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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前言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成立二十週年，第二十屆幹事會特意出版
此二十週年紀念特刊《港傑。貳拾》，與一眾會員、榮譽顧問、榮譽贊助人及公眾
見證這歷史時刻。

自一九九三來，本會發展愈趨成熟，會內運作漸具規模，對外亦廣受社會人士認同，
深得學界支持。

《港傑．貳拾》致在重新整理本會二十年來的各項發展，並把成立至今的人和事
一一呈現，回顧歷史，加深讀者對本會的認識。

特刊結集了歷屆會員的由衷分享，包括在本會的成長點滴、所感所想，和對未來「港
傑」的寄語。 

另外，本刊亦得到榮譽顧問的支持，他們在百忙中抽空接受訪問，討論香港青年問題，
探討本港未來發展，並與各會員分享寶貴經驗。

回望過去，展望將來，讓我們總結前人所得，攜手開創「港傑」的下一個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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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編者序 

跬步千里　倏忽廿載 
編者執筆之際，欣逢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二十週年 ( 下稱「港傑」 )，看到
一連串的慶祝活動，活動之盛實教人鼓舞。古謂「集思廣益」，港傑成立至今一直
廣受社會各界充分肯定，這不單取決於港傑上下同心同德，更得力於前人的一點一滴。

港傑於一九九三年成立，前身為「新界區傑出學生協會」，於二零零一年正式更名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會員由每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
舉」的決勝者組成。歷年以來，港傑藉着籌辦不同活動凝聚來自不同學校的中學生，
更提升了中學生的社會責任意識。

每每談起一些週年慶典，必先想起其主題。「二十」這個數字，正正予人機會反思。
以上所述都是港傑迄今二十年來的足印。而下一步我們不期然會問：「那將來的
二十年呢？」沉澱過去方能迸發未來。現今社會常常充斥一代不如一代的聲音，甚
而引起不同世代之間的矛盾。身為年青人，又可以如何看清箇中自己呢？

我們既是年青人，更是港傑的一員。我們抱擁滿駄理想，更有一腔熱忱傾注社會。
理想和熱情，正能令我們堅定不移，邁開腳步，走出自己的道路。社會的未來正需
要由我們來掌舵，在發展這汪海洋上，天氣或晴或雨。不過，只要心存理想，勇於
關懷別人，不論是狂風急驟、陰雨滂沱，一切過後總有艷陽天。

荀子有云「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現在的港傑是由前
人足跡交織而成，而未來呢？屈子又曰「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港
傑的將來，香港的將來，就交由我們來決定。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
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謹此祝願每一位
會員奮發爭先；也祝願港傑前程錦繡；更祝願香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港傑。貳拾」籌備委員會

二零一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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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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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對一個非牟利、沒有政府機構、專上學府、
地區團體或是政黨聯繫，對一個沒有全職員工，而會員及幹事均是忙得「十項全能」
的傑出學生組織而言，可說是難上加難。箇中辛酸，相信歷屆會長及幹事定當有所
體會。然而，看著這本《港傑。貳拾》紀念特刊的誕生，證明再艱難的，我們都
一一捱過了。當中的成果除了要歸於歷屆無數位曾為本會工作至通宵達旦、勞心勞
力的幹事們外，亦要感謝眾多一直以來對本會不離不棄的會員。本會會員是我們最
寶貴的資產，有了這些資產，即使再困難的時刻，我深信亦可一一渡過。

二十年，可以是一個包袱，亦可是一個機會。回望本會發展至今，經歷眾多重大變化。
唯一不變的是許多會員對本會的心。大家起初均以學生身份進入本會，現在也許早
已畢業；也許事業有成；也許成家立室，有些也許仍活躍於會內；有些也許己忙碌
於社會，但對本會許多人和事的留戀和歸屬感，跟第一天並無分別。因籌備二十週
年會慶之故，有機會聯絡上很多久遠的前會長及會員。雖然他們或許淡出本會已久，
但從他們的聲音中可聽出，他們對本會的關心及熱誠跟當年並無改變。對於二十年
這個歷史重擔，我看到的是許多難能可貴的機會，希望各會員二十年後收到當屆會
長的電話邀請時，仍留著第一天進入本會時的「心」，為本會作出貢獻。

最後，謹在此衷心祝願各會員在本會有所得益，繼續對這個大家庭「不離不棄」，
讓我們一同進入下一個更光輝的二十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二十屆會長

陳建宏先生

二零一三年六月

序

歷屆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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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會長

第一屆會長
第二屆會長
第三屆會長
第四屆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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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會長
第七屆會長
第八屆會長
第九屆會長
第十屆會長

第十一屆會長
第十二屆會長
第十三屆會長
第十四屆會長
第十五屆會長

第十六屆會長
第十七屆會長
第十八屆會長
第十九屆會長
第二十屆會長

林佩峰小姐
張秀蘭小姐
王潔芝小姐
黃振能先生
陳漢泉先生

葉冬生先生
歐陽健男先生
吳家榮先生
駱敏賢小姐
郭志濠先生

何爾帕小姐
劉韻詩小姐
吳樂雲小姐
范凱傑先生
黃祖詒小姐

楊俊傑先生
王君朗先生
陳紫欣小姐
黎子進先生
陳建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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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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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Gary NG K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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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贊助人

榮譽白金贊助人 (2012-2013)

( 排名不分先後 )

夏佳理太平紳士
香港交易所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英偉太平紳士
香港藝術發展局 主席

余若薇太平紳士
香港大律師公會 資深大律師

盛智文博士
海洋公園公司 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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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贊助人

榮譽金贊助人

榮譽贊助人

(2012-2013)

(2012-2013)

( 排名不分先後 )

( 排名不分先後 )

葉劉淑儀太平紳士
行政會議 非官守議員

葛珮帆博士

譚耀宗太平紳士

湯家驊資深大律師

曾鈺成太平紳士

陳淑莊大律師

鍾港武太平紳士

鍾樹根太平紳士

何厚祥先生

高永文醫生

劉慧卿太平紳士

梁家傑資深大律師

盧偉國工程師

謝偉俊太平紳士

黃偉旋先生

胡惠基先生

司馬文先生

黃定光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議員

黃佩琳女士
元朗青年商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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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顧問(2012-2013)

榮譽顧問

高等教育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專業

商界及文化界

徐立之教授  
沈祖堯教授
唐偉章教授
郭位教授
梁智仁教授
胡鴻烈博士

夏佳理太平紳士
盛智文博士
王英偉太平紳士
司馬文先生

余若薇資深大律師
陳淑莊大律師
盧偉國工程師

高永文醫生
葉劉淑儀太平紳士

香港大學校長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香港樹仁大學校監

香港交易所獨立非執行董事
海洋公園公司董事局主席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
創建香港創辦人暨行政總裁 

香港大律師公會資深大律師
香港大律師公會大律師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工程界 ) 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

( 排名不分先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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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顧問(2012-2013)

榮譽顧問

立法會

區議會

青年事務

曾鈺成太平紳士
鍾樹根太平紳士
梁家傑資深大律師
謝偉俊太平紳士
毛孟靜女士
湯家驊資深大律師
劉慧卿太平紳士
葛珮帆太平紳士
譚耀宗太平紳士
黃定光太平紳士

胡惠基先生
黃偉旋先生
黃佩琳女士

鍾港武太平紳士
何厚祥先生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香港島 ) 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九龍東 ) 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九龍東 ) 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九龍西 ) 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新界東 ) 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新界東 ) 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新界東 ) 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新界西 ) 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 進出口界 ) 議員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
元朗青年商會前會長 (1995 年 )
元朗青年商會會長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
沙田區議會主席

( 排名不分先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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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簡介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utstanding Students' Union) (HKSAROSU) 為一香港非牟利非政府組織，成
立於 1993 年。本會由每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得獎者所組成，
會員人數至今超過四百人，是香港歷史悠久及最具代表性的傑出學生組織之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成立至今，歷年來籌辦多項大型活動及服務，
回饋學界及社會，深受各界人士認同。

本會前身為「新界區傑出生協會」，由元朗青年商會舉辦的「新界區傑出學
生選舉」得獎者所組成。於 2001 年「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改名為「香港
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並接受全港中學生報名。因此，本會亦於同年
改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本會除了提供平台予一眾傑出學生彼此交流和學習外，更本着服務大眾、回
饋社會的使命，於學界發掘並培育未來領袖，並推動青年人關注社會。本會
每年均會舉辦不同的活動，希望凝聚傑出學生的力量，貢獻學界和社會。其
中，「港傑。港未來」(Hong Kong Future Pioneers, HKFP)，前稱「香港青年
領袖論壇」(Hong Kong Young Leaders’ Congress, HKYLC)，為本會之年度品
牌活動之一，於 2003 年起舉辦至今已有十年，一直深受學界歡迎。今年起，
本會每年的新會員人數將由二十人增至三十人，希望能凝聚更多傑出學生的
力量，為社會出一分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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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簡介 -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感恩晚宴
「感恩晚宴」(Thanksgiving Dinner) 為「週年晚宴」(Annual Dinner) 外，一重要會內年度活動。活動首辦
於二零一零年，旨在答謝本會的榮譽顧問一直以來的支持及為本會提供寶貴的意見，並提供一個輕鬆愉
快的晚上，讓本會會員與榮譽顧問作深入的認識和交流。活動舉辦至今，一直深受會員歡迎。各榮譽顧
亦從百忙中抽空出席，藉此晚宴了解更多本會的近況及發展，並對會員在升學、工作及生涯規劃上作出
分享及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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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簡介 - 品牌活動

感恩晚宴 2012 嘉賓合照感恩晚宴 2012

感恩晚宴 2010 嘉賓合照感恩晚宴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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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港未來

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2012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2011

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2009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2003

「港傑。港未來」(Hong Kong Future Pioneers) (HKFP) 為聯會之年度品牌活動之一，於二零零三年起舉辦，
至今己舉辦十屆。活動前稱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Hong Kong Young Leaders' Congress) (HKYLC)，一直深受
學界歡迎和支持。活動包括數個工作坊及交流論壇營，讓一眾參加者與嘉賓交流意見，深入探討不同社
會議題。過往數年，本活動分別以法治、社會公義、少數民族及保育為主題，討論香港核心價值與未來
發展。在本會二十週年之際，「香港青年領袖論壇」正式改名為「港傑·港未來」，並以探討香港未來為主。
參加者將有機會從專業人士身上學習，並嘗試在社會上實踐，學習成為真正的青年領袖。

12

本會簡介 - 品牌活動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

第二十六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決賽第二十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得獎者

第二十二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頒獎禮第二十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交流團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及元朗青年商會合辦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s Selection) 始於一九八八年，原為「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直至二零零一年，選
舉正式改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並接受全港中學生報名，為香港學界其中一個最具代
表性的榮譽。本選舉旨在鼓勵中學生在學術、課外活動、社區事務、領袖才能及自我認知作全面發展，
從而提高中學生的公民意識，並藉由歷屆得獎者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推動一群優
秀人才，發展潛能、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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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歷屆「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得獎
者創立「新界區傑出學生協會」，
為一非牟利非政府組織，亦是歷史
最悠久的香港傑出學生組織之一。
其旨在凝聚一眾傑出學生的力量，
服務大眾，回饋學界，並為社會發
掘及培育未來領袖。

第一屆「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

「新界區傑出學生協會」改名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
會」，每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傑出學生選舉」優勝者均會成為
本會會員

舉辦「青年立法會」
Youth Legislative Council (YLC)

舉辦 Careers Compass

舉辦 Civic Awareness Ambassador Scheme

舉辦 Create Your Metagalaxy

舉辦第三屆「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會員人數超過一百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十週年會慶

舉辦首屆「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Hong Kong Young Leaders' Congress (HKYLC)

舉辦「媒體力量」Media Power

舉辦第二屆「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1988 1997

20011993

2003

2004

2005

2006

本會簡介 - 會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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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香港青年精英論壇」
Hong Kong Youth Elites Conference
(HKYLE)

舉辦第五屆「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舉辦「中國文化推廣大使計劃 -龍謠」
Chinese Culture Promotion Ambassador

舉辦「跨文化共融大使」
Cross-Culture Mentorship Programme

舉辦第四屆「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舉辦第二屆「種子計劃」Project Seed

舉辦第九屆「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會員人數超過四百人

「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改名為「港傑·港未來」
Hong Kong Future Pioneers (HKFP)

首辦「感恩晚宴」Thanksgiving Dinner

首辦「種子計劃」Project Seed

舉辦第八屆「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二十週年會慶

成立顧問團 (Advisory Board),
由資深會員擔任本會顧問

成立傑出學生選舉籌委會
Outstanding Students Selection Organising Committee
(OSSOC)

改革會員制度

改革榮譽顧問制度

舉辦第七屆「香港青年領袖論壇」

2007 2010 2012 2013

2008 2011 2013

本會簡介 - 會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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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夏佳理：最重要的是人的本質

榮譽顧問專訪 - 夏佳理太平紳士

18

個性十分重要

傑：您認為一個傑出學生應具備甚麼特質？

夏：我今天所看到的傑出學生，是在你們公開、公平、透明度高的提名和選舉機制下產生。我
相信我和全港幾百間學校的老師一樣，都認同傑出學生某些基本的條件。第一，校內成績必須
達到一定水準；第二，不能只懂讀書，須要參與學校的不同運作；第三，對待老師、家人和
朋友的態度，這些都應是基本條件。部分學生未必是最能幹、最聰明的人，因現在並非選 the 
most intellectual，反而應選一個人在上班外的運作，例如當義工，或在社區內的貢獻。我們也
應看學生對外的個性，部分人比較害羞，有些比較活潑，有些人 PR 工作較出色，雖然為一個
人的個性評分很難，但我認為學生的個性十分重要。

傑：那麼，最重要就是人的本質，對嗎 ?

