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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12月份月會

金融科 技和電子貨幣 發展

帶來的影 響和機遇
主講嘉賓：曹志鵬學長（1975年昕社）

講者簡介：

Over�40�years�of�international�banking,�e-commerce�

and�emerging�technology�industry�experience,�with�

the�last�20�years�focusing�in�new�generation�banking�

system�architecture�designs�and�data�research,�

especially�in�the�China�financial�market.

內容簡介：

Emerg ing� Technolog ies � - � F intech� and� Dig i tal�

CurrencyWhat�are� these�Emerging�Technologies?��

And�how�will� they�change�the�society,�community,�

business�models,�banking�and�everyday�work-life�

for�us?� �How� to�get�prepared�and�embrace� these�

Emerging�Technologies?

2020 年11月份月會

監控系統的發展

主講嘉賓：雷首陽學長（1990年騰社）

講者簡介：

培正幼稚園畢業後，轉往寄宿學校就讀小學及初中，再

返回培正中學肄業。90年代初，隨家人移民美國，在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升讀管理學院，往後留在美

國製造業公司從事會計工作。2005年回流香港，從事

監控相關行業逾16年，原先由監控設備出口貿易，後

轉到在國內設廠研發及生產監控器材，再發展到為多

間上市公司、廠房、商舖、學校、麻雀耍樂公司等，設

計及安裝監控系統，客戶遍佈香港、內地、及東南亞

國家。

內容簡介：

以前的「閉路電視」系統，清晰度低、圖像質量差，只

能解決「看得見」，無法實現「看得清」。踏入千禧年

代，隨着數碼技術和網絡的普及化，監控系統的技術

發展在短短的二十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監控

系統的畫質，從標清提升到高清、器材由模擬制式變

成數碼式網絡化，到底這些轉變，能為我們的生活帶

來什麼不一樣的好處呢？企業從現代監控系統收集得

來的數據，能夠怎樣幫助提升生產力，及提供準確的

市場分析呢？讓我們一同分享業內的一些趣事，並重

新認識現代監控系統的發展歷史，為未來發展做好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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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份月會

「 交 椅 洲 填 海 工 程 」P l a u s i b l e 
Deniabilit y：《2020/2021 年施
政 報 告/財政 預算》：2020 E ra  之 
孵化、發展造地科技 as 創科產業

主講嘉賓：黃漢強學長（1968年級仁社）

講者簡介：

黃漢強學長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1968年級仁社，1974

年於史丹福大學完成碩士(MSEE）。事業成就平平，

屬STEM實業思想家或仍未成功未致富的創科企業家

(technical�entrepreneur)

內容簡介：

以《創新思維�多元科技》STEM角度，表述如何優化《明

日大嶼》中部海域，交椅洲人工島填海工程項目，藉此

增强香港，在大灣區的發展和融合的角色。

1.�概念成因

2.�基礎架構框架執行藍圖�(infrastructure�framework）

3.�可行性和可操性元素分析

4.�Q&A

2021年1月份月會

創傷骨科新里程

主講嘉賓：李建邦學長（1988年曦社）

講者簡介：

1988年曦社同學，1995年中文大學醫學院畢業，實習

後加入伊利沙伯醫院創傷及矯形外科(骨科)工作。在

取得專科院士後一直專注創傷醫療發展，現為伊利沙

伯醫院顧問醫生。亦積極參與教育培訓，現為中大醫學

院的Clinical�Assistant�Professor�(Honorary)�及亞洲創

傷骨科學會副會長。

內容簡介 ：

創傷骨科範圍廣闊，導致骨折的原因很多，對我們帶

來的後果亦可大可小。可能是日常生活的小意外，又或

是突如其來的大事故；無論是自己或是身邊的人，不幸

遇上了，總會感到徬徨無助。究竟現代創傷骨科手術是

什麼一回事？�各種先進科技，如微創，電腦導航，3D

打印技術等等又可否應用？�長者因骨質疏鬆而引致的

骨折又可怎樣處理？�所謂預防勝於治療，�骨質疏鬆又

是否可以預防呢？�創傷骨科新里程一一為你全面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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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份月會

