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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五年多的籌備，聯合書院終於要興建第五座學生宿舍了！關心書院發展

的校友，相信聞訊都歡喜雀躍。學生人數連年增加，對宿位的需求有增無已，

書院能否提供更多宿位，也是影響書院發展的一個因素。即將興建的新宿

舍，將提供二百五十個宿位，實在令人期待。

獲得委任負責建築設計的Ida & Billy Architects公司，創辦人之一施琪珊校

友（Ida）和團隊中的徐思敏校友（Eunice）同是聯合書院校友，本期《聯合校

友》很榮幸邀得她們接受訪問，除了介紹新宿舍的設計，當然也要請她們分

享在學生活和就業的經歷，以饗讀者。

聯合書院
第五座學生宿舍

訪問嘉賓：
施琪珊校友（98/建築；右）

徐思敏校友（13/建築；左）

撰文：
文蘭芳（75/中文）

新宿舍設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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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她對聯合的記憶卻來自童年。「我是在聯合長大

的，我爸爸媽媽是聯合書院校友，小時候我就繞着『湯

草』踩單車。年幼的我覺得那個地方很大，而且周圍綠

化，所以很喜歡這個地方。」同來訪問的書院高級發展主

任陸敏兒女士也笑說：「直到現在，校友仍然是帶年幼

子女來這裡踩單車的啊！」

建築物是人生活的場所

Ida完成碩士學位後，曾在建築署工作了六年。她說： 

「為甚麼？那時候外判很少，基本上香港最好玩的建築

物都是建築署做的，就是那些公共建築物了。我很慶幸

當時跟隨着馮永基建築師（他也是水墨畫家，退休後在

中大建築系任兼職教授），跟他學習很多公共工程，也

學了很多建築理念、建築師的責任等等，各方面都更深

思。」除了在香港一些公司工作，她也在北京工作過一

年，是一間紐約很著名的公司。「之後與拍檔一起去了瑞

士，瑞士的公司就是在香港設計M+、大館那一家，是我

們最喜歡的建築師。除了可以跟隨大師學習，當地人喜

愛大自然、創意，加上當地的風土文化，更加培育了我們

的信念，也學習了許多當代的東西，例如藝術在建築上

的增潤。2012年接受了一個委託項目，回到香港，開設了

自己的公司。」

在香港開設公司難嗎？Ida幽默回答：「很容易，辦理商

業登記即可。」然後她進一步說出她的感受：「開公司

當然有自己的願景和想法，要實踐出來，其間已預備了

有困難。香港是一個很商業的社會，中間有很多價值觀

念是扭曲了的。舉一個簡單例子，建築物是人生活的場

所，應該幫助到人的生活；一座樓宇有很多單位，每一個

單位都很重要，因為它讓人每日在那裡住，而他們的積

課業繁重，缺少校園生活

Ida是建築系早期（第五屆）學生，當時還沒有今天建築

系所在的綜合大樓，學生在王福元樓上課。她說自己喜

愛大自然，選擇在中文大學升學的原因是很喜歡中大的

環境。「當時要常常去本部和書院，要上上落落，我是穿

過小橋流水走上去聯合的，不過只限一年級上學期，後

來漸多『通頂』，走不動了。」建築系學生忙於砌模型和

畫圖，經常通宵達旦。

「我性格喜歡實幹，埋頭苦幹做與學業有關的東西。住

得不遠，沒有住宿，有時候需要『屈蛇』。那時候，正式

來說，不可以在教學樓『通頂』，我們還得想辦法匿藏起

來。」提到書院生活，Ida沒有甚麼活動的記憶，只記得很

喜歡書院的選修科目。「我最記得哲學有一科叫《死亡與

不朽》，我向來對這些題材很有興趣。後來我寫的論文也

與此有關。另外關於人類學的課題，我也很喜歡。」

Eunice遲很多年才入學，她說：「那時候教學大樓都是

二十四小時開放。我住陳震夏宿舍，不過通常都是半夜

三更才回去，同房都睡了。」說到書院活動，Eunice也是

無甚可談，「只有參與書院的通識課。」

徐思敏校友父母同為光輝聯合人，爸爸徐立仁（物理/84）及媽媽姚海倫

（英文/85）在思敏小時候常帶她到聯合書院踏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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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就花在那上面。應該是這樣看的吧？不過香港流行的

