莉小姐及李國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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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樹立優秀榜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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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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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屆得獎者專業遍及各界
　　過去四屆城大「傑出校友獎」共有9位校友獲得表揚，首屆得獎
校友分別為如新（中國）董事長暨全球商機創新策略顧問范家輝先生
（商業學榮譽文學士）、渝振投資有限公司主席陳振東博士（工商
管理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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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Max 
Technology Limited主席梁少康博士﹝工程學博士（工程管理）﹞，
以及衡達（亞洲）有限公司主席許業榮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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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
得獎校友為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先生（仲裁及爭議解決學文學碩士）
及資深大律師潘熙先生（法學專業證書、法律學榮譽學士）。
　　今屆「傑出校友獎」的得獎者無論在個人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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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晚上假香港康
得思酒店舉行，並由城大副監督兼第五屆「傑出校友獎」評審團主席
鍾瑞明博士，在城大校董會主席黃嘉純及城大校長郭位教授陪同下，
頒發獎項予張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第五屆「傑出校友獎」特刊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一直提供優質的專業教育，孕育了逾15萬名畢業生，他們學有所成後在各行各業發揮專
長，成為社會的棟樑。「傑出校友獎」自2009年設立，以表揚和嘉許優秀校友的卓越個人成就，以及對所屬專業界
別/行業、母校和社會的不凡貢獻。今年「傑出校友獎」已踏入第五屆，得獎者為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博士
（工商管理博士、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頒獎典禮定於3月22日晚上隆重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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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

評審團
「傑出校友獎」

　　對於首次擔任香港城市
大學（城大）第五屆「傑出
校友獎」的評審團主席，我
深感榮幸。自1998年起我便
獲委任為城大校董會成員，
並於1999年至2008年先後
擔任校董會司庫、副主席及
主席，以及2016年起擔任城大
副監督。多年來能與城大共
度多個難忘時刻，見證城大
歷年來培育出無數傑出的校
友 ， 我 實 在 感 到 欣 慰 和 自
豪。

　　今屆「傑出校友獎」收到眾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優秀校
友提名，數目為歷屆之冠。校友在不同領域發光發熱，對
城大而言無疑是最好的禮物。優秀校友提名數目增加，評
審工作的挑戰亦隨之而提升，經過我們的評審後，最後選
出張德熙博士為今屆得獎校友。張博士不論在個人成就、
對母校和社會貢獻方面均表現出色，獲評審團一致的高度
評價而獲選。我謹在此熱烈恭賀張博士，並祝願他在所屬
領域上繼續彰顯卓越成就、支持母校發展和貢獻社會。

　　藉此機會，我特別感謝各評審團成員，包括周莉莉小姐、
夏大博士、陳家駒先生、郭位校長和李國安副校長，
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時間與我一同擔任評審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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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評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最後，我感謝
各提名人及候選人的積極參與，我期望透過「傑出校友
獎」鼓勵更多校友精益求精，貢獻社會。

香港城市大學副監督�
第五屆「傑出校友獎」評審團主席�

鍾瑞明

　　我剛於今年一月獲委任
為香港城市大學（城大）校
董 會 主 席 ， 首 次 見 證 城 大
「 傑 出 校 友 獎 」 得 主 的 誕
生，深感欣喜。近年城大在
全 球 大 學 排 名 屢 創 新 高 ，
於 國 際 高 等 教 育 資 訊 機 構
Quacquare l l i  Symonds
（QS）世界大學排名榜中
位居第49位，首次排名全球
前50，並於「建校未滿50年
全球最佳學府」中位列第4
位，可見城大一直以來在培
育學生才能、學術研究領域及推動社會進步等各方面所作
出的努力均獲得肯定，亦印證城大在香港及亞洲區的高等
教育界別中已穩佔重要席位。