夏：對，就是每個人的本質。今天我們在社會上做人、
做事，人緣很重要，除非是科學家，在實驗室埋頭苦
幹，那過分 all-round 的性格未必適合行業本身，最
要緊是人品好、心腸好。我們亦要瞭解做人成功或失
敗，只是一把尺，更重要是多作嘗試，每件事都盡力
而為。我告訴孩子，每位家長都希望子女讀書、做事
成功，而我認為開心是同樣重要。無論你是掃街，做
律師、醫生，或任職商界，都必須盡力做事。哪怕是
掃街，也希望把街道變成最乾淨的一條街；但若今天
無法做到，那麽曾努力嘗試便可以了。

榮譽顧問專訪 - 夏佳理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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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六十年代時沒有人上街嗎？以往香港情況十分嚴峻，無論暴動、戒嚴，都比起現時厲害得多。
六十年代的情況其實頗恐怖，有些人會塗上紅色的油漆或蕃茄汁等，裝作流血，讓其他地方的
媒體看到大嚇一驚。這些你們都沒有看過，每代有各自的難題。

傑：現今小朋友在物質充裕的環境下成長，相對於您兒時的家境，更有利學習。在過往艱難的
環境下成長，您是如何克服種種困難？

夏：回望過去，你們會認為家庭環境對我當時造成很大的困難。沒錯，那時環境並不舒服，要
母親當教師，獨自把姐姐和我養大，但現時有更多人比我當時的成長環境惡劣得多，更加辛苦，
我們應把這些經歷視為工作上的鼓勵。

 
傑：很多人說香港社會流動性低，現在年輕人得到的機會多了還是少了？

夏：當然多了。香港回歸後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從以往三、四百萬人，變成十三億人的市場，
人口多了，但競爭同樣大了。

傑 ：談到個性，現時社會經常標籤「八十後」、
「九十後」，您有何看法？。

夏：這是媒體的標籤，而我們輕易接受了。

傑：有人認為「八十後」、「九十後」的個性
不及五、六十年代人，您認同「一代不如一代」
嗎？

夏：兩者分別其實不大，因為每代人都受社會
整體環境影響的。現在年輕人上街，難道五、

20

榮譽顧問專訪 - 夏佳理太平紳士

面對競爭  裝備自己

傑：香港年輕人如何能提升競爭力？

夏：年輕人見工時，例如做專業界，當律師、醫生的，如何介紹自己，並準時出現，十分重要。
例如我們有約會，必須早到，不能遲到，要自己等候人總比人家等你好。又或考試時，我必定
早到，因為遲到的話，可能要趕入考場，那麼進入試場後仍未能平靜好。這些額外的麻煩，應
盡辦法避免。

傑：您會推薦甚麼書給青年領袖？

夏：我推薦一本很簡單的書《Who moved my cheese?》。如果自身的環境有改變，若你不能發
現，便無法適當應變，即 change management。我們要知道無論在學習、工作、做事時，世界
都不斷在轉變。

傑：有甚麼話想跟 OSU 會員分享，勉勵年輕人？

夏：能進入 OSU 必然是對他們的 recognition，這
可能令他們在社會擁有較特別的地位，但請記得做
人、做事都不能一人完成，必定是 teamwork，且
他日有能力便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21

榮譽顧問專訪 - 夏佳理太平紳士



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榮譽顧問專訪 - 余若薇太平紳士

傑出學生應有公義之心

傑：每年均會有 20 位傑出學生加入本會，而今
年更增至 30 位，您認為一位傑出學生必須具備
甚麼條件？

余：首要是有上進心，對每一件事均要做到最好。
其次要有責任心，不論對家庭、自己和社會也
要盡責。再次亦要有是非心，事實上回歸後社
會一直轉變，現在時時感到價值觀一直改變。
故我認為除了擁有上進心和責任心以外，是非
公義之心亦十分重要。

傑：您認為現下的年青人最缺乏的是甚麼？

余 若 薇： 不 要 小 覷 自 己

余：我覺得每一代年青人皆有其看待事物的態度。因為資訊科技發達，現在的年青人容易接收
資訊，社會要求亦較以往的年代為嚴格，年青人的壓力也愈來愈大。有時候看到年青人比以往
的年青人都來得聰敏，但也有些年青人的價值觀令人擔憂，情緒管理方面亦需要改善。這不知
是因家庭因素或是其他方面導致，情況亦使人關注。

傑：談到處理壓力，每天您都會面對不同方面的輿論壓力，您會如何應付？

余：嘴上說說容易，但實際上也不輕鬆。許多時候也會感到不快，只是不快樂的事天天都多。
若談起如何應付方面也沒有特別，只能抱著「開心一天，不開心又一天」的心態，不要使其影
響到自己的日常工作。

22

榮譽顧問專訪 - 余若薇太平紳士

關心香港  放眼世界

傑：現時很多年青人剛步進社會時也會抱怨生活艱苦，您如何看待這些負面情緒呢？

余：我相信部分責任是來自社會，年青人的確面臨頗大壓力。相較於我們的年代，修畢大學學
位就能找到穏定的工作，付出的努力會有收穫。不過，現代社會的競爭激烈，生活步伐急速，
經濟環境改變，故有時候令年青人感到付出和收穫難成正比，這不難理解。但是，光是抱怨，
只會令現況更糟糕，因為這是自我實現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若你覺得事情糟糕，只
會更加不高興。每個人也會有一套方法應付負面情緒，例如嗜好、朋友、吃東西等等，但最終
也只是靠自己。無論外面如何陽光普照，若自己心中下雨，最終也是無濟於事。

傑：時下的年青人普遍物質生活豐裕，難免變得驕生慣養。故此有不少人認為「一代不如一代」，
年青人亦不斷嗟怨社會所給予的機遇不足，您對此狀況有何看法？

余：我覺得這一代的年青人有許多特
別之處，以往的父母多要求年青人讀
書、然後工作，現在很多年青人抱負
卻有點不同，例如有些人會參加社運，
他們會認為自己的價值最為重要，只
要有足夠的條件，反而穩定的生活卻
不甚重要。我覺得這都是由於社會在
轉變，以往有人認為香港是「文化沙
漠」，不過現在你看到店鋪亦多有變
化，這都說明社會一直轉變。所以，
我覺得現時參與社運的年青人是值得
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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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傑：談起社運，您認為身為傑出學生是否必須有多些社會政治參與的熱誠呢？

余：這是十分重要。全球的人口愈來愈多，而資源卻愈來愈少，若我們只顧自己，不斷掠奪資
源，世界必會滅亡。身為傑出的年青人一定不可以自私自利，因為我們要和世界上其他人相處。
所以如何擁有世界公民的心態才是重點。

民主需要包容

傑：回顧香港整體的發展進程，許多人會認為香港是一位「過客」，不同年代的人們來來去去，
您認為現在或將來的香港能否凝聚一種「香港人的文化」，或是「香港情懷」呢？

余：非常有趣的問題。我們的年代會有同鄕會，猶記得小時候會有「南北」之別，「南」方的
廣東人和「北」方長江以北流域的人，雙方都不甚咬弦。雙方覺得香港是一個借來的地方，故
此與其不太相干。由始到終也覺得自己不屬於社會的一部分，只關注自己的家庭。時至現代，
你也可以看見「本土派」，突然間論爭四起。我覺得有點可惜，因為對事情有不同看法不成問題，
但是現在的爭論過於非此即彼、敵我矛盾。這種「仇視」的態度就算在以往的「南北」之別亦
只是停留於生活習慣、文化的層次，可現在的「本土派」和「非本土派」、「大中華派」等等
的論爭則過於偏激。我認為很多事情，特別是民主，民主更需要包容，現時某些討論又是否需
要如此割裂呢？

傑：您覺得香港未來二十年能否令我們年青人有信心去繼續發展呢？

余：我覺得您指的「信心」非常重要。我們香港人必須要有希望，即是令下一代覺得可以留在
香港。另外，我們也希望為香港的發展而努力。這些都關乎香港的體制，我常常覺得這不只是
「人」的問題，而是我們要有一套制度令一班傑出的人發揮所學。如果制度下全是庸才，就會
「劣幣驅逐良幣」」，那問題可大了。如果特首及其領導班子都是一團糟，令公務員認為只能
憑奉承上司方能擢升。結果，整個社會風氣也只會令人才卻步。我最近聽見一些老兵也要移民
到台灣，我覺得此類想法會令社會愈走愈偏。所以，制度必須為服務「人」，而非為一些利益、
裙帶關係使「人」上位。這正是我參與公民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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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顧問專訪 - 余若薇太平紳士

凡事不言敗

傑：有甚麼意見可給予 OSU 會員，使我們能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余：第一樣是學識，你們要多看書，涉獵不同範疇的知識，以培養自己的分析、判斷能力，切
忌拾人牙慧。另外，你們亦要有一腔熱情，不可以消極，凡事永不言敗。至於實際的參與上，
我覺得現階段不需要妄言前路，在不同的崗位可以有不同貢獻。只要言之有物，就算年齡尚少，
也可以有學民思潮。現在每個人可以透過互聯網、相機等途徑表達自己，並不需要拘泥於自己
的崗位、角色。普通的人，也能成就大事。

傑：有甚麼書籍可推介給各位傑出學生？會否有一句話可以勉勵或提醒我們的會員？

余：我覺得現時的書籍繁多，若說推介書籍的話，先要看看自己的興趣。我自己則較喜歡人物
傳記，因為我覺得每一個成功人物，必然意志力過人，由自傳中正正就可以體會到那一份意志力，
特別是一些名句。若能學得箇中一二，定會多有得益。至於贈言，我也難以蓋棺論斷。不同階
段也會有不同的座右銘，若看得適合自己，就會摘錄下來，待將來引用。而對於年青人，我會
想說「不要小覷自己」，每事也要盡力，結果永遠教人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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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榮譽顧問專訪 - 曾鈺成太平紳士

曾鈺成：人不立志，活著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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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顧問專訪 - 曾鈺成太平紳士

貢獻與付出

傑：你覺得一個傑出學生必須具備甚麼特質？

曾：傑出學生所須具備的條件，我想分享一下取自《道德經》的一句說話：「既以為人己愈有，
既以予人己愈多」。意思是說，愈願意付出自己的才智、經驗或其他本領去為別人服務，自己
會便愈有本事；愈願意將自己擁有的財富與別人分享，自己就愈富有。這句話聽起來很玄，但
其實想深一層亦與你所提出的問題有關。

假如你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但沒有將這些才幹來貢獻社會，就只是孤芳自賞而已。相反，只
有運用自己的才能去服務他人，才會令別人真正體會到你的能力。最富有的人往往不是擁有最
多的人，正所謂「欲壑難填」，一個佔有欲很強的人往往會覺得自己貧乏而貪得無厭，永遠不
會滿足於自己所有。換個角度看，一個人願意分享自己的財富才是最富裕的。再者，知識、學
識也算是一種財富。所以我認為，作為一個傑出學生，應該要在集體、社區以及社會裏發揮你
的才能、智慧以及能力去貢獻他人。現今社會所說的傑出人士，應該以貢獻和付出作量度。

自我反省  與時並進

傑：現時社會上很多人覺得年輕人付出不夠多，甚至是欠缺責任心。你對「一代不如一代」這
個說法有甚麼看法？

曾：我記得在初中的時候，學校的老師對我們說：「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你們瞧瞧高年級
的同學多生性，你們真差勁！」。當我升上高中時，老師又說：「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你
們比新入學的同學好多了！」到我做老師的時候，我又聽到同事說：「唉，這一代的學生比以
往的差得很遠呢！」老實說，這幾十年來我都在聽同樣的說法。所以，我不信「一代不如一代」
這個說法。其實，社會在不停變化的同時，年長一輩的我們反而要自我反省是否能夠與時並進。
假如老一輩已經與社會脫節，就會對年青人的不理解，所以亦不懂得去欣賞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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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那麼，你會如何形容我們這一代的年青人？

曾：我覺得你們這一代的年青人與任何一代年青人都同樣是千差萬別的。倘若任何人試圖去用
一律的標籤加諸於一個年代的年青人，都只是無意義地將一些問題簡單化。我覺得「X世代」、「Y
世代」、「八十後」、「九十後」或者是在討論議題時方便的代名詞。我認為社會上的年代差
異才是有趣的地方，假如每代的年青人都像倒模一樣，社會就變得無意思了。

傑：現時年青人都說社會的向上流動力很低，你覺得現時社會的機會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曾：在任何年代，若你要去實現自己的理想，或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質素，必須的元素就是奮鬥。
我希望年青人不要將自己遇到的困難歸咎於現在的社會形態抹殺向上流動的空間。

最重要的是奮鬥的決心

傑：現時很多年青人抱怨買樓艱難，你有甚麼看法？

曾：很多人說：「上一輩的香港人靠拼搏終能得到一個
改善生活的機會，但現時的年青人連拼搏都無用。」假
的！現在這一輩的年青人靠拼搏而做出成績的仍然大有
人在。我覺得不能很簡單地對兩個年代作出比較，譬如
說在三四十年前，香港經濟還未非常發達，個人創業的
機會可能相對較多；但現時的經濟形態已截然不同，比
方說現時的就業資訊繁多，而亦有獵頭公司等人力資源
公司去協助就業，這些種種在我讀書的年代均是沒有的。
因為全球化的關係，現時社會上的競爭固然更為激烈，
但同時年青人的視野亦廣闊得多。所以我認為縱然競爭
激烈，給予年青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並沒有減少，關鍵在
於年青人有沒有奮鬥的決心和志氣到不同地方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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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你剛才提到年青人需要拼搏，而拼搏的過程中少不免會遇上困難。你可否與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面對困難時應該抱怎樣的心態？又或者在面對壓力時，譬如說在立法會面對爭議性事務等，
你會如何排解壓力？

曾：面對壓力，在理論層面上，可能很多人都會說像半杯水的比喻那些老生常談，但實際上就
知易行難。比起你們，其實我有很多吃虧的地方，譬如說我的精力一定不及年少氣盛的你們；
但同樣地，你們也有不及我們這一輩的地方，便是閱歷和經驗了。有些事情，你必須經歷過才
能掌握和正確地判斷。

立志令你活得有意義

曾：另外我也想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對目標和理想的看法。回想我初執教鞭時，我經常對學生說
如此的一句話：「人不立志，活著沒意義」。如果一個人沒有奮鬥的目標，就彷彿沒了生命的
方向，這對年青人尤其重要。回想起我在大學二年級時第一次到內地探親，體會甚深。當時中
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發展程度相距甚遠，令我覺得如果能夠與中國人一起奮鬥，將國家由貧窮
變成富裕，由生活艱難變得文明，將會是一入美好的事。那一刻，我才感覺到何謂立志，驀然
覺得讀書多了一重意義。當時我覺得自己可以研究科學，到科技最先進的國家進修然後為國家
服務。我覺得如果年青人完全沒有理想、不立志的話，就會變得渾渾噩噩。