是炒樓，建築往往則重於它作為生財的商品。」價值觀

念不同，還有對藝術的了解和重視比較有差距，都是在

實踐理念過程中的困難。「開了公司七年，中間有失望的

時候，但也感到工作是有一定水準的，發展下來也有很

好的客戶委託我們。」

那麼Eunice是怎樣加入團隊的？兩位校友一起笑起來，

說明過程有點趣味。Eunice說：「加入公司是一種巧合，

也與教育有關。當時我剛畢業，幫忙建築系做一個夏季課

程，參觀有關公司時認識了Ida，面試後聘請了我。」為甚

麼說是與教育有關？原來那個夏季課程是為考慮報讀建

築的中學生而設，「當時想示範面試的情況是怎樣的，於

是由我示範了面試實況。」Ida微笑補充：「戲假情真。」

尋找司徒惠

在談到聯合書院第五座學生宿舍前，我們有必要提到一

位前輩人物司徒惠工程師建築師。他在1963至1978年

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師，整個新校園的佈局和設計，

都是出自他的手筆。校園早期的重要建築物包括大學行

政樓、中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科學館、聯合書院和新

亞書院都是他設計的，風格非常統一。早期的校友雖然

不一定認識甚麼叫現代主義建築，但對校園樸素雄渾的

風貌應該有極深印象。

Ida說：「司徒惠的作品很有建築大師勒．柯比意（Le 

Corbusier）的影子。一二年級時，我們曾做過一個研究

項目，研究Le Corbusier並要在中大找一些建築物帶有

他的影子的。相信司徒惠可能很仰慕這位大師，在他的

建築物可以看到很多脈絡：人性化、水平狀態、庭院等

等，再加上強有力的類型，得出統一而合理的風格。」

在接獲中大校園發展處邀請加入聯合新學生宿舍競標

時，Ida說他們很用心去做投標的準備。「其一是很想去

做的項目，其二那是聯合，又是司徒惠設計的校園。以前

忙於學業，沒有詳細去看校園，現在因這個項目認真去

看，嘩！好精彩，保持得很好，沒有被污染，因此更加想

做好這個項目了。據我所知有十個團隊參與競標，很開

心我們贏得委任。」

與原有佈局融合

建築系朱競翔教授曾解釋，整個聯合書院在司徒惠的

佈局中，很清晰分為兩大部分，曾肇添樓、胡忠圖書館和

鄭棟材樓是教學和辦公的區域，另外一邊則是與生活有

關的，包括住宿、飯堂、活動等。現在新宿舍的地點選在

曾肇添樓旁邊停車場那裡，當然不是最理想，但那是平

地，與斜坡選址所牽涉的建築費用，不可同日而語。

施校友的公司獲2018年 Wallpaper* 雜誌選為全球二十個優秀新晉

建築設計單位之一。

新宿舍入口大堂及多用途禮堂貫通，可望見

宿舍旁的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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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指出，那塊平地面積很小，「我要做出與原本的格局

