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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廿五年，本人先後為香港城市大

學擔任校董、校董會主席及現時副監督的

職務，跟城大建立一份深厚的感情。城大

發展迅速，於1994年由香港城市理工學

院升格為大學，為社會培育眾多專業人才

及領袖，近年城大在世界排名上更屢創佳

績，在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的

2009年度全球200所頂尖大學排名中居第

124位，對此我感到非常欣喜和自豪。

本人很榮幸獲邀擔任首屆 「傑出校友獎」 評審團主席，本屆

所有獲提名的校友均具卓越成就及對社會發展貢獻良多，實在

是城大學生及校友的典範。我們的甄選顧問及所有評審團成員

經過審慎考慮和詳細討論，最後選出兩位得獎者，他們的事業

發展表現突出，對社會公益服務及推動母校發展不遺餘力，正

好彰顯城大的卓越教育。本人衷心祝賀得獎校友，並寄望他們

發揮所長，繼續服務社會和母校。

本人藉此特別向各評審團成員致謝，包括錢果豐博士、范徐

麗泰博士、郭位校長、劉靳麗娟女士及孫大倫博士，感謝他們

抽出寶貴時間，以嚴謹的態度及公正的原則選出能夠代表城大

的 「傑出校友」 。

最後，我祝願香港城市大學及兩位得獎校友更上一層樓！

城市大學舉辦第一屆 「傑出校友獎」 ，

兩位獲獎校友均具卓越成就，在積極發展

事業之餘，同時致力推動母校和熱心貢獻

社會，充分表現城大 「敬業樂群」 校訓的

精神，值得嘉許及公開表揚。本年正為城

大創校廿五周年，值銀禧校慶紀念成立

「傑出校友獎」 ，饒有意義。

城大致力培育和拓展學生才能，傳授實

用知識，推動社會和經濟進步。本人喜見

城大茁壯成長，自1984年創校至今，在教學、科研方面不斷

進步，其領導的研究項目更讓城大成為2008-09年度獲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最多協作研究金及項目申請成功率最高

的大學。城大學者所發表的論文及學術研究亦於多份頂尖學

術期刊刊登，並獲多家大學引用，作為學術教材；此外，多

位校友及學生獲頒多個本地和國際獎項，並多次在世界性比

賽中奪魁，彰顯城大的優質教育。

本人衷心恭賀兩位 「傑出校友」 ，深信他們卓越的成就及

對社會和母校的無私貢獻，必將為各在校同學及校友樹立楷

模。

校友是大學的重要資產，在推動大學
發展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城大自創校
至今已培育十萬多名畢業生，服務於各
行各業，更有不少校友憑著專業知識和
個人努力成為專業及社會領袖。本人喜
見校友積極參與母校活動，並以不同形
式支持大學發展。
適逢大學成立廿五周年，城大特別設

立 「傑出校友獎」 ，以表揚校友的卓越
成就，及嘉許他們為推動社會和母校發展的貢獻。首屆榮獲獎
項的兩位傑出校友，將成為城大學生的模範，並將啟發年輕人
以一己所長為社會作貢獻。本人期望所有城大校友及同學能夠
秉持母校 「敬業樂群」 的校訓，培養高尚人格和建立專業精
神，關懷社會，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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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期望他們繼續支持大學發展。最後，我
願向校友聯絡處的同事表示感謝。他們的籌組工作十分完善，
整個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范家輝在城大擁有多個第一，他既是城大第
一屆商業學士學位課程的畢業生，亦曾擔任第
一屆城大學生會幹事會成員，更是城大評議會
第一屆常務委員會委員。2007年獲城大校董
會委任為大學評議會臨時常務委員會主席，並
擔任校董會成員。在母校創校廿五周年之際，
能夠獲選為首屆傑出城大校友，對范家輝而言
更是意義重大。

籌辦活動訓練才能
現為如新集團大中華區總裁的范家輝，於

1985年入讀當時的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城大的
前身），攻讀商業學士學位。那時，城大尚未有
永久校舍，只是租用旺角一幢商業大廈作為臨時
校舍，學生也不過是數百人。范家輝坦言，選擇
城大完全是受其教學理念所吸引， 「當時城大採
用單元學制，有助學生涉獵更多、更全面化的知
識。」 回想昔日的校園生活，范家輝至今仍然記
憶猶新，尤其是參與籌組學生會的經歷。 「校方
很信任我們的才能，給予我們很多空間，讓我們
自由發揮，籌辦不同的活動。籌辦活動難免遇到
困難和挫折，卻有助訓練個人領袖才能和團隊精
神，這些經驗對我日後從商大有幫助。」