然而，我覺得縱使我們要立志，但千萬不要成為了理想的奴隸。假設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個科學家，
但發現未能達成時，初時會不服氣，拼命去掙扎，漸漸經過不斷失敗後就會變得灰心失望、喪
失意志，更可能會自怨自艾或者變得憤世嫉俗。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能沒有目標，但要知所進退，
這亦是最難的地方。即是說，假如我們一開始便不斷提醒自己要知所進退，便很容易半途而廢，
反之便會撞個頭破血流、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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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其實我與當初立志的發展方向明顯是大相徑庭的。在二三十年前，我看到其他同儕在科學
得到成就，我仍會有些耿耿於懷，總是躍躍欲試。然而，隨着時間過去，因為已經再沒有這種
機會，這種想法已經漸漸消失。

其實我有兩條原則也想與大家分享一下的。第一個是「瞎子爬山」，即是指一個瞎子要爬上山頂，
便會在原地向四百八方踏出一步，然後選向上的方向，但這可能只是一個假象。可是，在我們
未能看到大方向的情況下，就只能採取這個手法。就正如現實中，我們經常難以看清未來的大
方向，但這不是原地踏步的藉口，我們只能看到向前向上的路就去前進。

第二個就是一個人能夠做得最好的，往往是最有興趣的事情，而興趣又是可以培養和發掘的。
我覺得這也算是我的強項。譬如說，我當初教書的時候其實興趣不大，但當我發掘到教學的興
趣時，每天上課、備課便不再是一種苦差；當我最初參與選舉時，朋友都認為我不是選舉的材料，
但既然我已成為了政治團體的主席，便不能不去參選。從政以來也二十年了，我也從服務一些
陌生的人中找到樂趣。

傑：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掌握知所進退的分寸呢？

曾：我想分享一個基督教牧師的一篇禱文《Serenity 
Prayer》， 裡 面 說 道："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假如
我們只靜靜接受可以改變的東西便成了失敗主義者，而
如果強行去改變不能改變的定局便是過於偏執。關鍵在
於第三句，我們要懂得分辨能改變與及不能改變的事情
的智慧。智慧 (Wisdom) 與聰明 (Intelligence) 不同，聰明
可能係天生或從書本文獲得，而智慧則需要靠經驗的累
積。

傑：回望你由大學立志到現在，你認為自己的目標已經
達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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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曾先生有沒有一些雋語希望與各位
傑出學生分享？

曾：還是「不要怕艱苦」吧！正如我任
教的學校圖書館有一幅書法，所寫的是：
「學問之道，勞而不穫者有之，未有不
勞而穫者也。」另外亦想與各位同學分
享《The Outliers》這一本書，裡面研究
了一些傑出人士的成功之道。其中一個
章節便提到，不論是任何一個範疇，例
如藝術、體育，若果要獲得成就，必須
經過一萬小時的努力。大家也是傑出學
生，所以絕對值得一看。

傑：多謝曾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曾：也祝你們繼續「傑出」！

日子有功  不要怕艱苦

傑：在年青人未得到積累而來的智慧前，又應如何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呢？

曾：雖然年青人缺乏社會閱歷和經驗，但他們的長處就是精力旺盛、吸收能力強。所以，年青
人應該善用長處，努力學習。學習所指的不只是學業，而是種種不同的經驗。日子有功，所以
同樣起步點的兩個青年人，經過一段時間便會迴然不同，這完全取決於一個人所付出的力氣和
態度。所以，年青人首先需要有強烈的求學意欲，留意身邊的人和事，努力探究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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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文：能力、仁心與素養

榮譽顧問專訪 - 高永文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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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你覺得一個傑出學生必須具備甚麼條件和特質？

高：在這方面，我覺得自己是比較保守的。我認為學生階段主要還是應該求學，所以我認為一
個傑出學生首先需在學業上站穩，而站穩所指的並不是要在學業成績上非常頂尖。而更重要的
是，在學習能力和成績有充分表現之餘，能夠兼顧其他兩樣事件。第一件事就是個人興趣和技能，
而且能在這些領域有相當實力，達到多方面發展；第二件事便是對社會的關心。在關心社會方面，
有些人覺得一定要有社會參與，甚至是政治參與，但在我看來，我認為只要能理解不同階層人士，
明白弱勢社群的需要，在社會上幫助他人，便已經是關心社會的表現。

我覺得以上三方面都是對傑出學生應有的期望。首先，傑出學生應該對自己的學業有一定掌握，
並且有領導才能，確保自己在社會上做一個有用的人；而且應該在體藝興趣上展現自己的文化
素養，並讓自己能夠透過這些興趣去欣賞社會上的人文文化與及各方面的多樣性；最後便是對
整個社會的一顆仁心，去關心、體驗和了解其他人的需要。

榮譽顧問專訪 - 高永文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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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發展才是關鍵

傑：高醫生剛才提到才能、文化和仁心三個要素，你覺得哪一個要素為現時青少年所缺乏的？

高：我覺得現時的青少年在以上每一方面的參與都比較淺，或是捉錯用神。譬如說在學業方面，
青少年追求成為尖子，卻忽視了培訓自己的綜合能力；在文化方面，只追求有一技之長能表演
奪獎，卻不是培養多方面的文化素養；在參與社會事務方面，很多青年人只因豐富履歷內容而
儲義工時數，又或是只求「出位」而作政治參與。我覺得，現時的家長和學生都知道社會要求
的是這幾方面的素質，但卻捉錯用神。所以，我覺得一個傑出的青年，應該是一個完整的人，
擁有完整的人格。

傑：其實現時很多青少年都會努力裝備自己，但同時，時下青少年亦抱怨自己的向上流動力遠
比以前為低，你又有何看法？

高：我想先問一問，假設你們出來社會工作後，會認為甚麼時候買樓才算滿意？我想在這裡分
享一下自己的歷程。我當時修讀醫科，坦白說收入亦算不錯，但我在二十三歲畢業直到幾年後
結婚亦一直是租屋住，直到工作十年後才開始供樓，但我又不覺得這是特別長的一段時間。

裝備自己  把握機會

傑：你認為社會的向上流動力是否正逐漸減弱？

高：我也不能說我掌握到正確的答案，不過我個人覺得
現時社會上的機會比以往為多，但競爭亦同時增加。根
據我的觀察，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就以公開考試
作一個比喻好了。以往公開考試的等級是拉曲線而決定
的，但當應考人次上升一倍時，並不代表拿 A 的人數同
時上升一倍，而是本來拿 4 個 A 的人會拿了 7 個 A。而
社會上的資源亦同樣，當資產增加，職位增加時，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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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按比例分配到每個人的手上的。綜合來說，現時社會上給年青人爭取的物質資源、金錢、
職位甚至無形資產等都增加了，但分配卻不是每人相同的。

其實，這也算是資本主義下出現的一個自然現象。舉例說，假設一所企業的盈利增加，利潤的
分配亦不盡公平，而是主要流入最上層的人的口袋中。因為，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最低層的
半技術或非技術員工很容易被剝削和取代，尤其是在生產自動化提升後，技術的定義和價值亦
與以前有所不同。所以，除非政府推出社會政策去干預利益分配，否則基層市民便沒有議價能力。
回看這十數年，基層市民的實質工資不升反跌，而打工皇帝所交的稅卻年年遞增。導致這情況
出現的正正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又或是所謂的企業管治 (Corporate Governance)。雖然現時的
企業管治架構看似嚴謹，但董事局的人卻未必會幫助基層工人。西方的資本主義使現時社會的
價值變得功利，失卻了以往中國大社會裡互相照顧的概念，也沒有日本人家庭式企業的忠誠，
只著眼於利益最大化。

總結而言，我覺得社會的機會比以前多，只是有能力的人會爭取到較大的份額。所以青年人不
應自怨自艾，反而應該裝備自己成為更有能力、素養和仁心的人。

傑：其實高醫生由執業從醫到踏入政府，
你是如何面對工作上的轉變？

高：其實這是一個痛苦的決定，畢竟我的
年紀不少了，所以已經對不斷往上爬的憧
憬不大。不過，在我看來，現屆特首希望
為社會帶來多點公義，而這正正與我的理
念很接近，所以才有此決定。在我看來，
社會公義是最終目的，而其他價值和政治
體制只是一種手段；社會上亦有另一種說
法，例如說將民主政制視為目標，而將其
他東西視為爭取民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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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原則  不屈不撓

傑：那麼高醫生可以與我們分享一下面對壓力的方法嗎？

高：很多時除了自身的情緒管理外，還需要靠其他人或事去平衡自己的心理。我相信面對壓力
的方法包括兩個主要元素。第一個是做事要有原則，雖然社會環境不斷轉變，但若在做決定時
堅守一個原則，同事或受眾感受到時亦會給你一個肯定。舉例說在近期的限奶令事件上，雖然
社會上有不同聲音，但我始終本着讓香港媽媽能夠購買足夠奶粉作為原則，所以才站得住腳。
而這個政策雖然有人反對，但在落區時亦會有市民道出支持的聲音，而這些支持的力量則是幫
助我面對壓力的良方。

傑：領袖往往會得到不同人的評價或意見，你認為這
些是動力還是壓力？你又會如何看待這些評價？

高：對我來說，民意不會不重要。民意肯定不會如浮雲，
而應是一種壓力，推動我們爭取做得更好，去維持一
貫的工作水準。這些意見可能有理，可能無理，我擔
當公眾服務的崗位已有一段時間，已經學懂了自己去
分析。民意是無全數支持的，所以應盡量爭取一個政
策獲得大部分市民的認同。但是，我們應爭取的不是
維持同樣水平的評價，而是爭取能堅持繼續用同樣方
式處事。假如同樣的方式已經不能得到民眾認同，那
就是考慮是否應該退下來的時候了。因為，我覺得，
做人的目的不是要不擇手段去留在一個位置。

傑：謝謝高醫生與我們分享你對傑出學生和社會領袖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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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堯：放遠視野，走得更遠

溝通技巧與表達能力

沈：我認為香港學生需要具備的第二個條件是溝通技巧和表達能力。即使一個人是如何優秀，
但若然辭不達意，則會是一個缺憾。我們在不同的招聘面試，抑或是實際工作上的領導崗位上，
溝通技巧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雖然現時很多同學會花時間在社交媒介或電腦之上，由於當中
發佈的訊息很多時不再是完整的文章，可能只是一句句子，甚至是不完整的一些字詞，所以未
必能有助他們改善表達能力，甚至造成溝通障礙。對比回歸之前，我認為，雖然香港學生的中
文水平有稍微提升，尤其是在普通話方面，但英文水平則明顯下降。然而，英文始終是世界語言，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香港學生失去此等優勢。

必須具有國際視野

傑：你覺得一個傑出學生必須具備甚麼特質？

沈：除了自己所修的學科要有一定成績之外，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擁有世界觀。因為現時的世
界已經四通八達，同學畢業後需要在世界各地
發揮所長，所以傑出學生不但要對自己所處地
區所發生的事要有認識外，亦應對整個世界發
生的事有一定了解。我經常鼓勵同學多從報章
中閱讀外國新聞，而由於現時的報章主要聚焦
在本地新聞，間接規範了同學的國際視野，因
此我亦鼓勵同學透過旅遊了解當地的社會、環
境問題。

榮譽顧問專訪 - 沈祖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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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自強

沈：而第三個要素是能夠接受挫折和適應惡劣環境的態度。隨着香港提供給年青人的環境愈來
愈好，現時的年青人在成長過程中不常遇到困難，所以導致了很多年青人無辦法接受失敗，面
對困難時容易放棄，甚至出現情緒問題。其實，這也是其他已發展國家所遇到的問題。我認為
年青人的父母、老師應該多讓年青人出外去試、去闖、去碰釘。我今天在報章看到有本港的大
學生到內地實習時要家長隨行的一則奇聞，而現時在大學開放日中亦很多學生要由父母提出發
問，這些都是家長過於保護孩子的例子。懂得面對失敗，對一個人的發展是尤其重要的，若果
一個人未能面對挫折，會大大影響將來發展的空間。

傑：對於這一代的年青人，你覺得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是增加還是減少？

沈：如果我們從薪金調查數字去看，有統計顯示現時大學畢業生的薪金比九七年前不漲反跌，
而大學入學率又從二、三十年前的百分之四升至現時的約百分之二十，這些不同的數字亦好像
顯示年青人的向上流動力正在減少。然而，我認為這些數字只能反映一部分的現實，例如首先
工作的薪金、尋找理想工作的機會等。我覺得社會上的機會還多得很，關鍵只是年青人能否保
持其競爭力。現時年青人的流動性比以往都要高，以我自己為例，我第一次踏足歐洲是大學畢
業的時候，而現時的中學生、大學生則經常到外國旅遊，國際視野比以往較為廣闊。至於學生
能否在海外尋找優秀的工作，發展事業，就取決於我剛才提到的三個條件了！

傑：那麼，沈校長你認為現時的年青人是否敢於去闖，去追逐自己的夢想？

沈：從我的觀察來說，我發覺香港的學生主要希望在畢業後盡快覓到一份穩定的工作，繼而完
成第二個人生目標——買樓、結婚等等，追求穩定和安全感比拼搏和冒險精神顯得更重要。我
們可以看見很多成功人士的學歷未必很高，出身卑微，但憑著拼搏和永不放棄的精神，創出成
功的故事。對比香港的學生，我認為外國學生更勇於探索世界。

榮譽顧問專訪 - 沈祖堯教授

37



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合作精神與領導能力

傑：除了剛才提到的幾個要素外，沈校長認為現時的年青人有甚麼其他方法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沈：我認為在團隊裡發揮合作精神對年青人亦是非常重要的。現時的社會再無任何事業可以「一
個人打天下」，所以我們需要有帶領一個團隊的能力。人與人的相處所著重的不是個人能力，
而是懂得互相遷就、體諒別人的意見和感受，這些正正是書本和課堂不能傳授的，而靠多參與
社會服務或其他活動，與不同背景的人磨合而學懂的。我認為，今日的成功人士不一定取決於
智慧，而是性格和處事態度。

