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坤耀教授, GBS, CBE, JP （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陳坤耀教授畢業於香港大學及牛津大學，是國際著名的經濟學家，傑出教育家及大
學行政人員。他於 1995 年至 2007 年出任嶺南大學校長，成功將該校打造成一所
博雅大學。陳教授極重視師生關係，在出任校長期間，即使大學行政工作繁重，仍
堅持每學期親自教授一門學科，更分批邀約學生共進早餐，拉近彼此關係。
陳教授對教育貢獻良多，一直廣受敬重。為答謝陳教授啟蒙之恩，他於七十年代任
教的一群學生在 2007 年以他的名義，成立「陳坤耀傑出學人講座系列」。此外，
陳教授於 2008 年、2012 年及 2015 年亦分別獲得香港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及英國
普利茅斯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陳教授現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院董事局主席、明德學院校務委員會主席及香
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前亞洲研究中心）傑出院士，亦是美國耶魯大學、英
國牛津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及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訪問學人，他同時
是本港及內地多所大學的名譽教授，桃李滿門。此外，他亦於 2014 年至 2017 年
間出任深圳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設立以市場導向、面向國際的現代民間智庫。與
此同時，陳教授亦是時代雜誌旗下的經濟學家委員會成員及富布萊特學人，影響無
遠弗屆。
陳教授在公共服務和商業領域皆饒富經驗。他於 1985 年至 1990 年擔任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於 1991 年至 1992 年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並於
1992 年至 1997 年出任行政局議員，其時正值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的
關鍵時刻。同時，他又於 1991 年至 1997 年間出任消費者委員會主席，為本港制
訂公平競爭政策奠下良好基礎，促成競爭法於 2015 年順利誕生。
為表揚陳教授之貢獻，他於 1993 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並於 1995 年獲頒大英帝
國司令勳章及在 2003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

戴傑思教授, FAcSS （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戴傑思教授是國際知名學者，在全球教育領域享負盛名。他現於英國諾丁漢大學擔
任名譽教授，也是澳洲悉尼大學教育領導教授、北京師範大學講座教授，以及香港
教育大學劉鑾雄慈善基金亞太領導與變革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與此同時，他亦是
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和多所海外大學的訪問教授。
身為教育專家，戴教授在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教師生活與工作、學校領導、大學夥
伴協作以及教育變革等領域均卓有成就。除了開展大型的國際研究，他亦獲歐洲及
南美多個政府及機構委以重任，為當地的教育發展出謀獻策。此外，他亦曾為多個
國際重要會議擔任主講嘉賓，足跡遍及東亞南、歐洲及大洋洲。
戴 教 授 醉 心 研 究 ， 著 作 甚 豐 ， 曾 發 表 《 Teachers’ Worlds and
Work: understanding complexity, building quality》（2017）、《A Decade of
Research on School Principals: Cases from 24 Countries》（2016）、《Resilient
Teachers, Resilient Schools 》 （ 2014 ） 、 《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eacher and School Development 》 （ 2012 ） 、 《 New Understandings of
Teachers’ Work: Emotions and Educational Change》（2011）、《Successful
School Leadership: Linking with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2011）、《The
New Lives of Teachers 》 （ 2011 ） 、 《 Teachers Matter 》 （ 2007 ） 及
《Successful Principalship: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2007）等著作，部分更
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全球發行。他亦是學術期刊《Teachers and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的總編輯，以及《The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 和 《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的編輯委員會成員。
過去數十載，戴教授對教育建樹良多，廣受國際同儕敬重。為表揚他對教師持續專
業發展所作的貢獻，瑞典林雪平大學在 1993 年向他頒授榮譽博士學位；英國諾丁
漢大學亦於 2009 年向他頒授文學博士學位。此外，戴教授於 2010 年亦榮獲由美
國教育研究協會頒發的 Michael Huberman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Research on
Teachers 榮譽，並於 2012 年獲英國社會科學院選為院士。

林煥光先生, GBS, JP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林煥光先生早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經濟和社會學；他於八十年代獲政府保送到
美國哈佛大學修讀公共行政學碩士，並於 2007 年取得香港大學的佛學碩士學位。
擔任公務員多年，林先生一直竭誠服務香港，堪稱公務員的典範。他於 1974 年投
身政府擔任政務官，因表現優秀，於回歸前獲擢升至部門首長。回歸後，香港特區
政府推行問責制，林先生獲委任為首批主要問責官員。他曾先後出任行政會議非官
守成員召集人（2012-2017）、民政事務局局長（2000-2002）、行政長官辦公室
主任（2002-2005）、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馬術比賽（香港）有限公司行政總
裁（2006-2008），以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2010-2013），在不同崗位服務香
港。
林先生現為恒生管理學院兼任教授，亦曾擔任香港管弦樂團董事局成員。服務政府
多年，林先生先後於教育署教育及人力統籌科及公務員事務局工作。而他於 1996
年獲委任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之前，亦曾出任教育署署長 。
林先生自 2012 年起不時為本地報章撰寫評論，議題包括教育、政治以至世界歷史，
涉獵甚廣。他亦經常獲邀到多間大學、專上學府及中學演講，以其智慧、學養及超
卓的辭令啟迪後輩。多年來，林先生積極與年青人分享正向價值及其人生經歷，從
未間斷。
為表揚林先生多年來對香港發展所作出的卓越貢獻，香港特區政府於 2000 年向他
頒發金紫荊星章，並於 2005 年委任他為太平紳士；於 2009 年，香港特區政府亦
向他頒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智經研究中心於 2006 年創立時，亦曾委任林先
生為創團顧問。