有一種融合，不能破壞原來的全盤計劃。高度和其他建

築物保持水平狀態，外觀上同樣有線條，有韻律和條

理。周圍的建築物的韻律來自建築物的翼片，是用來擋

陽光的，這是現代主義建築的一項功能性，但功能性也

是人性的建築。新宿舍外牆也有擋陽光的翼片，配合寢

室的東西南北方向而有不同。有功能而又與周圍融合，

顏色也會類同。」

Ida解釋：「因為地方小，我把寢室全部排在邊上，令所

有宿舍房間的採光都好，另一方面，香港寸金尺土，宿生

在這裡住上幾年，我希望他們住得舒適，有遠景觀賞。

分成男宿女宿兩所之後，中間部分是公共地方，如健身

室、閱讀室等。由於這一邊是學術區，因此把公共活動

設施集中一起，形成一個私人區域與學術區域的緩衝。

司徒惠的建築物很舒服，但比較內閉，與周圍環境較少

對話，在這裡我作了一點改變，把這集中的公共區域做

得通透些，可以與周邊空間有對話。」

環保考慮

Eunice向我們解說新宿舍在環保上的考慮：「我們採

用passive design去進行環保，簡單來說是少用電力。

宿舍外牆的翼片，可以阻擋陽光。根據方向會有不同處

理。東西向的部分使用直向翼片較有效，於是直向翼片

會伸出一些，而南北向的部分則以平行翼片，可以多擋

些陽光。另外，寢室內和公共空間都裝有風扇，讓大家

少用冷氣。」她指自己公司也是裝有風扇，夏天有時候也

是使用風扇便可。

「另外，南北座各自有一個庭園，盡量使它通風。走廊的

盡頭也要令它通風，因此整幢樓宇會有空氣對流，令裡

面環境不會因侷促而多用了能源。」

兼顧平衡不同需要

Ida讀本科時沒有住過宿舍，不過讀研究院時也住在研

究生宿舍。若問她理想的宿舍生活是怎樣的，她說：「我

覺得有幾點很重要，就是與大自然的關係、美感、人性。

這幾點是我們所有項目都想做到的。」

Eunice說他們也考慮到宿生的性格和需要。「有些宿生

喜歡活動，喜歡與人共處，和別人談天，但另外一些可

能喜歡較私人的環境，所以設計宿舍時，就要平衡外向

和內向的需要。讓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連接時，中間可

以有差異和交流，讓大家都能找到一個舒服的地方。」

Ida補充說明：「例如從外回來，可以選擇經過公共地

區，也可以選擇直接回到房間。在環境上希望造出一些

隨意的空間，例如走廊或樓梯。庭園上來的大樓梯讓人

經過時感到舒服，也可以選擇坐下來，自己獨坐或與人

一起同坐都無不可。」

中大校園是很寶貴的地方，從六十年代至今，踵事增華，

發展極多。聯合校友也許沒有留意到，聯合書院校園在

發展中保存得這麼好，仍是樸素雄渾。相信經過建築師

的分析，我們更能欣賞愛護母校的環境，以之為榮。

新宿舍正門入口概念圖。

宿生共享庭園空間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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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校友捐款鳴謝

捐款校友姓名 畢業年份 學系 捐款金額
（港幣）

捐款項目

何萬森先生 1957 經濟 $1,000 何萬森書院服務優異獎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100,000 維德入學獎學金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楊祖恩先生 1969 工管 $2,340 楊韓秀瓊紀念學業優異獎

麥慧文先生 1972 物理 $500 一般用途捐款 

吳家傑先生 1972 物理 $42,100 聯合書院物理系獎學金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何天正先生 1978 會計 $100,000 何張瑞芳紀念獎學金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3,000 一般用途捐款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1,5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王良享先生 1985 財務 $10,000 鄭玉棉女士獎學金

李國忠先生 1986 生化 $4,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陸貞元博士 2005 政政 $20,000 陸貞元勵志獎學金