傑：沈校長經常會到內地參與義務工作，你在接觸內地青年的時候，會否發覺內地和香港的年
青人存在分別？香港的年青人的競爭力是否逐漸減弱？

沈：因為我接觸的只是一少撮的青
年，所以不能一概而論。但我覺得
普遍從內地到香港讀書的學生亦有
一股拼勁和一顆想做到一番事業的
野心，而香港的學生則相對比較放
鬆。然而，我亦覺得內地來港生亦
因為其他人的期望高而使給予自己
很大壓力，在遇到困難時反應會較
為激烈。此外，由於大部分內地青
年亦是家中獨子或獨女，與其他人
相處的磨合亦較為困難。總結而言，
我不覺得香港學生特別遜色，但仍
然取決於個人取向和發展的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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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十年後的自己

傑：剛才提到面對壓力和期望，沈校長在面對困難時又會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

沈：我會認為，我們應該不能只著眼短期回報和當時的成果，而應放遠視野。如果我們只看當
前的事，會很容易感到氣餒、挫敗。我們應該多思考自己的夢想，多問自己希望十年後見到自
己身處怎樣的環境，便會不那麼急功近利了。其實，當我們在成長的歷程不斷成熟，回望過去，
最引以為傲的事往往不是用金錢、地位和名譽去衡量的，以我為例，我覺得最引以為傲的事並
不是所得的學位、月入，而是。過去能幫助到自己的病人、學生、子女……這些才是最深刻的
回憶。

傑：如果要推介一本書給現時的年青人，你會推介甚麼書呢？

沈：這個是我經常遇到的問題呢！《Who moved my cheese?》
應該是較多人聽過的一本書，而其實另外一個作寫了它的
下集，書名叫《I moved your cheese》，它的內容與第一
本書的相關，而想表達的是我們不單要順應環境轉變，而
且更需要跳出盒子。對環境有全面的看法，了解轉變的成因，
進而掌握定位。

傑：沈校長有沒有一些勉勵贈言送給香港的年青人？

沈：我想對今日香港的年青人說：我們應該要將眼光放闊點、
遠點。闊點是指我們應關心香港以外的事情，而遠點是指
我們不應叫著眼於短期的目標，因為如果目光太短，我們
的路就走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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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To Serve. To Innovate.

It is my honour to have served on the Committee.  I became a member in 1993 and joined the 
Committee as President during 1994/95.  Back then we were the NTROSA (New Territories Region 
Outstanding Students’ Association).  Inheriting a solid external network from our founding 
President, Ms Desiree Lam, I succeeded as the second president and went on to develop stronger 
ties with our members.

Twenty years on, I have witnessed many impressive changes our subsequent committees have 
made.  First, we are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the name of our organization 
was duly changed to HKSAROSU.  The number of finalists nearly doubled from 16 to 30. For 
internal member communication, we only had single-colour printing on some coloured paper, 
manually folded and posted to our members; today we have our own professional website.

However the most impressive and important change is in how our organization has innovated 
to serve the community.  We used to operate on limited budget and resources, social services 
were limited to visits to facilities for the mentally handicapped and an annual ball for the charity; 
now we are definitely more sophisticated and resourceful.  This is proven by our large-scale social 
services projects.  For example, “Hong Kong Future Pioneers” marks its 10th year now and has

會員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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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蘭小姐 (OSU0602)
Ms Stephanie CHEUNG Sau-lan
第六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6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第二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會長

President, The 2nd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s' Union

become our flagship programme.  It promotes youth’s awareness on important topics and trains 
up their leadership skills through a series of workshops, conferences and the participants have 
to deliver presentation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ogramme.  Equally meaningful are the Cross-
culture Mentorship Programme and Project Seed held in the past.

Being part of the HKSAROSU is important my personal development.  Since I have become a 
member, I made advancement in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 career and experience and enriched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is may seem natural as one grows but being a member has 
enabled me to get to know people who are brighter and better than I am.  This exposure reminds 
me from time to time that I must give my best and drive for success.  Most importantly, I have 
made many good friends and I treasure the friendship and support from my fellow members.  
They help shaping who I am today.

Congratulations to HKSAUOSU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I am confident in our ability to serve and 
to innovate.  Let’s grow together.

會員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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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SU-ers,

Having joined OSU for almost 7 years, I feel immensely honoured to write here and share my 
affection to the Union with all OSU members, senior or fresh. It has been a rewarding experience 
since I was admitted into the Union and it changed my life hereafter.

Outreaching potential is always a key element within the Union, especially to Executive 
Committee. I believe undoubtedly our members were often described as brilliant and meritorious 
in their respective alma maters. However, once you join the Un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realize that 
you can always learn from the others. Our knowledge and skills are unbounded. Our limits can be 
extended. To me, it has been a fruitful year to be a Communications Officer, which is a position 
allowing me to contact numerous members, sometimes with an insightful chat. Another year 
comes with me being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I started to learn how to coordinate within a 
group of people wisely, especially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other Excos. When I became 
the President, having become more mature by then, I know how to make my team members work 
well along and let love, bonding, affection soap within the Committee.

Sharing my experience to the Excos in these years is my key responsibility, after I was named 
as a "senior" member. I was even honoured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which 
officially is the body that Exco can seek advice from. It gives me another opportunity to 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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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俊傑先生 (OSU1921)
Mr Chris YEUNG Chun-kit

第十九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19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第十六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會長
President, The 16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s' Union

both the Union and the community. From throwing in ideas on the programming in the activities 
to helping the Excos develop the network with potential sponsorship, I do feel myself playing a 
key part in nourishing future leaders. Although I am not sure whether they will still actively involve 
in the Union (which I hope they do), I do wish they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me, and other senior 
members, both hard and soft skills.

Unification is a word that hovers in my head these days. Presumably "Union" should have a 
meaning beyond organization or association. It have a deeper meaning of a state of oneness 
when people are put together. It is the oneness that chemistry should happen when different 
brilliant minds are pulled over. I am envisio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on can be more lively 
and sophisticated. By lively, I mean internally members can come out more often and make our 
gatherings full of noise, excitement and joy. By sophisticated, I mean externally the Union can 
devise insightful programmes to the studen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After all, it is a big OSU family. We come from different schools with various talents and 
backgrounds, yet we are put together in the same Union. Let's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that our 
friendship and bonding can last forever and we can make our Union as splendid as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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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港傑 :

老老實實，我很想寫好這篇文章，但我倍感吃力，要以簡單的筆墨訴說與 OSU 有關的點
滴 ......「吓 !真係好難 !!」

當 OSU 今年正鋪天蓋地慶祝二十週年紀念之際，原來我也在另一廂默默地，而又忙碌地過著我
在 OSU 的第五個年頭。在這不平凡的五年裏，現在過著的是不簡單的第五年。

對於我參選時所經歷的一切，除了很記得某位頒奬嘉賓只顧著跟其粉絲打招呼而被重量級人士
揶諭一番，繼而不認識 conservation 的中文解釋要問鄰座「點解」外，面試內容形式是甚麼，
頒獎禮如何如何，我已經忘了七七八八。根本在 OSU 這個地方，你是否最後被喊名的十個，一
點也不重要。只要你是這裏的一員，你在這裏就有無可取替的位置。

反之，對於我自上莊後的一切一切，就怎樣也無法刪掉。因為，只要你關心這裏的事，即使
你未有主動提及，這裏的人無論普通會員，莊員乃至前會長，只要是關心這裏的，都會在大
大小小的場合抓緊機會就 OSU 的各種大小事務討論一番。因此，我的各種記憶不停被喚醒又
喚醒，大至為何要辦某某活動，意義是甚麼，小至某某人的小動作和口頭禪是甚麼，嗜好為
何 ...... 唉，教我如何忘記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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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紫欣小姐 (OSU2103)
Ms Yandy CHAN Tsz-yan

第二十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1st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第十八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會長
President, The 18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s' Union

坦白說，這些討論有時讓我覺得很吵耳，很累，因為大家總有很多很多的分享和見解，記性又
不太好，總是爭著在自已快要因話題轉得太快太遠而忘記自己想說的（或演的）之前先加入述
說一番，又或者質問一番。每次出席了 OSU 的活動過去，總是覺得疲憊不堪，但問大家會否因
此而退出討論嗎？我相信各人的答案必然是：「你都傻嘅！」這，就是 OSU 可愛的地方。

這數來，我就在這個吵吵嚷嚷、嬉笑怒罵的圈子裏扮演著同的角色，從 helper 到 officer，由 P
到 IPP，再到今年單純以一個會員的身份，與這裏志同道合的人，無論甚麼身份輩份，反正就
一起不問甚麼為今屆選舉努力。今年的一切，包括這場革命，令我的第五年寫上一句「不簡單」。

我在這兩年來常說，OSU 就是一個家。真的，真的就是我第二個家。在這裏碰上的每個人都有
其過人之處，都有其驕人的過去及成就。但所謂的一個家，就往往是彼此根本不在乎大家的過
去及成就，就只看眼前，有著共同目標、默契，默默地扮好自己的角色，發揮自己的小長處，
為這裏帶來一點點的不同和貢獻。每人的不計較和不介意，造就的就是這麼的一個家。

OSU, Happy 20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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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港傑 :

「這十年來做過的事／能令你無悔／驕傲嗎？／那時候你所相信的事／沒有被動搖吧」
《給十年後的我－薛凱琪》

過去兩個十年，我們經歷了重大的改變。第一個十年，我們的傑出學生集中在新界，會務規模
較小，主打傑出學生之間的關係，個人目標成長，互相砥礪。第二個十年，傑生遍佈港九，旗
艦活動逐一發展，望能於建立本會聲名外，讓更多的青少年有改變自己，改善社會的機會，發
展潛能。

在 OSU 的日子，屈指一算已有三年，在此其間我的改變也相當大。在上莊的第一年，我希望將
YLC 打造成為令人樂而忘返又有意義的活動。由於完美主義和享樂主義在我心中不斷交纏，而
我是一個不太懂放手給其他莊友的人，每事親力親為，對自己和莊友有一定壓力。第二年當上
會長時，發覺自己對不同狀況已經處之泰然，沒有包袱，反而莊友比我更擔心，讓我看到第一
年的自己，那個青澀得讓我回味的緊張心情，和沒有霸氣的更真笑容。

「旅途上你增添了經歷／又有讓稜角／消失嗎」

踏上我和 OSU 的第三個十年，我也許下很多期望。除了希望 OSU 有成熟的發展，和更優秀的會
員外，我期望這裡（和我）像歌詞般寫的「不會失去格調吧」。參與過很多不同的傑出會，
OSU 於我最大分別是其獨立思考性強和敏感社會的不同需要。我們未必非常藍血，卻非常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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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進先生 (OSU2305)
Mr Stewart LAI Tsz-chun 

第二十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3rd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第十九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會長
President, The 19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s' Union

我們未必十分富有，心靈卻十分富足。我們重視人際關係，更重視心靈交流。希望這些在別人
眼中的稜角永遠也不會改變。

有幸成為十九屆的會長，在本會的發展歷程中留下了足印，我感到榮幸，快樂。“To Serve. To 
Innovate.” 是我們一直所相信的事，只望十年後這個不會改變；在成熟和處世圓滑之間，留一
扇青春和真心，令我們無悔、驕傲。給十年後的我們，在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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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朗先生 (OSU2018)
Mr Sunny WONG Kwan-long 

第二十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0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第十七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會長
President, The 17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s' Union

致 港傑 :

我2007 年 6 月年加入 OSU，轉眼就要踏入第七個年頭。在一群仍然活躍於會務的人當中，不是
最老但當然談不上年輕了，我的感受也許只能代表中青的一輩。

中青的一輩最能夠感受到「交棒」的壓力，在最近的學制改革，我們有更多的會員在離中學畢
業前 2 個月加入 OSU，他們還未好好認識 OSU 便要在大學的課外活動和 OSU 中作一取捨，難免
踟躕。而在過去 7、8 年，地區和全港性的學生組織紛紛冒起，當中不乏背後有財力和網絡的
母會支持的機構，而我們的會員當然亦身兼多個頭銜，在 OSU 和其他學生組織中感到心猿意馬
亦正常不過。

最近的一次 O-Camp，有很多新會員問我，我們跟其他友會有什麼分別，還有為什麼 O-Camp 會
有那麼一大群那麼老的「老鬼」出席，甚至大汗淋漓地陪大家去體驗一個不一樣的香港。我想
把這兩個問題串起來便是答案吧，我們跟其他友會的分別是，我們有很多老鬼仍然很關心這個
會的發展，今年的選舉籌委員會全是老鬼，多天的面試中很多（很老的）老鬼抽空來做面試員、
監察員，這群人不會跟你分輩份出身是不是十大，也不會把他們對會的願望強諸在年輕的一輩
身上，他們可能有些冷冰冰，但只要是對會有益的事他們都會支持。

不知道年輕的會員有沒有感受到我們的支持，沒有的話不要緊，這是我們的問題。我更期望，
數年後剛入會的會員能夠感受到這份支持，而這個就要看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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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汝倬先生 (OSU1105)
Mr Tommy CHIU Yu-cheuk

第十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11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Metamorphosis 

When I ha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admitted to the Union some 15 years ago, the world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oday – global economy was booming, Hong Kong has yet to feel the effect of the 
Handover, both positive or negative.. Later that year, I went to study Civil Engineering in HKU and 
became the Publication Officer of the 7th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Union.
 
15 years on, NTROSA has become OSU, the world economy is struggling for growth and the 
tension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in Hong Kong has reached unprecedented level. And instead 
of practising as a Civil Engineer, I am currently working in Geneva, as a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or for a consumer goods company, working on M&A projects in Africa having previously 
worked in a water treatment plant in Shanghai and as a supervisor of leakage detection 
technicians in the streets of London.
 
Some of the examples above are merely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others have elements of 
learning and growth amid the changes.“Metamorphosis”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because it 
embraces nurturing and evolution. In a global environment of constant change,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be adaptable and keep evolving – as a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ly as a Union. Opportunities 
always exist – but only the well-prepared can grasp them.
 
In our year, we composed a song for the Union with the following verse: “ 上頒獎台那天使命清

楚深知勇關闖不斷 ”. Please keep in mind that we are a privileged group and the best way to fulfil 
our duties to the community is to keep innovating and prepare to serve whenever opportunities 
a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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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rve. To Innovate.