　　2017年，城大教研合一的「重探索求創新課程」更榮
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頒發「傑出團隊教學獎」，可見城大
教育成就獲各界認可。「重探索求創新課程」教學團隊於
2011年成立，此課程結合研究、教育、跨學科、創業及
實踐元素，培養學生重探索、求創新的精神，為促進社會
福祉訂立新典範。

　　城大歷年來培育了在各領域具有出色表現的校友，他
們均為社會寶貴的支柱棟樑。今屆得獎校友張德熙博士，
於所屬專業貢獻良多，對推動母校發展及服務社會方面更
不遺餘力。我謹在此恭賀張德熙博士，並深信張博士將成
為城大學生及校友的楷模，推動城大人繼續追求卓越、服
務社群的精神。我亦在此祝願城大於未來的發展蒸蒸日
上，培育更多傑出學生，造福社會。

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
黃嘉純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

歷年來為社會培育眾多優秀

畢業生，他們於各行各業擔

當不同的崗位，服務社群；

更有不少校友憑個人的努力

及 卓 越 表 現 ， 成 為 社 會 翹

楚。根據2017年「全球大學

就業能力調查」，城大畢業

生就業能力名列全球第134

位，印證城大緊貼社會需要

而力求創新的教學模式，以及師生追求卓越的精神，讓畢

業生貢獻社會。

　　城大校友在社會上發揮所長的同時，不忘回饋社會，

並以各種形式支持母校的發展，對此我感到萬分欣慰和鼓

舞。我在此恭賀第五屆「傑出校友獎」得獎校友張德熙博士，

他在所屬專業的出色成就、歷年回饋社會及推動母校發展

的努力，堪為典範。我祝願張德熙博士於未來更創輝煌成

就，並繼續支持母校發展，與我們攜手再創高峰。

　　我亦感謝評審團主席鍾瑞明博士、各評審團成員、甄

選顧問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以及各提名人和獲提名校友的

積極參與。期望今後有更多校友積極回饋母校，支持大學

發展。

1. 個人成就及對所屬專業界別/行業的貢獻；
2. 對城大的貢獻；及
3. 對社會的貢獻。

鼓勵貢獻母校回饋社會
表揚校友成就樹立楷模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及大學傑出教授�
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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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第五屆「傑出校友獎」特刊

被
譽為「金王」、現任香港唯一實物黃金白銀交易所的
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及深圳前海金銀業貿易場董事長的
張德熙博士，從事貴金屬貿易、證券及期貨交易、外滙

買賣等業務逾30年，並憑着創新精神成為各個領域的先行者。
張德熙早年於加拿大求學，主修地質學，副修經濟，80年代回港
成立建築工程公司。其後他轉投金融界，把家族證券生意發揚光
大。當時他大膽地改變了固有的「樓上舖」經營方式，成為首家以
地舖式零售經營的證券行，並在1997年把旗下金、股、滙業務注入
上市公司，提供一站式理財產品及服務，業務發展迅速，在2006年
併購歷史老牌證券行後，成為全港十大成交量的華資證券商。

涉獵不同領域 皆眼光獨到
　　其後，張德熙轉投外滙交易市場，並打破常規，引入外滙零售
經營，讓普通市民都能參與投資。在拓展公司業務的同時，張德熙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近年發展一日千里，取得國際高等教育評審
機構的肯定，除了有賴師生的努力外，校友傾力的支持亦功不可沒。今
屆「傑出校友獎」得主張德熙博士，縱橫金融界逾30年，憑着敢於創新
的精神，在不同領域均取得卓越成就。工作以外，他亦深信教育的影響
力，全力支持城大的發展，並熱心公益，成功之餘不忘回饋社會。

從挑戰中尋找機遇
商界大冒險家「金王」張德熙

以城大所學回饋社會
亦致力推動金業發展，為金銀業貿易場
帶來多項創新轉變，包括引入交易編碼
服務、9999港金、從業員註冊制度、設
立國際標準的驗金中心，推動金銀業貿
易現代化、專業化及國際化。近年他更
成功抓緊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商
機，促成全球首個離岸人民幣結算黃金
產品—「人民幣公斤條」黃金，並先後
於2015年及2017年落實啟動「黃金滬港
通」及「黃金深港通」，為提升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作出貢獻。近年張德熙
看準汽車保險市場，成為泰加保險集團
主席。他坦言喜歡接受挑戰︰「當有人
看到我所做的有利可圖，或跟隨我的舊
路時，我便會開拓另一片新天地。」