陳可昕女士 2014 中醫 $5,000 聯合書院中醫學院獎學金

總額 $293,340

截至2020年4月22日，本院收到以下校友的慷慨捐款，支持聯合書院各項發展 
項目，謹此致以衷心的感謝！

明德新民校友 
學業優異獎
捐款進度報告（截至2020年4月22日）

捐款項目 金額  總計  港幣

1957年 $33,600 

1958年 $12,000 

1959年 $1,000 

1960年 $60,200 

1961年 $60,500 

1962年 $0 

1963年 $0 

1964年 $0 

1965年 $1,180 

1966年 $6,500 

1967年 $24,000 

1968年 $79,920 

1969年 $50,900 

1970年 $55,500 

1971年 $39,760 

1972年 $96,400 

1973年 $78,800 

1974年 $55,880 

1975年 $21,600 

1976年 $87,700 

1977年 $52,000 

1978年 $79,300 

1979年 $25,780 

1980年 $65,300 

1981年 $83,000 

1982年 $26,500 

1983年 $99,390 

1984年 $75,100 

1985年 $111,980 

1986年 $47,700 

1987年 $59,800 

1988年 $13,100

捐款項目 金額  總計  港幣

1989年 $6,800 

1990年 $15,123 

1991年 $4,100 

1992年 $1,200 

1993年 $15,300 

1994年 $14,500 

1995年 $4,800 

1996年 $1,200 

1997年 $2,300 

1998年 $10,800 

1999年 $1,000 

2000年 $12,400 

2001年 $10,400 

2002年 $1,000 

2003年 $500 

2004年 $11,800 

2005年 $4,800 

2006年 $6,800 

2007年 $11,300 

2008年 $9,300 

2009年 $800 

2010年 $0 

2011年 $0 

2012年 $800 

2013年 $0 

2014年 $0 

2015年 $307 

2016年 $0 

2017年 $0 

2018年 $0 

2019年 $0 

總額  $1,651,720

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2020至2021楊于銘學年
公開招募學長

各位聯合校友：

過去二十年，承蒙百多位來自不同年代的海內外校友鼎力支持，使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得以持續發展，並深受在校同學歡迎，成績斐然。

聯合書院校友會現公開招募第二十一屆的新學長，畢業八年或以上（網上海外學長不在此限）有意參加此項計劃的校友請填妥下列表格，並電郵

或傳真至書院學生輔導處收。校友會將根據學員名額及需求，邀請不同行業和屆別的校友出任學長。有關學長計劃詳情可瀏覽書院網頁：https://
www.uc.cuhk.edu.hk/mentorship。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cassie-chan@cuhk.edu.hk 與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秘書聯絡。

聯合書院校友會理事會主席

李劍雄   謹啟

致：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友會（請於2020年7月15日前回覆，傳真：2603 5412 / 電郵：cassie-chan@cuhk.edu.hk）

□ 本人願意參與2020至2021年度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作為本地學長。

□  本人願意參與聯合書院岑才生網上海外學長計劃。

下列為本人的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畢業年份：                         學系：                                             性別：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手提）                                                （家居）                                                （辦公室） 傳真：                                                

電子郵箱：                                                                           機構名稱：                                                                            工作性質：                                                                             

職銜：                                                          曾在海外進修或工作的國家：                                                          興趣/專長：                                                          

簽署：                                                                                   日期：                                                                             

不經不覺《聯合校友》已經出版至第72期，致力為聯合校友帶來最新的消息及
資訊，加強連繫。由於《聯合校友》製作成本（尤其郵費）不斷增加，編輯委員
會希望呼籲各位聯合校友，懇請各位踴躍捐獻，支持《聯合校友》印刷費及郵費
贊助，多多益善，小小無拘。校友可於書院網頁下載捐款表格：https://www.
uc.cuhk.edu.hk/wp-content/uploads/giving-to-uc/donation-form.pdf，
將填妥的表格及捐款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寄回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書院院務室。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3943 8654與本院高級書院發展主任陸敏兒女士聯絡。

再次感謝各位校友對書院的支持！

踴躍捐獻《聯合校友》印刷費及郵費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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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煊昌（58/經濟）（圖1）