It has been more than 13 years since my first encounter with OSU. Back to the year of Millennium, 
I was nominated by my career team head mistress to participate the 13th Outstanding Student 
Selection, and my life has revolved into another stage since joining OSU.

I still regret for not ever been elected as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Union. However, my eagerness 
in contributing to the union does not stop me from doing so without a title or so. My first 
function with the Union was the Shanghai Interchange trip in year 2002, when we led a group 
of outstandi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visit various institutes in the mainland. I also saw 
the birth of the “Young Leader Congress” in 2003, which was only prepared in a rush after 
cancellation of a mainland interchange programme due to SARS. Yet with the contribution of 
everyone in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n the year, this type of summer activity became the 
cornerstone of functions of the Union. This is really unexpected.

Our seniors in the Union have walked through a tough pathway in setting up the Union in 
year 1993. As time goes by, we are gaining good fame from most schools and our Society, as 
evidenced by the active and curious participation in our annual outstanding student selection 
and the Union’s activity. I still recalled the time when I led the Youth Legco in 2004.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joined the activity because they are fond of the good fame of the Union. They even 
wanted to form sub-committee or became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Union. This greatly reflected 
excellent reputations of our Union in the eyes of our jun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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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卓鏗先生 (OSU1314)
Mr Vincent SIN Cheuk-hang

第十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13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I love meeting my junior fellows in the Union, since everyone of you are energetic and innovative. 
I can recall every precious moment in meeting with you in the Orientation Camp after the 
Outstanding Student Selection. I met lots of good friend in joining the Orientation Camp, and I do 
cherish the gathering moment with them.

This year come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on. I do congratulate the current Council in 
making a major step in taking up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Outstanding Student Selection. In the 
next 20 years to come, I hope I can see an even more major development of our Union. I wish our 
coming Council every success in running the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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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卓勤先生 (OSU1701)
Mr CHEUNG Cheuk-kan 

第十七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17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To Serve. To Innovate. 

“To Serve. To Innovate.” is a motto which has witnessed the growth of OSU from past to present 
and hopefully has inspired many who participated in its activities and those who organized them.

Service and innovation are not easy concepts to be understood, even less when they are put 
together into a single motto.  On the face of it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but not so different when 
one apprises of the fact that needs and our community changes from time to time, shaped by 
social force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y.  Service and innovation together 
emphasize the need to bring not only ourselves but also whom we aim to serve in line with these 
changes.

Beyond OSU, this motto still echoes when we pause to introspect and reflect upon ourselves 
whether, in work and in our daily lives, we have truly lived up to the values together we shared 
and those of the community, of which we form part and serve.  It matters not the position we are 
in but the effort, no matter how trivial, we are prepared to make in serving our community with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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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宗堯先生 (OSU1717)
Mr Byron TSANG Chung-yiu 

第十七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17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毋忘過去，捍衛現在，追尋未來
﹣給十年後的港傑

「六四」剛過，「七一」迫近，二零一三年的香港初夏，一如既往，是追憶過去的季節，捍衛
價值的節氣，尋求變革的墟期。

歷史，使這片彈丸之地成為中國唯一的自由之地、法治之都，同時亦讓每一代活在這片土地上
的人們，肩負起與別不同的歷史使命：不畏強權，讓民主法治在此薪火相傳，發揚光大。

曾經，這裏被譽為機遇處處；曾經，百折不撓是港人引以為榮的信條。如今，昔日的明珠不再
一支獨秀，往日的小龍宛如龍游淺水。香港，必須自力更生，堅守舊有信念，尋找新的方向，
方能邁向光明的未來。

港傑選舉舉辦多年，當中不少得獎者定已不負眾望，於各行各業大放異彩；然而，個人的成就，
並不足以配上「傑出」二字。真正的「傑出」者，還須堅定不移地捍衛這裏的價值，盡心盡力
地無私奉獻，帶領社會邁步向前。我相信，這就是每一屆港傑的信念。

執筆此際，香港時勢，正如窗外景色一樣，陰霾不定。十年後的今日，會否已經雨過天晴？十
年後的港傑，是否已做好接捧的準備？

我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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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詠欣小姐 (OSU1913)
Ms Connie LAW Wing-yan

第十九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19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Step by Step 

Since we were young, we have been told that whenever we want to achieve a goal, we have to 
accomplish it step by step. One of the most persuasive justifications for the teaching is that life is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It signifies the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 leading to the discovery of truth. 
Therefore, one must go forward step by step by taking mistakes, learning the lessons and starting 
again. 

What I have experienced in the Union is also a step-by-step learning process. Over the time since I 
joined the 19th OSU, I have met people who became my mentors and good friends. Over the time 
since I participated in the 17th Executive Committee, I have met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who 
were eager and passionate to serve the community. Over the time since I continued to contribute 
in the Union, I have been able to keep abreast of the change of society and learn more about it. 

Most importantly, one of the very keystones of truth I have found out in the Union is that all of my 
friends here have been my comrades in arms, and I believe that they will be my companions in my 
lifetime. The friendship has made me a better person.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good times that 
we shared and the silly fight that we had. With time, our bond in the Union will grow stronger. 
This is indeed the reason why the Union has been very important to me.

Above al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of my friends in the Union, my second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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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紫筠小姐 (OSU2003)
Ms Sophia CHENG Tsz-kwan

第二十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0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我們不是奢侈品

曾讀過呂大樂教授的一本書，他說：「對第四代人而言，個性是奢侈品。」第四代，即是指
1976 年至 1990 年出生的一代人，假若你是第 20 屆或以前「出爐」的傑生，大概也就是呂教授
所說的第四代人吧！

的確，有夢想、有遠見、懂得獨立思考的年青人真是買少見少。不過，在 OSU，你可以找到不
同個性的人，他們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堅持的處事方式、有自己獨特的邏輯思維，最重要的是，
他們清楚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討厭隨波逐流，這一點，很重要。

「傑出學生」這名字，這身份，旁人看來，是一個很華麗的形容詞。然而，華麗與否不重要，
關鍵是我們並非華而不實。我在 OSU 的 6 年時間裡，大家一起舉辦學生活動，認真「工作」，
亦認真娛樂，這種志同道合的感覺，很自豪，也很滿足。過程中，最難得的是可以互相學習，
彼此交流，不同個性的人，一同發熱發亮，這股力量，如果團結一致，相信會很驚人。

珍貴難求，謂之奢侈。但，如果不予以吝嗇，「奢侈」也只是「獨特」的另一個解說罷了。若
以英文來表達，更貼切的形容詞應該是 Unique。

個性獨特，卻不浮華，願意分享、付出，傑出學生應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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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rve. To Innovate.

Even to this date, I can never be more grateful to the teachers who nominated me to run for 
Outstanding Students’ Selection. Without the slightest clue what OSU was all about, I was 
unknowingly drawn into the OSU family. Although I was briefly introduced to some then 
incumbent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t the final interview, it was at the orientation camp 
that I had my first gaze into this organization. Amidst the team-building games, round table 
sharing and self-discovery activities, my impression of OSU was a picture of a mix of interesting 
people. As I became more and more engaged in OSU’s activities, I discovered that this mix is made 
up of distinct individuals who contributed to OSU in their own special way.

OSU has taught me many things, one of which is reciprocality. Cause and effect. No pain no 
gain. Whatever you call it,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You reap what you sow. The more you give, 
the more you get in return.  Let’s put this into the context of our unofficial motto “To Serve. To 
Innovate.” In serving and contributing to OSU, we are served with fruits of our own labour. We 
gain experience; we make friends; we learn from mistakes; we have fun; we overcome challenges; 
we achieve targets;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gr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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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華小姐 (OSU2102)
Ms Bonnie CHAN See-wa 

第二十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1st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To innovate, in return you are innovated, or inspired to put it more succinctly. Returning to my 
earlier point about people, the inspiration I draw from OSU is a product of this mix of distinct 
individuals. OSU is vastly different from some other organizations that stress on conformity. In 
OSU, members engage in activities at their own liberty – out of their own free will. This mentality 
nurture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Some argue that conformity breeds discipline that is required 
of in a group, however I beg to differ. Self-discipline driven by true passion and commitment is 
more powerful than coerced discipline. This is what bonds the individuality of OSU members into 
one.

The twentieth year of OSU is a revolutionary year in which we revamp our member selection 
process. Again, I have to thank OSU for the open-mindedness it embraces to adapt to changing 
times. May we have many more twenty years to come to celeb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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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ur lives are made up of events and circumstances that bring us to stages after stages of our lives. 
These are the things which have transformed us, often without us noticing, into someone we are 
right now. These are also exactly what bring out the potential that has been inside of us, and help 
us use it to the fullest. I am glad and grateful to have had OSU as one of these things that played a 
part in making me who I am today. 

The entire journey, both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part of the Union, as well as all that took place 
after becoming a Union member, is memorable - the former, by the virtue of its challenges along 
the way; and the latter, the inspiration and friendship that came with it. 
I could still remember the interviews that required us to be presentable, mature in thinking, and 
eloquent in speech and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I was lucky enough 
to be among all the elites that have been chosen to be in this Union, all of whom exhibited their 
own uniqueness in the wide spectrum of qualities that define excellence. When circumstances 
force one into confidence, one just has to be confident. This was one of the moments which 
transformed me to a person who must believe in her own ability in order to convince other people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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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穎詩小姐 (OSU2115)
Ms Wincy NG Wing-sze 

第二十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1st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What came after this process was a train of memories that are bound to leave footprints in one’s 
heart. When people with different unique qualities meet, the inspiration that each imposes 
on another is tremendous. Here is a place where one can appreciate excellence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here you know, excellence can never be narrowly defined by one’s academic 
performance. It opens you up into a whole new world with spectacular horizons; for you realize 
the world is never limited to just your own school. 

Inspiration and ideas come from collision among elit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each possessing different talents, which is exactly the core reason why this 
Union is a place of transformation. I hereby thank the Union for providing in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 grow and mature into people we would like to become, and there be more years to come 
for the Union to work its m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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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雪塋小姐 (OSU2120)
Ms Emily WONG Suet-ying

第二十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1st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Metamorphosis 

It has been 5 years since I have joint OSU. I was indeed much honored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is warm family, in which in my university years I have gained valuable experience, knowledge 
and friendship.

I was a secondary 7 student back then. I still remember the horrible but exciting feeling when I 
first knew that I would not have any time to sleep in the OSU orientation camp! (Well, orientation 
camp tradition was very thrilling to a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Being the Publications Officer in the 16th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a very challenging experience. 
With a poor sense of design work, I wonder how I had finished all the work! Undoubtedly,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fellow Exco members.

OSU has accompanied me through these youthful and energetic years. I could probably never 
experience the sense of excitement and joy again. Have I become dull and uninteresting as I grow 
up? Have I become less creative and energetic? Work gives us burden, and I feel that I am another 
step further away from youth whenever I give up a tiny part of the person I was in the past. I am 
very glad that OSU has given me a chance to seize my youthful days and struggle with my limits. I 
will always have the youthful memory.

Thank you OSU, for transforming and accompanying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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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寶瑜小姐 (OSU2201)
Ms Annis AU Po-yu  

第二十二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2nd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To Serve. To Innovate.

二十，難寫。

從成為第十七八屆幹事會成員到現在，OSU 的蛻變豈非三言兩語可以道明，所以說，難寫。

但 OSU 的精神 ── To Serve. To Innovate. ── 在歲月的洗禮下仍不變如新。這簡單的宗旨，
這些年來都叫許多人觸動過、努力過、追求過。

尤記得中學時與許多學生一樣，總希望服務社群。但觸動我去真正思考服務的意義，是 OSU 的
迎新營。那晚我們穿梭於各區的大街小巷，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城市的規劃與變遷，去感受
少數族裔集處之地，去觀察社會繁華背後的生活面貌。那趟小小的旅程帶給我無比的震憾，發
現我對所在社區的認知只流於媒體報道及書面認知。

OSU 就是用這種獨有的方式，讓一群將來的社會主人翁，感悟何謂投入社區、服務社會，從而
以自身為榜樣，將這一種感悟，感染更多的人。及至成為幹事，着手籌辦各項領袖訓練及服務
活動，最教我追求的，是學習如何以創新的方式，讓自己的經歷和得着有效傳遞至更多的中學
生領袖，播下關懷社會的種子，在不斷提昇自己的同時，亦重視自身應對社會作出的貢獻。

OSU就是仰賴這種薪火相傳的力量，默默地從改變個人開始，發揮 To Serve. To Innovate.的精神。

二十，難捨的，其實是這可貴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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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津懿小姐 (OSU2209)
Ms Jenny KWOK Chun-yi 

第二十二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2nd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Twenty

It was our best time. We were young, we were energetic. We dreamt of changing the world. The 
fire in our hearts burnt ever so brightly. We were all Davids staring fearlessly into Goliath's cold, 
hard eyes. Yet time passed and we grew. Many things have changed. Even we changed too, but 
the worst only stayed the same. We then mocked ourselves for dreaming that naïve dream once, 
for what can we now do before Leviathan but to compromise and surrender? We gave up trying. 
Let injustice win; forget about equality, liberty, fraternity. Whatever you name it. This is it.

This is it? Yes, this is it. ...but look at that fire. Or rather, close your eyes and feel it. Feel this cold 
heart throbbing with life. Doesn't the flickering of the flame reminds you of something? How, in 
our younger days, we sworn to guard our hearts and dreams, to never let the world taint them? 
But look into the mirror. Who is this man with the countenance that is marred by endless self-
pitying and frustration? Why have we allowed ourselves to be enslaved by life, by the systems we 
despise? Is this what our hearts desired? Tell me life has worn you out; tell me you're not feeling 
the faint, resolute call of your heart; tell me you have gotten rid of your vocation and are happy 
with this work, this system, this place, this life; tell me you have grown old and that passion only 
belongs to youth. Tell me that, if you can.

Twenty, it was the best time. It will always be. One is young enough to live passionately, old 
enough to voice and act. Let us not forget what we promised to do for the society when we were 
twenty. Live like you are twenty again. We always can, because it is a choice we make. This is the 
moment. Now ch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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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rve. To Innovate.

