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或 2020年的大學畢業生﹕ 

 

香港寬頻推出第三階段 「#逆境同行 」計劃 

提供 100個開展事業機會助大學畢業生逆流而上  

受到全球疫情影響，今年初出職場的大學畢業生將要面臨重大的挑戰。香港寬頻明白

年輕人面對的困境，願意與大家一起逆境同行，跨越難關並遇強越強。 

即使在經濟向好的環境下，大學生活與實際工作世界間的差距已經很大，這距離在現

時情況下更日益擴大。因此，香港寬頻透過提供三個月的學習及工作機會予 100名大

學畢業生，希望幫助畢業生在正式投入全職工作前可以裝備自己，成功由大學生蛻變

成職場新鮮人。這三個月期間，我們將為你提供一個學習，以及嘗試成功與失敗的平

台，從而建立你對自己的信心，以便大家三個月後能在香港寬頻或其他地方繼續發展

自己的事業。 

我們將為大家提供雙向的導師計劃，駐於香港的 69位香港寬頻管理層將會擔任導師，

以每位管理層帶領最多兩名畢業生的比率給予指導。這些管理層導師代表著香港寬頻

6,000位人才中最頂尖的 1%管理層，他們將親自指導及帶領你從大學步入職場。 

 

#逆境同行 

                          

             楊主光       黎汝傑  

  

2020年 4月 2日 

 

 

附件： 100名大學畢業生的香港寬頻管理層導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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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名大學畢業生的香港寬頻管理層導師名單 

  姓名     職銜 

陳頴儀 持股管理人及策略總裁 

陳子龍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技術服務 (企業方案) 

陳詠詩 持股管理人及客戶關顧主管 (住宅方案) 

陳振宇 持股管理人及人才與使命總裁 

陳德威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產品管理 (企業方案) 

鄭時昌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 - 運營商業務 (企業方案) 

周依萍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企業銷售及戰略伙伴關係 (企業方案) 

鄭潔恩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 - 集團企業傳訊及市務傳訊 (企業方案及 JOS) 

詹國強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科技網絡發展 

周偉光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企業銷售 (企業方案) 

朱健樑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 - 商業市場及中國業務 (企業方案) 

花錦榮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電子安全商務拓展 (企業方案) 

霍偉良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資訊科技 

馮敏康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財務總監 

許亮堅 持股管理人及商務總裁 - 住宅方案 

許偉文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產品發展及管理 

許先耀 持股管理人及數碼轉型總裁 

葉淑嫻 持股管理人及優化服務方案主管 (企業方案) 

葉國強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 -  銷售 (JOS) 

高靜欣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系統整合及產品管理 (企業方案) 

高勤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技術服務 (JOS) 

顧蓓敏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尊貴企業客戶服務營運 (企業方案) 

關家祐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網絡拓展及運作 

郭榮曉 持股管理人及中國業務主管 (企業方案) 

黎汝傑 持股管理人及集團行政總裁 

林月玲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 - 商業方案 (企業方案) 

林嘉玲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 - 業務發展及合夥關係 

劉建華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客戶關係及零售 (住宅方案) 

樓永強 持股管理人及商務總裁 - 雲端方案 (企業方案) 

劉綺寧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客戶服務及業務支援 (企業方案) 

陳寶瑩 持股管理人及營運總裁 - 營運 (企業方案) 

李志明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技術咨詢及項目管理 (企業方案) 

李松坡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 - 尊貴企業客戶 (企業方案) 

李雪慧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企業傳訊 (企業方案) 

Malcolm Leong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法務 

梁惠珍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資訊科技 

梁家仁 持股管理人及營運總裁 - 雲端方案 (企業方案) 

梁家偉 持股管理人及 JOS方案主管 (JOS) 

李友忠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科技總裁及資訊科技保安總裁 

李潤龍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市務 (企業方案) 



李麗雯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售前方案 (JOS) 

李家裕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市務 

雷志宏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 - 資訊科技 

馬景文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雲端發展 (企業方案) 

莫國榮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尊貴企業客戶 (企業方案) 

吳志豪 持股管理人及商務總裁 - 商業市場及中國業務 (企業方案) 

伍麗琼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市務 

潘美玲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 -  銷售 (JOS) 

蕭容燕 持股管理人及市務總裁 - 住宅方案 

邵翠珊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客戶關係及零售 (住宅方案) 

岑嘉儀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業務流程管理及技術服務 

譚文珊 持股管理人及審計及風險主管 

陳國萍 持股管理人及法務總裁 

陳朝文 持股管理人及創新總裁 

鄧宏舜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信息安全 

曾國衡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雲端安全 (企業方案) 

曾允洵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市務傳訊 (企業方案及 JOS) 

蔡金鳳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系統整合 (企業方案) 

徐國豪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網絡營運 (企業方案) 

屈駿文 持股管理人及商務總裁 - 運營商及尊貴企業客戶 (企業方案) 

黃宇傑 持股管理人及財務總裁及公司秘書 

黃康怡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財務總監 (企業方案) 

黃潔儀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人才管理 

丘嘉明 持股管理人及助理總監 – 語音科技發展 

楊品賢 持股管理人及業務發展及合夥關係總裁 

楊德華 持股管理人及行政總裁 - 企業方案及 JOS集團 

楊恬怡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 – 人才關顧 (企業方案及 JOS集團) 

楊劍平 持股管理人及總監 - 資訊科技 (企業方案) 

楊主光 持股管理人及執行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