在2020年3月12日，英國特許保險學院（CII）向書院校董會前

主席、現任校董兼校友會永遠榮譽會長張煊昌博士頒發了榮

譽資深院士，以表彰他七十多年來對保險業的服務和貢獻。張

博士是英國以外首位獲得這項資格的國際保險專業人士。張

博士對CII表示感謝：「我們都知道『特許』這一詞代表最高質

素，及所有CII會員都是享有盛譽的專業人士。我很榮幸成為其

中一員，並為能夠成為CII的資深院士而自豪。」張博士是香港

保險業的傑出資深人士。他的職業生涯始於1940年代後期，

並於1960年創立了自己的保險公司。後來，他的事業廣泛地

擴展至在亞洲區內其他行業。目前，他是太平洋保險有限公司

和太平洋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的主席。張博士擁有深廣專業知

識，他為保險業作出了七十多年的貢獻，所以他無疑是行業內

服務最長久的精英之一。張博士十分關心社會及熱心公益事

務。他成立張煊昌基金有限公司，為在香港、中國內地、美國、

加拿大及亞洲等地區的慈善、醫療和教育計劃提供支持及援

助。張博士相信知識是成就美好將來的重要關鍵，因此他很

樂於支持教育年青一代的項目。他曾經為香港中文大學慷慨

解囊，巨額贊資設立學生獎學金、支持學生活動、修建體育設

施等。 

張博士愛好學習，與時並進。他認為學生在投身社會工作後都

應該繼續進修來提高個人的技能及專業資格。他強調：「隨著

社會發展及新科技的推出，全球保險市場的需求都不斷在改

變。我們必須確保我們擁有最新的知識和技能，以便我們可以

因應市場需要而推出新的產品或運用新的業務模式，持續為

客戶提供優質服務。我很高興CII為保險和金融行業提供國際

認可的專業資格和符合市場所需的持續專業進修培訓，協助

從業員提升技術和專業知識。」

除獲得CII榮譽資深院士資格外，張博士還於1993年獲香港中

文大學授予榮譽法學博士、2005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

授榮譽勳章、並於同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榮譽院士及香港公

開大學榮譽大學院士。他曾任斯里蘭卡駐香港及澳門名譽領

事長達二十九年，並於1991年獲斯里蘭卡總統授予國家榮譽

勳銜Sri Lanka Ranjana。

榮譽資深院士是CII中最高榮譽的頭銜，也是保險行業內獲國

際認可的專業精神徽章。它將僅授予具有一定的學術或專業

資格，擁有優秀從事保險有關工作經驗及在行業中取得非凡

成就的人士。截至2020年3月，在全球一共有二十一名專業人

士獲得了這項殊榮。

張煊昌博士為聯合書院資深校友。張博士積極參與聯合書

院事務，自1976年起出任聯合書院校董，曾任校董會副主席 
（1995-2012）及主席（2012-2018），也先後擔任聯合書院基

金會成員（1991-2019）、基金會副主席（1997-1998）及主席 
（1998-2012）。本院仝人衷心恭賀張博士。

1981及1982年畢業的聯合電子系同學
一群1981及1982年畢業的聯合電子系同學多已踏入六十歲

了，有些已退休，有些仍在職場繼續努力，但一直保持很密切

的聯絡。在2018和2019年，大家組織外地旅遊，到澳洲和台

灣走一走，及在香港島行山共聚，一起慶賀大家六十歲生辰的

大日子。

2018年11月19至24日，老同學一起遊澳洲墨爾本，共賀登陸。（圖2）

左起：吳偉昌（82/電子）、吳圖亮（81/電子）、何伯光（82/電子）、

鄧炳添（81/電子）、陳尚明（81/電子）、潘潤澤（81/電子）、徐龍倡 
（82/電子）、羅天翔（81/電子）、黃賜昌（82/電子）、鐘榮欽（82/電

子）、羅世昌（81/電子）、黃德榮（82/電子）

2019年11月24至29日，同學開心遊台灣（包括高雄、台南、台中、台

北），共賀六十生辰。（圖3）

後排左起：王炳輝（82/電子）、黃德榮（82/電子）、鄧炳添（81/電子）、

吳圖亮（81/電子）、徐龍倡（82/電子）、吳偉昌（82/電子）、鐘榮欽 
（82/電子）、黃賜昌（82/電子）、何伯光（82/電子）、羅世昌（81/電子）

2019年12月6日，同學相約在香港島龍脊行山。（圖4）

左起：黃德榮（82/電子）、林炳輝（81/電子）、廖炳新（82/電子）、張

嘉慧（崇基/84/歷史）、何貴深（82/電子）、羅世昌太太、何炳根（82/
電子）、徐龍倡（82/電子）、柯宇豐（81/電子）、羅世昌（81/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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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羅樹忠（57/會計）
本院校友羅樹忠先生於2020年4月1日在紐約離世，享年