如何成為網絡紅人

主講嘉賓：陳耀慶學長（1991年級勇社）

講者簡介：

在網絡世界出現超過十年，先後主持多過不同類型的

節目(�懷舊、靈異、足球、賽馬、懷舊金曲)�當中以懷

舊及靈異節目最受歡迎！

內容簡介：

互聯網發展迅速而且四通八達，網絡媒體的出現淘汰

了傳統的紙媒及大氣電波媒體(電視台、收音機、對講

機�及雷達等)�，成為今日媒體主流，商人會利用這個

大舞臺變成賺錢商機、�學者可以藉此渠道發揮自己的

學說、�有志者更可在這「萬千世界」發揮自己的理想！互

聯網的無限空間造就了不少網絡紅人(網紅)、KOL、網

絡達人、Youtuber的出現；講者認為人人都可以把握

這個平台發揮自己所長，在這虛擬世界�「一舉成名天下

知」成為網絡紅人！

2021年 3月份月會

香 港究竟 是 否適合發展 創 新 科 技？ 
2 0 2 0 年 香 港 創 新 科 技 生 態 研 報 告
簡述

主講嘉賓：廖詩颺學長（1996年級頤社）

講者簡介：

廖詩颺博士畢於香港培正中學1996年級頤社，後獲香

港大學理學士及英國伯明翰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廖博士

曾在歐洲和亞洲多國從事科研和教學十多年，曾獲愛爾

蘭政府獎項而成為愛爾蘭研究議會學人，並在IBM愛爾

蘭研究中心從事超級電腦研究。此後曾任香港商業電台

副總監，亦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擔任助理教授。現

為騰訊互動娛樂技術中心的專家工程師，領導該中心

的人工智能研發工作，並在2018年獲中國政府選為海

外高層次人才。此外，廖博士也是香港創新科技商會創

賢聚（Entrelink）的聯合創辦人。

內容簡介：

廖 詩 颺 博 士 聯 合 創 辦 的 創 新 科 技 商 會 創 賢 聚

（Entrelink）與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羅兵咸永

道（PwC）在去年對香港創新科技的生態進行了一個深

入的研究，將香港以及十二個鄰近地區城市的「政府及

公營資金」、「私營機構資金」、「政府非現金支持」、

「商業法規」、「人才供應」、「行業聯繫」、「初創企業

生態系統及文化」和「先導測試實行環境」等八大範疇

進行詳盡的分析與比較。這份三方參與撰寫的研究報

告已在近月發表，並受傳媒關注。本講座將會剖析報告

內的重點內容，討論香港創新科技發展的生態，以及

新冠疫情下創新科技發展的危與機。



29

2021年 5月份月會

<烽火歲月>的 誕生歷程－

全球 培正人合力創作紀實
主講嘉賓：吳漢榆學長（1953年級誠社）

講者簡介：

•� 吳漢榆學長為本會資深理事，並於1975-1980曾任

� 同學會秘書。

•� 華中科大(HUST)顧問教授;

•� 香港註冊專業工程師(RPE-Mechanical)

•� 香港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HKIE�Fellow);

•� 美國供暖制冷及空調工程師學會

� (ASHRAE)Life�Member

內容簡介：

(一)�<烽火歲月>封面剪影

(二)�簡介-本書由江啟任顧問、吳漢榆、周雍主編，以

1941-1945年日軍侵佔香港烽火歲月為背景，我們香港

少年兒童在淪陷前後，跟隨父母逃避戰亂的經歷。由

全球培正弘社、誠社、匡社及浸大老校友分工協作寫

成，並以中，英文出版。

本書編寫宗旨：以作者本人的親身經歷，對日軍侵略

的所見所聞，編輯成書。希望將史實留傳後世。以史為

鑑，不忘老一輩經歷的戰爭苦難歲月。本書各章的作

者詳见<目錄>以及<編者的話>。

(三)介紹本書的特色及精彩篇章，江啟明大師的精彩

插畫。

(四)本書以中、英合璧的出版目的，是考慮方便海外華

人：長者多諳中文，青少年多只懂英文，不諳中文。此

書作如此編排，將有助長者指導後輩了解此段日本侵

港歷史。(五)編纂過程的經驗：介紹封面设計，選材，

排版，翻譯，校對，申請國際書號ISBN，印刷等。(六)