彭耀佳博士 GBS, JP（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彭耀佳博士早年畢業於英國諾丁漢大學，主修土木工程，期後於愛丁堡大學攻讀工
商管理碩士學位，並於 1998 年修畢哈佛大學商學院的環球領袖課程。
彭博士心繫教育，與本校淵源甚深。他在 2002 年至 2017 年獲委任為本校校董會
成員，曾先後出任司庫（2005-2009）及主席（2009-2017）。憑藉他的卓越領導
和真知灼見，本校過去十多年在各方面均取得長足的發展；令香港教育學院終於
2016 年獲正名為香港教育大學。彭博士關心本校發展，曾先後擔任本校榮譽學位
委員會主席（2009-2017）以及教大基金主席（2014-2017）。彭博士更慷慨捐贈
教大，惠澤師生，為促進本校長遠發展不遺餘力。此外，彭博士也是優質教育基金
督導委員會前主席、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督導委員會前主席、政府助學金聯合委員
會前主席，以及現任資優教育諮詢委員會主席。
教育以外，彭博士在商界亦長袖善舞。他分別擔任怡和控股有限公司副行政總裁，
以及牛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和文華東方國際有限公司的董事，更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間出任香港總商會主席。此外，他現時亦是香港僱主聯合會主席以及香港管理專
業協會理事會副主席。
彭博士熱心參與公益事業，他現時是瑪麗醫院及贊育醫院的醫院管治委員會主席、
香港公益金名譽副會長、貿易及工業諮詢委員會成員，以及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
常務委員會主席。
彭博士於 1999 年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並於 2001 年獲委任為香港太平紳士。
為表揚他的卓越貢獻，彭博士於 2008 年及 2016 年分別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
荊及金紫荊星章，並於 2016 年獲愛丁堡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蔡崇信先生（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蔡崇信先生生於台灣，祖籍浙江湖州。他出身法律世家，祖父蔡六乘及父親蔡中曾
於 1965 年創辦了台灣第一家合夥制律師事務所，服務國際客戶。
蔡 先 生 13 歲 離 開 台 灣 、 赴 美 國 求 學 ， 入 讀 新 澤 西 州 勞 倫 斯 維 爾 中 學 (The
Lawrenceville School)，其後獲得耶魯大學經濟學及東亞研究學士以及耶魯法學院
法學博士學位，並取得美國紐約州執業律師資格。
1990 年從耶魯法學院畢業後，蔡先生於紐約國際律師事務所 Sullivan & Cromwell
LLP 擔任稅務律師；後來投身私募基金領域，成爲紐約私募投資公司 Rosecliff, Inc.
的總法律顧問。隨後，他遷至香港發展，就職於瑞典瓦倫伯格（Wallenberg）家
族旗下的控股公司 Investor AB，負責亞洲區的私募投資業務。
1999 年，蔡先生毅然離開 Investor AB，決定與馬雲共同創業，加入剛剛成立的阿
里巴巴，成為該公司十八名創始人之一。蔡先生曾擔任阿里巴巴集團首席財務官超
過十年， 2013 年起出任董事局執行副主席。自公司創辦之初，他便一直是阿里巴
巴集團董事局的成員。
蔡先生熱心公益，對教育事業尤為關注。蔡先生與妻子通過名下的基金會，資助母
校美國新澤西州勞倫斯維爾中學的助學金和體育項目。基金會亦資助斯坦福大學建
立了一所神經科學研究所（Wu Tsai Neuroscience Institute），並在耶魯大學捐贈
設立創新思維中心（Tsai Centre for Innovative Thinking at Yale）。此外，蔡先生
也為耶魯大學法學院中國中心的發展提供支持，該中心其後獲命名為「蔡中曾中國
中心」，以紀念其先父。
蔡先生近期亦在中國內地啟動了自己的公益項目，在祖籍浙江湖州宣布成立蔡崇信
公益基金會，專注於農村及貧困學生的教育扶助，通過教育實現「一人就業，全家
脫貧」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