As I think back on the course of my engagement in the society, I am struck by the attempts each 
organization and its staff had as to its fit within the ever-changing world. I have read pretty 
much about how a corporate re-examines and re-formulates their business strategy to capture 
new market segmentations; but very often I have neglected the fact that innovation is not just 
a business concept. Even NGOs and NPOs need to direct towards more innovation to serve the 
vulnerable.

Many of us work in ways we have worked for many years, assuming that things which have 
worked in the past continue to work in the present. But, we’ve forgotten that, the world has 
moved on. I had the privilege of learning about the work of The UN Refugee Agency through an 
interview with its official members. I am amazed at how it sought to develop innovative ways to 
help refugees and empower more of the displaced through their improvements in areas such as 
mobile phone technology, solar power and lighting, fuel-efficient stoves, shelter, livelihoods and 
micro-credit. The Agency also sought the help of NGO partners in making more of the long-term 
displaced self-reliant, including livelihood projects and training that will help them take charge of 
their lives.

Serving the need is as formidable as sustaining a business corporate.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able to innovate in response to society’s new needs. We ought to reflect 
continuously whether we have the necessary qualities to confront the changes up front, and to 
keep contribut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eople and communities that 
we support.

Now, the slogan looks more solid to me. To Serve. To Innovate.

譚建忠先生 (OSU2215)
Mr Jerry TAM Kent-chung  

第二十二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2nd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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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栢勤先生 (OSU2308)
Mr Spencer LAM Pak-kan 

第二十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3rd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To Serve. To Innovate. 

When I first heard of the motto of OSU ‘To Serve. To Innovate.’, I thought it was nothing 
impressive but a bit clichéd. However, being an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in OSU for 
a year, I find it pertinent to our belief. To serve – serve the teenager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our potential and talent. To innovate – always bring new elements to the community. 

OSU is a place where people grow, explore and become mature. Making good use of this 
platform, I can serve a lot of teenagers of high caliber and acumen. Their potential can be fully 
unleashed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external activity organized by OSU. Young Leaders’ Congress 
provid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eenagers to activate their leadership, develop their inter-
personal skills and even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social issues in Hong Kong by turning their 
apathy into awareness. For example, the theme of Young Leaders’ Congress 2013 is Minorities in 
Walled Society. The participants can be given a chance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difficulties and barriers the minorities are facing in Hong Kong. Gaining deeper insights into the 
authentic situation, they can further take actions to give a helping hand to the people in need. 

Innovation is always the key to success. I am glad to know that YLC has been reformed to another 
unique external event, Hong Kong Future Pioneers 2013. I am sure that with new elements and 
values added into this new program, participants can learn and introspect a lot which bring them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The value of ‘to serve to innovate’ is what members in OSU uphold and I 
believe that we can pass on this core value and make a difference to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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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禮先生 (OSU2317)
Mr Brian YANG Kwok-lai 

第二十三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3rd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蛻變

港傑是一個很特別的組織，每個會員都有一種很特別的氣質，他們自信而有銳氣，耀眼得令人
睜不開眼。跟著這裡的每一位相處，我從他們身上學了很多。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在
這裡，能當我老師的人數不勝數，這個亦造就了我的蛻變。

對於他們，我有種亦師亦友的尊敬，他們除了教曉我很多實務上的運作和分享人生的經驗，更
重要的是跟他們相處得多，受到他們的感染，我感覺到自己比從前最大的不同是我學會懂得堅
持自己的信念。縱使知道自己的目標多麼的遙遠，道路多麼的艱難，別人或會有白眼，或會有
不理解，但仍然無懼的奮力嘗試。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種大氣魄、大毅力，即使最終不能成
功亦足使我們的人生無憾。

當然，另一種蛻變是有些人遭到歲月和現實狠狠的甩了個耳光後，有所感悟，選擇和光同塵而
黯然收起銳氣。或許有人謂之成長，但卻好像心靈失去了什麼似的。蛻變歸蛻變，但若變得失
去了原本的自己就未免過猶不及了。

這是港傑造就我的蛻變，那麼你的又如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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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禧瑜小姐 (OSU2402)
Ms Chloe CHAN Hei-yu 

第二十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4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二十週年的 OSU，兩年裡的我

OSU二十週年，而我也加入了這大家庭兩年。

對 OSU 的首個深刻印象，是前年的台灣交流團。幾位互不相識的學生在基隆渡過幾天，卻帶給
我一段難忘的回憶和寶貴的友誼。這幾天裡，我們不但到過當地的大學、市政廳、夜市等，更
感受到當地人的熱情和好客之道，不過最重要的卻是建立了一段真摯的友誼，我會珍惜和他們
一起的每分每秒。

在加入 OSU的第二年，我上莊了。最初我對上莊沒什麼概念，而且對莊友們的認識也非常有限，
隨著一年的莊期過了大半，對 OSU 和莊的歸屬感漸漸加深，上莊促使我成長，讓我認識了眾位
出色、可愛的資深會員和莊友，他們在我們籌劃和推展活動時都大力支持和指導我們，所以，
即使種種的預備功夫再多再累，我都感到十分值得。

「港傑。港未來」這個 OSU 每年最大型的活動快將在六月尾舉行，我會繼續為這個 OSU 最重要
的時刻努力，希望為參加了這個活動的高中同學們留下難忘和珍貴的學習經歷！

這兩年的光陰，如流水般匆匆逝去，但當中的一點一滴我會珍藏在我的儲思盆裡。

希望我們在未來都能一起見證 OSU 的三十、四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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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福成先生 (OSU2406)
Mr CHEUNG Fuk-shing 

第二十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4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To Serve. To Innovate. 

‘To Serve. To Innovate.’, as the slogan of OSU, simply speaks out our missions. Back to the year I 
joined OSU as one of the 19th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s I was inspired by the friendship 
and teamwork of past commitee. What a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can do is not limited in the 
school, but also in the community.

A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novating new events or activities is not my strength, I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administration works and budgeting. I remembered that changing the 
registration record of OSU, reforming bank accounts, simplifying financial procedure of 
application are my major work of the year. Although they seem to be some simple and straight 
forward works, the clumsy procedures cost a lot of time and cooperation. I believe that trivial 
works can be the key of activities.

Dur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preparation works, we, the committee members had really a good 
time cooperating. We faced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unexpected problems, but activities can 
run smoothly. Teamwork with my committee members was really a vitally important key to the 
success. 

OSU does not only br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community, facilitate my personal 
growth and more important meet my committee members. Stepping into the 20th year of OSU, I 
hope that OSU can further work on the missions and visions of OSU, serving the community and 
innovating new activities. Members devote more to serve and to innovate.

69

會員文集



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To Serve. To Innovate.

To me, OSU is not just an identity of an outstanding student, but it is like another home to me. 
Members of different ages, no matter they are at work or still studying, meet regularly and 
provide the greatest support to activities of the union. I believe the spirit here is something that 
has never changed these years.

When I was a former executive committee, I helped organize various activities and every time, it 
is really nice to have senior members when we need advice or support. And they also share their 
memories here. Here in OSU, there is no so-called generation gap, and I belie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emb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for OSU to grow stronger and stronger in 
these 20 years. I have never expected to make friends whom I really closely contact with and it is 
really stunning to have so many true-hearted friends here.

Other than the people here, I believe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OSU have been a bridge to let 
elites from schools around Hong Kong to know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Seeing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increasing by year, and the scale of the activities enlarg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really worth being proud of. I hope OSU could continue to act as a platform for youngsters to get 
more prepared to face challenges ahead, and OSU could also enjoy better and better reput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different assoc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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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ng its 20th anniversary, OSU has also shared the organizer role of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s’ Sele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shows our union has been mature enough to organize 
such an enormous event and has more leading role in the selection. Being one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 feel so satisfied that we gave innovative ideas to make the selection process be 
packed with better quality. The increase in number of finalists from 20 to 30 also shows OSU is 
eager to welcome more new members with sufficient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outstanding students’ selections are coming out. Some are 
district-based; some are even with larger scale. I have seen this as a threat to our selection and 
union, but with long history and well-established union, I believe if we could keep both the 
selection and the union improving, they will still b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election and union 
in Hong Kong!

周曉欣小姐 (OSU2407)
Ms Joyce CHOW Hiu-yan

第二十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4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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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貢獻

這對詞語看似簡單，但要實行，所需的還有勇氣與堅持，對於這個題目我不敢說有什麼見解，
只能說以下都是一些感受，希望借 OSU 的平台跟大家分享。

作為一位大學生，我開始面對生活的抉擇，面對前路，有時候會迷惘，更經常思考人生的價值，
留意到社會的問題與各種挑戰，就更希望自己能有所貢獻，說理想說烏托邦。身處這個時代，
常聽說年少理想的幹勁與熱情一但進入社會，面對競爭與利益的衝擊，就會慢慢熄滅，想著想著，
我也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社會的價值與理想的意義，當初相信的所謂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怎麼
都慢慢被演譯成互相包庇互相利用，而「承擔和貢獻」就變成成績單裏一個被量化的項目。

慶幸在 OSU 我找到了支持，找到了年少的幹勁，找到了同伴，找到了肯定，我更發現「承擔」
二字的意義，所謂貢獻與承擔，不需要幹一番大事，不需要豐功厚職，不需要雄才偉略，「承擔」
其實早就存在每人的生活中，是一種選擇而非一種機會，因此，乘車時我選擇主動行入車箱中間，
點餐時選擇與服務員說聲謝，批判時選擇先多了解多思考。我相信我選擇承擔的已在社會中起
了正面作用，我亦相信這些都是大家都能輕易做到的，從生活中行動勝過千言萬語。同樣地，
理想與熱情不應該是被動的，若我們選擇了去堅持，受衝擊的應該是封閉的社會制度與所謂的
主流價值，選擇堅持理想和熱情，就是對社會最好的承擔與貢獻。

感激 OSU，共勉與珍惜！

葉倩盈小姐 (OSU2410)
Ms Joyce IP Sin-ying 

第二十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4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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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璧瑚小姐 (OSU2411)
Ms Nora LAI Bik-woo   

第二十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4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A Different OSU. A Different Me. 

OSU is a place full of talented and passionate teenagers, who are willing to serve the city and 
others. It is always my honor to become a member of OSU. Although I have only been in this 
association for 3 years, it changes me a lot. I have met a lot of good friends in OSU, which I see 
them as my family members. Together with them, we witness the progress of OSU in organizing 
external and internal activities. 

I participated in OSU’s “ 2012 Young Leader Congress” as a “Joma”. While I was working with 
other members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in the program, I could see their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 in perfecting the activities and making sure the participants could get their 
most out of the Congress, which surely deserved our complement. We can also see that OSU’s 
programs are gaining their popularity within local secondary school community, which is a good 
sign of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within OSU. 

Being an OSU member,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know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with different talents, which broaden my horizons and expand my social network. I would really 
want to thank OSU for giving me loads of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the city and discover my own 
talents. Your innovation and service to the society surely are sparkles in every teenagers’ heart, so 
as to help them to shine together wit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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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穎小姐 (OSU2412)
Ms Karen LI Ka-wing

第二十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4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蛻變

拉開抽屜，看見那件深藍色 OSU t-shirt，在 OSU 的一幕幕逐漸浮現在腦中。

那件衣服就像一個名牌標籤，讓別人知道我是一名傑出學生，可是當我換上別的衣服，沒有了
傑出學生的標籤，我還是我。我明白只有自我的蛻變才能不靠外在包裝讓自己變得更好，而
OSU 就是一個平台讓我成長，讓我撐起了那件衣服。

從一個普通會員到決定成為 OSU Exco，這是需要一點勇氣的。首先，我很感謝我的莊員在一年
的時光中陪著我一齊成長。雖談不上創下了一番豐功偉業，這一年的磨練也使我認識了一群優
秀的夥伴，有擅長交際的，也有擅長數字工作的，我從各自的身上的確也學到了不少。這一年，
我沒有如蝴蝶脫繭的蛻變，但我還是很驕傲的說我有因為 OSU 而變了。

一年的莊期完結了，但這年的種種經歷無疑對我日後的蛻變會有所影響。拿出那件 t-shirt，
心中還真想和莊員一起穿上他，看看大家都長大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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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成為OSU member 兩年 , 我學懂了兩個字 : 眼界。我自小於新界長大 , 不是讀名校 , 不是有
錢人。我的學校比較注重學業 , 故校內提供可擴闊眼界的機會不是特別多 , 故中一至中三以
來 , 我認為自己可以做的事只局限於在學校裡努力讀書 , 考好公開試 , 然後進大學。那時的
我沒有想過 , 自己能做多些什麼 , 能多想些什麼。

中五那年 , 我參加了 OSU 的傑出學生選舉 , 進了二十強 , 進了 OSU。在比賽的途中 , 我初次
發現 , 原來我知道的很少。那時評判問了許多社會議題 , 其中一條是 : 「你覺得 , 一個 50
歲的人忽然失業了 , 他能做什麼工作 ? 政府能提供怎樣的支持 ?」 那時 , 我的腦袋空白了一
下子。我不知道 , 因為我從沒有關心過 50歲而失業的人是怎棣的。那時我發現 , 原來歐遊過、
坐過飛機並不代表你有眼界。眼界是你真正了解你身邊可接觸的事和物 , 並以所知去思考自己
可做的東西。

即使我最後能回答到那道問題 , 但我覺得自己的答案是沒有生命的 , 只是背書本道理的標準
答案。同時 , 我看到別的參賽者跟自己很不同 , 他們都懂很多。他們的見識不是只靠看看書
就能得到的「硬知識」, 而是要實實在在的用心去發堀才會懂的「軟知識」。

進 OSU 以後 , 和其他 members 交流多了 , 聽回來的東西也多了 , 開始在別人的身上學懂了更
多開闊眼界的技巧。現在的我 , 即使比許多更資深會友的眼界仍有很大的距離 , 但我已慶幸
自己已踏出了第一步。

蛻變 , 就是踏出你的 comfort zone, 去看看你本來沒看到的東西 , 擴闊你的眼界。

楊澄小姐 (OSU2419)
Ms Mingme YEUNG Ching

第二十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4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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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n the political realm, the word “change” has been widely used among politicians in many of their 
campaigns. The most reputable usage of the word “change” is unarguable originated from the 
first African American President in United States, Barack Obama, who proudly proclaimed his 
victory in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th the line “change has come to America”. However, 
the vitality of the notion of change does not confine to social movements, but it also applies 
to personal development. Change is a process, which you will never realize its ubiquity until 
it has vividly taken place in your life. Change is a transformation, which tacitly gives rise to a 
new and a better self from the old self. Change is a progression, which plays an imperative role 
in any national, societal, and personal advancement.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KSAROSU is a 
perfect occasion for my personal reflection on the amazing journeys I have gone through in this 
organization, and the nuances that OSU has brought about to my life.