喜歡接受挑戰
1988年大學畢業後，范家輝加入如新集團，

集團是一所美資的健康產品傳銷公司，當時正打
算開拓本港市場，范家輝成為集團在香港第一個
員工。其時，傳銷概念對於港人仍然比較陌生，
在宣傳推廣方面困難重重，但范家輝卻相當享受
當中的過程。 「我喜歡接受挑戰，喜歡由零開
始，正如我當初選擇入讀新成立的城大一樣！」
在范家輝的努力下，傳銷概念逐漸為客戶所接
受，業務發展漸見成績，花了十年時間，成功替
集團打入本地市場，建立健康產品王國。後來，
獲總公司提拔參與開拓東南亞和內地市場。今
天，范家輝已是集團大中華區總裁，管理公司遍
及全國主要省市近50個直銷中心，以及近3,000
名員工。他直言， 「昔日在城大學會的管理技巧
和領導才能，現今大派用場。」

公餘不忙服務社會
范家輝忙於發展個人事業的同時，亦不忘參與

社會服務。多年來，范家輝積極推動關注兒童心
臟問題的社會服務工作，他現為泰國兒童心臟手
術基金會榮譽董事和東南亞兒童心臟基金會委員
會委員，積極籌款及資助泰國患有先天性心臟問
題的兒童進行治療手術，至今有超過四千名當地
兒童受惠。今年開始，他將關注焦點伸延到內
地，幫助有需要的兒童。

范家輝亦非常關注母校發展，見證城大國際排
名近年不斷提升，感到非常鼓舞，更以能夠成為
城大一份子而自豪。為回饋母校的栽培，他自
2000年起，每年將部分收入撥捐母校，並成立
了 「傑出城大學生領袖獎」 及 「城大學生領袖成
績進步獎」 兩個獎學金，用作扶腋後進。此外，
他亦參與學生活動並擔任嘉賓，分享他的成功之
道。他直言， 「我期望發揮示範作用，喚起更多
城大校友共同支持母校發展。」 獲選為城大傑出
校友，范家輝自覺責任重大，更承諾今後在關注
和推動母校事務方面作出更多貢獻。

渝振控股集團主席陳振東博士是一位成
功的企業家，曾奪得香港青年工業家獎，
也曾獲選為中國十大創業英才，早前更被
推舉為湖南省十大人物。商場上，他早已
獲獎無數，成就驕人。能夠成為首屆城大
傑出校友的得主之一，陳博士自言另有一
番感受和意義。