後續工作－如何讓更多讀者能閱讀本書的計劃安排。

(七)編後感言。

*�答問環節。

*�即塲義賣及題簽，為同学會籌募經費。

〈烽火歲月〉誕生歷程
--培正同學會五月份月會新書發布講座紀盛

1953年級誠社吳漢榆

荷蕖吐艷，谷雨飄香。五月五日，歲在辛丑，香港

培正同學會在培正小學新大樓八樓演講廳舉行月會，為

培正人舉行新書〈烽火歲月〉發布會。晚上七時，羣賢

畢至，少長咸集，濟濟一堂，為2020年初疫情困擾香

港以來少有盛況。

七時正，會議開始，首先由劉詩韻會長簡報會務，

向主講人吳漢榆致送紀念品，吳漢榆代表〈烽火歲月〉

編委會向同學會題贈作品〈烽火歲月〉予各位會長、副

會長及全體常務理事。

繼由司儀潘嘉衡副會長主持講座，他首先介紹出

席當晚盛會的嘉賓，有嶺南大學副校長劉智鵬教授，香

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岳中琦教授，香港工程師學會資深

工程師王得高、關犖芳，以及香港培正中學校長何力

高，香港培正小學校長葉展漢，培正各級校友約五十人。

講座由潘嘉衡司儀以互動訪問吳漢榆形式而啟

動。回顧〈烽火歲月〉由醞釀到組織十位分處世界各地

的作者，主要是培正校友以及社會人士編寫本書的歷

程。

本書由江啟明任顧問，吳漢榆、周雍合編。作者

最年長的是加拿大的蕭曼霞老校友(1950年級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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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雍(1954年級匡社)，陳國能(浸大)，三藩市李君聰

(1953年級誠社)，香港誠社吳漢榆、香港匡社江啟

明、石濟民、李昇亮、郭少潔，以及嚴瑞鳳(英皇書院

退休中文老師)執筆，以1941-1945年日本侵佔香港三

年零八個月的歷史事實為背景，寫出當年這十位兒童，

因戰亂失學，隨父母逃難的經歷和見聞。填補此段香

港淪陷的歷史資料，以史為鑒，使青少年了解上一輩父

兄所受日本侵略，統治的苦難，批駁“1900至1945年日

本對中國利多於弊?”的偽命題。

講者表示，在歡慶〈烽火歲月〉出版的時刻，不敢

忘記和我們同齡的兒童及其父母及香港各界同胞，均

遭受戰火洗禮。還有直接參戰的各國軍人，香港義勇軍

和救傷隊，曾經為保衛香港而進行英勇的戰鬥，許多人

甚至犧牲了生命。今天出版此書，緬懷這段歷史，我們

要為保衛香港而捐驅的軍民致敬。雖然他們不能親身

閱讀本書，但為了感謝他們的英勇獻身精神，我們要向

他們表示誠摯的懷念和致以崇高的敬禮，願他們永垂

不朽，浩氣長存!

作者感謝培正校監何建宗博士賜序文，見証本書

的誕生，全球培正人合作的凱歌。

講者用投影片簡報講解以下各節:

(一)�編者的話�-�用簡短的編幅，逐一將十位作者的簡歷

及其內容作一介紹，以便一目了然，見微知著。

(二)�介紹精采篇章:�(1)江啟明父親曾是孫中山先生護

衛，香港淪陷時，他作為教會人士，協助廖承志將被困

香港的愛國人士救離香港;�周旋於日本軍官之間，獲取

情報及施行反間計，情節有如占士邦007故事情節;�(2)�

嚴瑞鳳一家的生死一綫，遇盟軍轟炸，逃過一劫。�(3)�

周雍和嚴瑞鳳80年後的奇遇記。80年前是街坊而互不

認識，80年後因寫本書而獲悉，當年彼此竟是街坊。

(三)�本書的特色�–�以中英文合訂出版。海外華人年輕

一代多不諳中文，但通曉英文，老一輩多通曉中文。中

英合璧成書，有助年長一輩指導年青人了解中華歷史，

增添愛國，愛港情懷。

(四)�封面選畫及設計�–�背景畫選自江啟明的水彩和素

描，英文封面背景畫為半島酒店及獅子山，因港督楊慕

琦當年在半島酒店遞降書，寓意為香港淪陷。中文封面

背景畫為九龍舊火車總站及和平紀念碑，寓意為香港

重光，紀念和平。此外，書中還選取江氏多幅素描，如

山頂老襯亭、虎豹別墅，舊郵政局�(書信館)，舊利舞

臺，街邊連環圖書檔，九龍寨城社區，以增加本地風土

人情色彩。

(五)其他如選材，翻譯，排版，申請國際書號ISBN等，

都取得一些經驗，介紹出來與大家分享。

(六)�編後感言�–�(1)我們生逢這個年代，真是不幸，小

小年紀，遭逢戰亂而失學，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但是

我們這個年歲，也算幸運，能夠寫成這本書，留傳後

世。試想想，如果太年長的，如今或已喪失記憶和寫作

能力;�太後生的，可能未出生，又或年紀太小，無此經

歷。

(2)本書出版又逢庚子，120年前，“庚子賠款”是中華

恥辱。今天，祖國強大，深信庚子事件在中華大地不會

重演。

(七)後續工作�–�出版此書是為了流傳久違，所以要加強

發行工作。通過培正校友，中、小學，已經取得一定的

成績。目前正準備在中華、商務、三聯書局上架發行，

並積極考慮在網上平台發行，希望校友能幫忙提供此

方面的訊息及渠道。

最後，要感謝培正母校、同學會及校友的支持，善

長仁翁的贊助，作者的努力，編輯校對工作及出版人員

的辛勞，〈烽火歲月〉才能在紛亂及疫情困擾的環境中

誕生，這是培正大家庭一齣勝利凱歌!

接着，潘嘉衡司儀邀請嘉賓劉智鵬教授上台發表

對本會當晚新書〈烽火歲月〉新書發布的觀感。劉教授

對培正校友能合力編寫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一段歷

史表示贊賞，因為知道此段

歷史資料十分缺乏。他們幾經艱苦，才物色到一位年

僅十歲左右的戰爭親歷者，人們探求三年零八個月香

港淪陷時期史料的慾望是非常強烈的，可見本書有助

填補歷史空白。

會後，〈烽火歲月〉編委會捐出100本作品�(除贈送

會長及常務委員12本外)義賣，捐款送培正同學會作為

經費。當晚講者家人祖孫三代全家出動幫忙;�善社陳志

成校友個人捐港幣弍仟元認購二十本，以餽贈親友，其

他校友亦樂意認購題名蓋印本，每本一百大元。義賣結

束時，由蕭寅定總幹事、羅志明副會長點算，計得善款

港幣陸仟圓，納入培正同學會庫房。

新書發布會講座晚上8:45分圓滿閉幕。� 20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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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份月會

漫談常見的血液 科 疾 病

主講嘉賓：陳以天學長（1983年級凱社）

講者簡介：

陳以天醫生

血液及血液腫瘤科專科醫生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

英國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英國愛丁堡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英國格拉斯哥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

內容簡介：

香港人常見的貧血原因、血小板問題、白血球異常等；

並淋巴腫瘤、骨髓瘤及白血病最新治療方向。

2021年7月份月會

港區國安法大幅改變特區政 治生態

主講嘉賓：宋立功學長（1971年級剛社）

講者簡介：

1971年級剛社宋立功學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社

會學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榮休教授，現為香港邁臻研究所總監。

內容簡介：

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多，香港政治生態丕變，中央全

面介入特區政治，通過修改選舉制度，重手打擊本土抗

爭派，邊緣化民主派，後續辣招陸續有來。講者將分析

未來政局走勢，下任特首如何應對嚴峻挑戰，以及中

港關係變化等議題。

（左）剛社金禧獻禮予中學，左起: 陳麗葉(剛社)、鄭美儀(剛社)、
何力高校長(勇社)、譚世英社長(剛社)
（右）剛社金禧獻禮予小學，左起: 陳麗葉(剛社)、鄭美儀(剛社)、
葉展漢校長(健社)、黃志凌(剛社)

（左）剛社金禧獻禮予同學會，左起: 陳麗葉(剛社)、鄭美儀(剛社)
、劉詩韻會長(晶社)、梁培堅(剛社)
（右）左起: 何力高校長(勇社)、侯任校友校董劉詩韻(晶社)、現任
校友校董何浩元(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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