HKSAROSU first struck me with its ceaseless emphasis on active personal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as exemplified with its motto “To serve, to innovate”. Before joining OSU, I was always asking 
myself questions like “what has the society given me?”, “what does this organization benefit 
me?” or “how can I maximize my time at college?”. The self-centered me was only concerned 
with my own affair and interests, and my thoughts were all about cost-benefit analyses. 
Nonetheless, the first lesson that OSU taught me was that true leaders care nothing about 
themselves but the community they are involved in. They petition for their people and fight 
for communal success. In the same manner, a truly outstanding student should never brag his 
or her personal accomplishments, but instead should be proud of his or her contributions and 
aspirations to society. HKSAROSU, as an organization that gathers a group of “outstanding 
students”, should also strive for innovations and societal progressions for the c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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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晧先生 (OSU2414)
Mr Hosea LEE Yan-ho  

第二十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4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Hong Kong as a whole. This lifelong lesson from OSU is still hauntingly invoking my heart today 
and calling for greater inspirations for the community that I belong to. 

Indeed, a truly inspiring leader does not merely dare to dream for society, but also calls for 
practical actions to make changes happen. The second lesson that OSU has taught me is exactly 
the virtue of pragmatism. Last year, I bore the responsibility as the Project Chairman to launch 
Project Seed 2012, a flagship program of HKSAROSU that is tailored for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t the beginning, I had no idea what I got myself into. I did not know what it meant by 
being a leader of such a huge program and what it entailed. However, with the endless patience 
of President Lai (whom people call Stewart) and the wonderful partnership with my co-chairman, 
Wynne Chan, I slowly realized that execution weighs equally as planning. No matter how detailed 
our proposal is, it all comes down to how well we execute it and delegate the work. Doubtlessly, 
I have developed my multi-tasking skills through my leadership experience in OSU, as well as my 
ability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with my team. I also ca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ability to 
“get things done” is never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ability to come up with big ideas and dreams. 

The give-take formula in OSU is never a balanced equation – you always take more than you give. 
Words can never describe how grateful I am for the nuanced changes that OSU has brought 
about in my life. While everyone has different experiences in HKSAROSU, I encourage you to take 
a moment of reflection of the personal changes that you have gone through in your journey with 
OSU, and their immense implications to you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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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悅知小姐 (OSU2506)
Ms Vanesse LAI Yuet-chi 

第二十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5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蛻變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成立廿載，至今匯聚了逾四百名的傑生會員，可謂人才輩出。回
首當初，乍見傑生選舉的宣傳海報，還是平凡之輩的我又豈敢奢望與「香港傑出學生」相提並論？
毅然決定參加，還不過是不甘於坐井觀天，冒着外出見識的心情，與來自多區的精英們互相交流、
學習。於我而言，「香港傑出學生」的盛名，確實是遙不可及。那時的我戰戰兢兢地遞上表格，
幸獲機會與評審會面，也慶幸能加入其中。

成為傑生，並不僅是背負一個美名，而是給予機會讓人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和對社會可作怎樣
的貢獻。比賽過後，評判對我能力的肯定，讓我鼓起勇氣，計劃實踐「為香港服務」的心志，
達至「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理念。

香港，實在有眾多範疇及議題都值得關注，亦有許多群體與受眾都不容忽視。貧窮、獨居老人、
環境保育、公義與平等、民主及政制發展等，均理應成為我們這班愛護香港的市民所關注的焦
點。然而，意識的傳播，並未到位；知識的增長，仍未足夠。眾多的「不足」，讓市民都缺乏
了推動力，欠缺自主精神來為各議題作出行動，窒礙了各方面的發展。成為傑生，讓我看清香港、
感受香港、心繫香港，在我還有能力付出之際，盼望這些許執筆之力，能透過參與及組織社會
活動，團結青年們的力量，為社會服務。

在青蔥歲月中，有幸成為傑生，讓我懂得追夢、逐夢、築夢，還有堅守價值，為目標與理想而
擇善固執。一年過去，與社會的成功人士、滿有衝勁的大學生、博學多才的長輩相聚，菁英雲集。
香港傑生學生聯會，不但人才濟濟，更是一個啟發我們追求卓越，遇強愈強的地方，一個讓我
們感到溫馨歸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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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OSU，OSU 的我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20 週年，直接引起了我的聯想，當我二十歲的時候，我會有何
作為，對社會能有所貢獻嗎 ?

二零一二年我參加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夢一般的成為了的 OSU 一員。慶幸身處家
的感覺的 OSU，讓我接觸了不同層面課題，啟動了對人生、社會、公民與國家的意識和思考，
豐富了我的眼界及胸襟。我的 OSU 不只如此，她還要求我們對個人的才藝和品德的展現，致使
我重新了解自己，定立自我要求和目標前進。 

十六歲那年我成為了傑生，我的感覺如由古代少林寺習武中人一樣，通過重重難關，邊武邊練，
最後得師父批准下山了。現在我知道，身為 OSU 一員，經過一輪前輩指點執導，我比從前自信，
應將所學貢獻社會國家，不論何時何地，我能有一分力，就作出正能量的回應。

黃楚恩小姐 (OSU2516)
Ms WONG Chor-yan 

第二十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5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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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的 OSU，那些年的我

時光倒帶，來到考畢文憑試的五月某一天。「噢，對了，你也可以報名試試看啊！」中學的麗
兒老師手上揚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選舉的表格，笑著對我說。已經忘了當初為什麼會提起
表格的事，只記得原本與選舉無緣，但這一場走廊上的偶遇，改變了一切。

時光倒帶，來到報名截止的一天。要求提交的文章，花了幾天時間費煞思量，卻還是到了那天
下午一時許才寫成，堅持以手抄寫，又磨到了二時多。填好報名表後卻還有一堆影印的工作，
結果與麗兒老師一起忙到了四時，最後趕忙著送去了郵局。還記得那時候，有想過到親身到元
朗遞交，怕寄遲了不收。

時光倒帶，來到最後面試的那一個星期六。與中學畢業禮撞期，匆匆與同學拍大合照，匆匆乘
計程車來到面試地點，依然遲到。還記得那天在評判面前忍不住的喜極而泣，還有那天一直充
溢心裏的莫大感動。
 
然後頒獎禮的那天，麗兒老師抱著可愛的小女兒來支持，也在那一天，我正式加入了OSU大家庭。
 
曾經被問及：為甚麼要參加選舉。大學前途嗎，都中學畢業了甚麼都呈交考試局了，其他學習
經歷（OLE）並不差在這一筆；又想起了決心參選前的猶豫不決，原因無它，覺得自己不需要
以是次的獲獎來肯定自己價值與持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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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當時光回到了現在，今天的自己明白了。原來，人很容易忘記，曾經刻骨銘心的觸動，很容
易在心湖內沉底。當如泉湧的資訊襲來，當排山倒海的事情迫來，當見識人事社會事的眼界漸
漸開闊……不敢如著名主持人黃翠如般說「當時的我很誠實，人長大了，看法亦會不同，成長
會有不同看法」，但的確，當初參選時說得斬釘截鐵的堅持，當初在評判前引以為傲的「傑出」，
那些年中學時的熱情和傻勁，很容易淡化褪色。但因著過五關斬六將的這些選舉關卡，因著與
OSU 大家庭的緊密連繫，因著 OSU 的這個身份，那些年老師同學的支持、讓自己禁不住鼻頭一
陣酸的時光，在倒帶時依然色彩鮮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每人的當選都有自己背後的傑出故事，而當選了，也就幫助捕
捉與記錄了我們那一刻的傑出。傑出麼，可能透過自身的繼續努力、透過 OSU提供的各種機遇，
得以承傳，也可能純粹地以里程碑的形式在人生路上留下標記。但只盼望，那些記錄了的傑出
一刻，總能在每人心底裏發光發熱，感動著別人的同時，繼續感動自己。

吳彥琪小姐 (OSU2512)
Ms Kiki NG Yin-ki  

第二十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5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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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To Serve. To Innovate.

In the interview of outstanding students’ selection, generally the candidates will be asked to 
explain why we think we are outstanding enough to get selected. Even if we aren’t, we would 
make sure we could impress the judges with our many responsibilities held in high school and 
community service participated in – to show how outstanding we are.

I think so, or at least I did so in my interview. “Outstanding”, to most of us, tells keen competence. 
Top academic results with rich experience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tands you out among the 
others, and you appear in front of them as a “better” person.

It didn’t catch much of my attention when I first saw “To Serve. To Innovate.”, as printed on the 
welcoming souvenirs for new members (It’s simply because I still couldn’t calm myself down after 
the final interview). But now when I think back, this “OSU Spirit” is what I have observed from the 
senior members, what I have learnt from my experiences here, and what I hope to pass on to our 
future OSUers.

One simple yet significant reason why I chose to help i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is the support 
from senior members. Here I would really want to thank them for their encouragement and trust 
on me. They built OSU as a family, where they always render their kindest help to we newbies in 
any OSU events, be them formal or informal. I have never considered “sheung jong”, nor have I 
believed in my capability to be responsible for such an important commitment. Until one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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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 senior member reassured me with her warm words and past experience as an IVP. She said, 
“You will be a good IVP. I trust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get more members, new and old, to be 
involved and gather in OSU activities.” Old members contribute to the Union and inspire we new 
members. Such bonding between junior and senior members is what holds OSU.

And now it’s my turn. OSU provided me with a great platform to serve and to innovate. YLC, 
the very first highlight of OSU I took part in as a “Jo Ma”, let me have the taste to share and 
discuss with the young participants on conflict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s the 20th 
IVP, I am given the chance to dedicate what I have to the Union, to endeavour to maintain clos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mbers. Together with my 9 fellow jongmates, we serve OSU with our 
greatest effort and passion.

So much is OSU meant to me. If, without the belief of serving and innovating, the new members 
would not have been braced by our old members, nor would they be moved and feel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commitment, to serve the Union. I do hope, to all who love OSU as much as I do, 
try our best in preserving this “To Serve. To Innovate” attitude. It ties all OSUers, and I guess, it 
defines what is meant by “Outstanding.”

葉可頤小姐 (OSU2519)
Ms Chloe YIP Ho-yee

第二十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The 25th HKSAR Outstanding Student

83

會員文集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歷屆幹事名錄

歷屆幹事名錄



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歷屆幹事名錄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一屆幹事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二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聯絡主任
社會服務主任
人力資源主任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社會服務主任
社會服務主任

林佩峰小姐
鄭思宗先生
羅雪欣小姐

王潔芝小姐
鄭寶芬小姐
林紫賢小姐
劉俊偉先生
鄧麗珊小姐
夏偉鈞先生
曾光小姐

張秀蘭小姐
鄧耀祖先生
陳家美小姐
林佩峰小姐

廖海英小姐
陳潔凌小姐
傅義明先生
余振達先生
趙必明先生
李雋先生

OSU0509
OSU0503
OSU0511

OSU0514
OSU0520
OSU0510
OSU0605
OSU0611
OSU0604
OSU0613

OSU0602
OSU0612
OSU0703
OSU0509

OSU0608
OSU0704
OSU0705
OSU0712
OSU0603
OSU0607

Ms Desiree LAM Pui-fung
Mr Andy CHENG Sze-chung
Ms Carrie LAW Suet-yan

Ms Kitty WONG Kit-chi
Ms Iris CHENG Po-fan
Ms Candies LAM Tsz-yin
Mr Laurence LAU Chun-wai
Ms TANG Lai-shan Justine Jay
Mr Benjamin HA Wai-kwan
Ms Hilary TSANG Kwong

Ms Stephanie CHEUNG Sau-lan
Mr Joe TANG Yiu-cho
Ms Joanne CHAN Ka-mei
Ms Desiree LAM Pui-fung

Ms April LIU Hoi-ying
Ms Keeley CHAN Kit-ling 
Mr FU Yee-ming
Mr Kendrew YU Chun-tat
Mr CHIU Pit-ming
Mr Jean LI Chun 

1993-1994

199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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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三屆幹事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四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社會服務主任
康樂主任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社會服務主任

王潔芝小姐
歐慧心小姐
吳秋建先生
張秀蘭小姐

曾鳳怡小姐
劉穎小姐
馬綺雯小姐
陸敏聰先生
陳嘉敏小姐
林昕小姐

黃振能先生
范燕小姐
林慧敏小姐
王潔芝小姐

葉冬生先生
曾旭邦先生
何昳小姐
岑振威小姐
莊雅怡小姐
廖俊傑先生

OSU0514
OSU0701 
OSU0710
OSU0602

OSU0812
OSU0809
OSU0709
OSU0513
OSU0702
OSU0706

OSU0814
OSU0806
OSU0908
OSU0514

OSU0914
OSU0813
OSU0807
OSU0911
OSU0804
OSU0811

Ms Kitty WONG Kit-chi
Ms Winsome AU Wai-sum
Mr Horace NG Chou-keen
Ms Stephanie CHEUNG Sau-lan

Ms Noel TSANG Fung-yi
Ms Stephanie LAU Wing 
Ms Maskman MA Yee-man
Mr Jean LUK Man-chung
Ms Carol CHAN Ka-man
Ms Vivian LAM Yan 

Mr Matty WONG Chun-nang
Ms Fanny FAN Yin
Ms Jennifer LAM Wai-mun
Ms Kitty WONG Kit-chi

Mr Alan YIP Tung-sang
Mr Nelson TSANG Yuk-bong
Ms Grace HO Ying
Ms Sammy SHAM Chun-wai
Ms Erica CHONG Nga-yee
Mr Jackie LIU Chun-kit

1995-1996

1996-1997

歷屆幹事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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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五屆幹事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六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社會服務主任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陳漢泉先生
朱瑞雯小姐
張嘉琪小姐
黃振能先生