城大改變思維 回饋社會各界
　　在城大進修的日子可謂張德熙的人生轉捩點，既讓他改變固有的
思考方式，亦讓他與城大結下緣份，與同窗建立了一份深厚情誼。
「城大的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課程及工商管理博士
（DBA）課程，都讓我明瞭數據的重要性，並學習以系統思維應付
公開演說及作商業決定。」他的博士畢業論文更獲英國一家著名出

版社出版成書（見圖）。
　　張德熙相信教育的影
響力能啟發及鼓勵更多
人，因此多年來以不同方
式推動教育發展。除身兼
城大基金校友拓展委員會
成員，他近年更大力支持
城大創立EMBA同學會慈
善基金，並出任榮譽主席，
帶領籌募工作，為EMBA課程的獎學金及大學發展籌款。此外他又
為多家教育機構擔任顧問工作，為本地教育界出一分力。

熱心公益事務 寄語放眼大中華
　　在公益事務方面，張德熙同樣熱心參與。他既是新界總商會
會長，又曾擔任四屆東華三院總理及博愛醫院董事局名譽顧問，更
於2014年牽頭成立金銀業貿易場慈善基金，並擔任主席，透過捐
助各區服務團體及慈善機構，幫助社會弱勢社群，並透過金銀業
貿易場作橋樑，統籌策劃慈善活動，希望締造無障礙捐助與受助
平台。張德熙熱心支持慈善公益，並積極推動教育發展，讓他於
2016年獲城大頒授榮譽院士，肯定他的貢獻。
　　展望將來，張德熙認為︰「在這10年間
中國內地進行的重大轉型，為香港帶來挑
戰和機遇，香港的優勢在於高度透明的金
融監管系統及令人抱有信心的品牌，而珠
江三角洲的高端科技、金融、物流和教育的
發展，正需要香港人才支持。」他鼓勵年
輕人在尋找機遇時，縱使遇到挫折，也
要有永不言敗的精神，並以「莫道你行
早，路上早行人」來寄語他們要懂得將勤
補拙，抱着謙虛的心來做人做事，才可一
步步邁向成功。

▲

　�2017年11月，在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排右
七）見證下，「黃金深港
通」正式啟動，張德熙（前
排左七）將帶領前海項目，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揮功能，
並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
行貴金屬一帶一路及互認資
格，肩負推動黃金商品及人
民幣國際化的使命。

�▲�　�張德熙（右）與張伍翠瑤
　　�（左）一直互相支持

及鼓勵，雖然日理萬
機，但他們仍然不忘
進修，並一同取得
城大工商管理博士學
位。

�▲�　�張德熙（左四）於2016年獲
授城大榮譽院士，以表彰他
對城大發展的貢獻。

張德熙
城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2012）
城大工商管理博士（2014）

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第五屆傑出校友

敬賀

熱烈祝賀

香港城市大學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同學會慈善基金

榮譽主席

張德熙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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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第五屆傑出校友

敬賀

熱烈祝賀

並賀

張德熙博士

歷屆傑出校友（依筆劃序）

何稼楠博士　周雪鳳女士　范家輝先生　梁少康博士　陳振東博士
陳家駒先生　許業榮先生　潘熙先生　魏華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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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學
教研合一　成績超卓

名列世界大學排名榜第四十九位* 及
「建校未滿50年全球50所最佳大學」第四位* 

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
第五屆傑出校友

恭賀

張德熙博士
工商管理博士（2014）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2012）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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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
第五屆傑出校友

敬賀

熱烈祝賀

張德熙博士

榮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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