工作不忘進修增值
陳博士白手興家，於1986年創業，經營服裝

生意，二十年間將一家只有三人的小公司，打

造成擁有四千名員工，銷售網絡遍及全國的服

裝王國。集團旗下服裝品牌 「花花公子」
（PLAYBOY），更連續兩年被評為 「中國十大

暢銷品牌」 。商場上戰績累累，他卻沒有因此

自滿，反而更努力求學，自我增值。繼2006年

在城大取得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

後，今年成功修畢商學院工商管理博士課程

（DBA），成為該課程首位畢業生。陳博士笑

言，最初也只是抱着嘗試的心態去進修，誰知

一試便着了迷。

「課程教曉我很多管理學的理論，彌補了我

在這方面的不足，同時令我明白到如何作出最

正確的商業決策。」 為滿足自己對知識的追求，

陳博士縱然工作繁忙，也絕不空課。有一次，

他在內地公幹期間遇上交通意外弄傷手腕，但

仍然堅持如期回港參加考試。正是這份堅毅與

堅持，使他得以在三年間完成工商管理博士學

位。

求學問之餘，陳博士更將在唸DBA時所學的

研究方法，套用於研究服務品牌的推廣銷售策

略之上，綜合自己多年來的實戰經驗寫成學術

論文，供同業借鏡和參考，希望藉此推動行業

的長遠發展。

推城大發展不遺餘力
陳博士對推動城大發展更是不遺餘力，早年

他已應商學院的邀請，出任特約教授，將其多

年來在服裝行業累積的寶貴經驗和創業心得跟

學生分享。另外，他又跟商學院合作，安排工

商管理碩士課程（MBA）學員到其旗下公司作

企業考察。與此同時，他亦捐助母校成立獎學

金，嘉許和表揚成績優異的學生。

多年來，陳博士參與的公職不計其數，除了

擔任香港工業總會理事會理事外，亦是全國政

協委員和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成員，在香港和

內地政商界頗負盛名。針對兩地政經形勢，陳

博士提出不少極具參考價值的提案。因應本地

高等教育的長遠發展，他將會向政府動議撥出

邊境用地，供本地大學興建校舍和分校，藉此

帶動教育產業。動議一旦獲通過，城大亦將可

受惠。 「今年是母校創校25周年，我祝願城大

繼往開來，再創高峰！」

范家輝范家輝
商業學文學士（商業學文學士（19881988））
如新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如新集團大中華區總裁陳振東陳振東

工商管理博士（工商管理博士（20092009））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20062006））
渝振控股集團主席渝振控股集團主席

陳振東博士：陳振東博士：工作工作 求學求學 必須堅持必須堅持 范家輝：范家輝：毋懼困難毋懼困難 勇敢面對勇敢面對

香港城市大學（簡稱城大）創校於1984年，今年剛好踏入二十五周

年。城大致力提供優質的專業教育，至今孕育了逾十萬名校友，他

們在各行各業服務並成為社會棟樑，對推動母校發展及促進社會繁

榮貢獻良多。正值銀禧校慶，城大特別舉辦第一屆「傑出校友獎」，
並於12月6日舉行的校慶晚宴舉行頒獎典禮，由城大副監督梁乃鵬

博士及校董會主席梁振英先生頒發紀念獎座予得獎校友。

香港城市大學舉辦兩年一度的「傑出校友獎」，由校友聯絡處籌

辦，目的是透過嘉許在個人事業、參與社會事務和推動母校發展方

面皆有超卓成就的校友，以此作為楷模，鼓勵同學和校友努力求進

及透過不同形式支持大學發展，並啟發年輕人以自身的優勢貢獻社

會，造福人群。

第一屆「傑出校友獎」於今年中接受提名，反應踴躍。大會特別邀

請專業的甄選顧問及精英翹楚組成評審團，擔任評審工作。評審過

程甚為嚴格，評審團先就候選人的資格、成就及貢獻作初步評核，

然後再作深入討論，最後以公平、公正的原則選出兩位「傑出校友」。

評審準則主要包括：

1. 校友在所屬專業界別 / 行業之個人成就及貢獻；

2. 校友對社會所作出之貢獻；及

3. 校友對城大所作出之貢獻。

第一屆 「傑出校友獎」 得獎校友：
校友名稱

(按英文姓氏排序)
陳振東博士

范家輝先生

現職

渝振控股集團主席

如新集團大中華區總裁

城大學歷

工商管理博士（2009）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2006）

商業學文學士（1988）

提名人

潘樂鳴先生
商業學文學士（1996）

胡曉明太平坤士
城大校董會成員及顧問委員會成員

第一屆第一屆「「傑出校友獎傑出校友獎」」介紹介紹

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
梁振英

香港城市大學副監督
梁乃鵬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及大學傑出教授
郭位

衷 心 感 謝
第一屆「傑出校友獎」

評審團及甄選顧問

評審團主席：梁乃鵬博士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副行政主席
                            香港城市大學副監督

評審團成員：錢果豐博士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主席

                      范徐麗泰博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郭位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及大學傑出教授

                      劉靳麗娟女士
                            拔萃女書院校長

                      孫大倫博士
                            富士攝影器材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甄選顧問：     

(按英文姓氏排序)

香港城市大學
校友聯絡處

主辦機構：                                                                                                     籌辦單位：

衷 心 感 謝
第一屆「傑出校友獎」

評審團及甄選顧問

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全國政協委員陳振東博士全國政協委員陳振東博士

榮膺榮膺

香港城市大學第一屆傑出校友獎香港城市大學第一屆傑出校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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