李浩明小姐
陳灝頤小姐
陳嘉敏小姐
屈智媚小姐
劉文蕙小姐

葉冬生先生
區穎思小姐
關凱欣小姐
陳漢泉先生

郭婉汶小姐
王志權先生
卓元怡小姐
程惠瑩小姐
陳肇廉先生
吳素茹小姐

OSU0902
OSU0904
OSU0903
OSU0814

OSU0810
OSU0901
OSU0702
OSU1013
OSU0909

OSU0914
OSU1001
OSU1008
OSU0902

OSU1009
OSU1014
OSU1004
OSU1005
OSU1003
OSU1012

Mr Eric CAHN Hon-chuen 
Ms Joanne CHU Shui-man
Ms Maggie CHEUNG Ka-ki
Mr Matty WONG Chun-nang

Ms Michelle LI Ho-ming
Ms Mona CHAN Ho-yi
Ms Carol CHAN Ka-man
Ms Amy WAT Chi-mei
Ms Loretta LAU Man Wai 

Mr Alan YIP Tung-sang
Ms Cecilia AU Wing-sze
Ms Daphne KWAN Hoi-yan
Mr Eric CAHN Hon-chuen 

Ms Florence KWOK Yuen-man
Mr Johnny WONG Chi-kuen 
Ms CHEUK Yuen-yi
Ms Annie CHING Wai-ying
Mr Franklin CHAN Siu-lim
Ms Cicy NG So-yu 

1997-1998

199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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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七屆幹事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八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歐陽健男先生
阮思玲小姐
戴希恩小姐
葉冬生先生

顧美屏小姐
蕭珮儀小姐
趙汝倬先生
楊鎮邦先生
吳家榮先生
康心怡小姐

吳家榮先生
鄭浩廷先生
駱敏賢小姐
歐陽健男先生

鄭詩敏小姐
鄧春迎小姐
李潛穎小姐
曾婉婷小姐
潘詩峻先生
范綺雯小姐

OSU1101
OSU1119
OSU1115
OSU0914

OSU1107
OSU1114
OSU1105
OSU1220
OSU1112
OSU1106

OSU1112
OSU1304
OSU1210
OSU1101

OSU1202
OSU1214
OSU1209
OSU1215
OSU1312
OSU1204

Mr AU YEUNG Kin-nam
Ms Vicky YUEN Sze-ling 
Ms Diane TAI Hei-yan
Mr Alan YIP Tung-sang

Ms Vicky KOU Mei-ping 
Ms Natalie SIU Pui-yi
Mr Tommy CHIU Yu-cheuk
Mr Dick YEUNG Chun-pong
Mr Gary NG Ka-wing
Ms Cindy HONG Shum-yee

Mr Gary NG Ka-wing
Mr Anderson CHENG Ho-ting 
Ms Frances LOK Man-yin
Mr AU YEUNG Kin-nam

Ms Michelle CHENG Sze-man
Ms Zoe TANG Chun-ying
Ms Vivien LI Chim-wing
Ms Angela TSANG Yuen-ting
Mr Cedric POON Sze-chun 
Ms Peggy FAN Yi-man

1999-2000

20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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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九屆幹事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十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市場主任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市場主任

駱敏賢小姐
劉可兒小姐
陳凱玲小姐
吳家榮先生

黃可欣小姐
劉君豪先生
郭志濠先生
吳美奇小姐
陳南迪先生
何爾帕小姐
倫妙芬小姐
潘詩峻先生

郭志濠先生
何爾帕小姐
陳南迪先生
駱敏賢小姐

鍾玉欣小姐
陳建良先生
吳淑琴小姐
劉韻詩小姐
楊鎧致先生
劉詩韻小姐
馮韻瑩小姐
王慧芯小姐

OSU1210
OSU1411
OSU1402
OSU1112

OSU1315
OSU1306
OSU1305
OSU1415
OSU1404
OSU1408
OSU1308
OSU1312

OSU1305
OSU1408
OSU1404
OSU1210

OSU1406
OSU1403
OSU1513
OSU1511
OSU1519
OSU1510
OSU1504
OSU1515

Ms Frances LOK Man-yin
Ms Carrie LAU Ho-yi
Ms Helen CHAN Hoi-ling
Mr Gary NG Ka-wing

Ms Candy WONG Ho-yan
Mr Frank LAU Kwan-ho
Mr Howard Kwok Chi-hou
Ms Miki NG Mei-ki
Mr Andy CHEN Nam-tik
Ms Jas HO Yee-Pak
Ms Fiona LUN Miu-fan
Mr Cedric POON Sze-chun

Mr Howard Kwok Chi-hou
Ms Jas HO Yee-Pak
Mr Andy CHEN Nam-tik
Ms Frances LOK Man-yin

Ms Charlotte CHUNG Yuk-yan
Mr Daniel CHAN Kin-leung
Ms Sandra NG Shuk-kam
Ms Winsie LAU Wan-sze
Mr Ivan YEUNG Hoi-chi
Ms Yvonne LAU See-wan 
Ms Linda FUNG Wen-ying
Ms Carol WONG Wai-sum 

2001-2002

20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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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十一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市場主任
市場主任

何爾帕小姐
吳淑琴小姐
陳斌先生
郭志濠先生

王敏瑜小姐
黎穎妍小姐
鄭曉盈小姐
陳靜雯小姐
吳紹倫先生
陳麗璇小姐
黃少芳小姐
余靄婷小姐

OSU1408
OSU1513
OSU1302
OSU1305

OSU1517
OSU1608
OSU1501
OSU1601
OSU1614
OSU1603
OSU1518
OSU1620

Ms Jas HO Yee-Pak
Ms Sandra NG Shuk-kam
Mr CHAN Alex 
Mr Howard Kwok Chi-hou

Ms Cindy WONG Man-yu
Ms Sandy LAI Wing-yin
Ms Miffi CHENG Hiu-ying
Ms Kristy CHAN Ching-man 
Mr Siron NG Siu-lun 
Ms Sylvia CHAN Lai-suen 
Ms Stephanie WONG Siu-fong
Ms Fiona YU Oi-ting 

2003-2004

92

歷屆幹事名錄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十二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市場主任

劉韻詩小姐
鄭曉盈小姐
王敏瑜小姐
何爾帕小姐

曾宗堯先生
曹燕芬小姐
張卓勤先生
吳樂雲小姐
黎紫凝小姐
梁鍵瑋先生
譚進明先生
梁綽睿先生

OSU1511
OSU1501
OSU1517
OSU1408

OSU1717
OSU1704
OSU1701
OSU1715
OSU1708
OSU1712
OSU1716
OSU1711

Ms Winsie LAU Wan-sze
Ms Miffi CHENG Hiu-ying
Ms Cindy WONG Man-yu
Ms Jas HO Yee-Pak

Mr Byron TSANG Chung-yiu
Ms Ada CHO Yin-fan
Mr CHEUNG Cheuk-kan
Ms Sylvia NG Lok-wan
Ms Purple LAI Tsz-ying
Mr Ian LEUNG Kin-wai
Mr Ming TAM Tsun-ming
Mr Curtis LEUNG Cheuk-yui

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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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傑。貳拾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十三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吳樂雲小姐
黎紫凝小姐
梁綽睿先生
劉韻詩小姐

林嘉誠先生
張卓勤先生
黃荻茵小姐
周匯仁先生
劉智亨先生
范凱傑先生
方穎琪小姐

OSU1715
OSU1708
OSU1711
OSU1511

OSU1709
OSU1701
OSU1719
OSU1705
OSU1710
OSU1807
OSU1808

Ms Sylvia NG Lok-wan
Ms Purple LAI Tsz-ying
Mr Curtis LEUNG Cheuk-yui
Ms Winsie LAU Wan-sze

Mr Derek LAM Ka-sing 
Mr CHEUNG Cheuk-kan 
Ms Sabrina WONG Tik-yan
Mr Jeffery CHOW Wui-yan 
Mr George LAU Chi-hang
Mr Alex FAN Hoi-kit
Ms Pinky FONG Wing-ki

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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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十四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聯絡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范凱傑先生
張卓勤先生
黃荻茵小姐
吳樂雲小姐

黃祖詒小姐
楊子穎小姐
梁志偉先生
王安裕先生
黃芷淵小姐
楊俊傑先生
劉玉婷小姐
李奕婷小姐

OSU1807
OSU1701
OSU1719
OSU1715

OSU1819
OSU1820
OSU1914
OSU1918
OSU1919
OSU1921
OSU1911
OSU1915

Mr Alex FAN Hoi-kit
Mr CHEUNG Cheuk-kan 
Ms Sabrina WONG Tik-yan
Ms Sylvia NG Lok-wan

Ms Joey WONG Cho-yee
Ms YEUNG Fanny
Mr Dickson LEUNG Chi-wai
Mr Andrew WONG On-yu
Ms Jenny WONG Tsz-yuen 
Mr Chris YEUNG Chun-kit
Ms Rebecca LAO Iok-teng
Ms Katy LI Yik-ting

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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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十五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黃祖詒小姐
楊俊傑先生
李奕婷小姐
范凱傑先生

王明輝先生
梁志偉先生
王君朗先生
楊智宇先生
周健怡小姐
林向榮先生
羅詠欣小姐

OSU1819
OSU1921
OSU1915
OSU1807

OSU2019
OSU1914
OSU2018
OSU1720
OSU2005
OSU2008
OSU1913

Ms Joey WONG Cho-yee
Mr Chris YEUNG Chun-kit
Ms Katy LI Yik-ting
Mr Alex FAN Hoi-kit

Mr WONG Ming-fai
Mr Dickson LEUNG Chi-wai
Mr Sunny WONG Kwan-long
Mr Alex YEUNG Chee-Yu 
Ms Christina CHOW Kin-yi
Mr Benjamin LAM Heung-wing
Ms Connie LAW Wing-yan

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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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十六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楊俊傑先生
羅蔚延小姐
王君朗先生
黃祖詒小姐

伍穎詩小姐
陳建宏先生
何嘉雯小姐
陳思華小姐
黃雪塋小姐
鄭紫筠小姐

OSU1921
OSU2011
OSU2018
OSU1819

OSU2115
OSU2101
OSU2007
OSU2102
OSU2120
OSU2003

Mr Chris YEUNG Chun-kit
Ms Iris LAW Wai-yin
Mr Sunny WONG Kwan-long
Ms Joey WONG Cho-yee

Ms Wincy NG Wing-sze
Mr Kenneth CHAN Kin-wang 
Ms Ivy HO Ka-man
Ms Bonnie CHAN See-wa
Ms Emily WONG Suet-ying 
Ms Sophia CHENG Tsz-kwan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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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十七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市場主任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王君朗先生
羅詠欣小姐
陳建宏先生
楊俊傑先生

余寶明小姐
黃靖婷小姐
陳紫欣小姐
龔偉冠先生
陳靄玲小姐
梁嘉穎小姐
歐寶瑜小姐

OSU2018
OSU1913
OSU2101
OSU1921

OSU2220
OSU2119
OSU2103
OSU2208
OSU2203
OSU2212
OSU2201

Mr Sunny WONG Kwan-long
Ms Connie LAW Wing-yan
Mr Kenneth CHAN Kin-wang 
Mr Chris YEUNG Chun-kit

Ms Polly YU Po-ming
Ms Cathy WONG Ching-ting
Ms Yandy CHAN Tsz-yan
Mr Nathan KUNG Wai-kwun
Ms Christy CHAN Oi-ling
Ms Connie LEUNG Ka-wing
Ms Annis AU Po-yu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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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十八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市場主任

陳紫欣小姐
黃慧珊小姐
歐寶瑜小姐
王君朗先生

尹芳盈小姐
林栢勤先生
黎子進先生
陳穎琛小姐
歐陽子然小姐
李家怡小姐

OSU2103
OSU2316
OSU2201
OSU2018

OSU2314
OSU2308
OSU2305
OSU2302
OSU2301
OSU2310

Ms Yandy CHAN Tsz-yan
Ms Amy WONG Wai-shan
Ms Annis AU Po-yu
Mr Sunny WONG Kwan-long

Ms Fiona WAN Fong-ying
Mr Spencer LAM Pak-kan
Mr Stewart LAI Tsz-chun
Ms Crystal CHAN Wing-sum
Ms Jovi AU YEUNG Che-yin
Ms Rosa LEE Ka-yee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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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十九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聯絡主任
市場主任
公共關係主任
公共關係主任

黎子進先生
李恩晧先生
楊國禮先生
陳紫欣小姐

陳泳瑜小姐
張福成先生
葉倩盈小姐
李嘉穎小姐
譚艷霞小姐
吳韻薇小姐
周曉欣小姐
盛雪瑩小姐

OSU2305
OSU2413
OSU2317
OSU2103

OSU2405
OSU2406
OSU2410
OSU2412
OSU2417
OSU2312
OSU2407
OSU2416

Mr Stewart LAI Tsz-chun
Mr Hosea LEE Yan-ho 
Mr Brian YANG Kwok-lai
Ms Yandy CHAN Tsz-yan

Ms Wynne CHAN Wing-yue 
Mr CHEUNG Fuk-shing
Ms Joyce IP Sin-ying
Ms Karen LI Ka-wing
Ms Yammy TAM Yim-ha
Ms Joanna NG Wun-mei
Ms Joyce CHOW Hiu-yan
Ms Bianca SHING Suet-ying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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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聯會
第二十屆幹事會

會長
內務副會長
外務副會長
前任會長

常務秘書
財務秘書
出版主任
聯絡主任
聯絡主任

陳建宏先生
葉可頤小姐
楊澄小姐
黎子進先生

鄧嘉淇先生
陳伊齡小姐
吳彥琪小姐
陳禧瑜小姐
麥思慧小姐

OSU2101
OSU2519
OSU2419
OSU2305

OSU2014
OSU2501
OSU2512
OSU2402
OSU2511

Mr Kenneth CHAN Kin-wang 
Ms Chloe YIP Ho-yee 
Ms Mingme YEUNG Ching 
Mr Stewart LAI Tsz-chun

Mr TANG Ka-ki
Ms Elaine CHAN Yee-ling 
Ms Kiki NG Yin-ki
Ms Chloe CHAN Hei-yu
Ms Haylie MAK Sze-wai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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