94歲，本院向羅校友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羅校友在華僑

工商學院會計系進修，1956年因華僑入併成為聯合成員

而回校重讀，57年成為聯合書院第一屆會計系畢業生。

1967年移居紐約，經常參加中大美東校友會及紐約聯合

校友會活動。

譚啟耀（08/翻譯）
本院校友譚啟耀先生於2020年4月28日去世，本院同仁

深表哀悼，並向譚校友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梁德華（05/中文）（圖6；左）

本院校友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高級講師兼伯利衡宿舍舍監

梁德華博士擔任書院粵語辯論隊隊監，帶領辯論隊隊員進行

辯論活動。梁博士於2020年1月17日舉行的書院聚會友誼辯

論賽中，頒發最佳辯論員獎予本院李穎欣同學（環球商業/一
年級）。

張亮（94/工管）（圖7）

新冠肺炎為全球社會帶來前所未見的挑戰，情況仍在蔓延。

在香港，大家汲取了沙士爆發的經驗，在這數月間持續努力抗

疫。要戰勝「疫」境，社會各界必須要齊心合作，香港可持續

發展解決方案網絡（SDSN香港）於2020年4月21日晚上8時

30分通過網上平台Zoom，舉行研討會，分享香港人走過的歷

程和心得。本院校友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

SDSN香港聯合主席張亮先生擔任講者之一。

陳繼榮（96/中文）（圖8；最前）

由陳繼榮校友主持的「書法初階2020」於1月13及20日在蔡冠

深通識資源中心舉行，教導同學認識基礎書法審美概念及掌

握基本筆法。

麥穎恩（14/工管）（圖9）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全球有大約15億學生來自

一百六十五個國家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停課而受影響。為了

讓世界各地學生們在這個困難時期仍然能學習和裝備自己，

校友麥穎恩（Yanice）創立的社企Foster Hong Kong推出了

虛擬實習計劃。除了九十小時公司實習外，學生同時可以得到

十小時網上培訓，認識主題包括企業社會責任，創業，市場營

銷，全球公民意識和社會正義。現時，麥校友希望鼓勵更多人

士提供實習機會及培訓內容，一起攜手幫助世界各地的學生。

因為他們是我們的未來。

黃嘉濠（15/社工）
黃嘉濠校友全憑他的毅力及耐心，克服失明的困難，於長者安

居協會擔任社區關顧服務主任。在黃校友無條件的同在和陪

伴下，讓不少長者重見曙光及重拾生活動力。最近，黃校友獲

上司提名參與第二十九屆優秀社工選舉，競選新秀社工。

黃偉豪（91/政政）（圖5；中）

吳家怡（05/中文）（圖5；右二）

書院粵語辯論隊於2020年1月17日，邀得香港大學大學堂辯論

隊在書院聚會中進行友誼辯論賽。當天的辯題為「活於當代

香港迎難而上比知難而退更值得推崇」，正方為香港大學大學

堂辯論隊，反方為聯合書院粵語辯論隊。

本院兩位校友中大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主任黃偉豪教授

及中大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吳家怡博士，與另一位中文系講

師鄭兆邦博士為比賽擔任評判。經熱烈辯論，書院粵語辯論

隊獲勝。

7

光

輝

聯

合

人



聯合書院第五座宿舍設計諮詢
聯合書院經過五年多時間的籌備，第五座學生宿舍即將興

建。新宿舍位於現時的曾肇添樓旁停車場，樓高四層，共提

供二百五十個宿位，預計於2024年落成啟用。大學與書院早

前已成立建築委員會，成員包括大學管理人員、書院代表、建

築學院老師及聯合學生會代表，並委任了新宿舍的 設計師及

建築顧問。書院已於2020年2月21日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公

開諮詢。歡迎各位重溫錄影（https://www.facebook.com/
UnitedCollege/videos/610513496176354）。

訃告
聯合書院前院長薛壽生教授於

2020年2月3日離世，本院同仁

深表哀悼。

薛壽生教授於1966年加入聯合

書院，籌設政治與行政學系，並

於1972至1975年間，借任為新

加坡南洋大學校長；及後重回

香港中文大學，出任政治與行

政學系系主任，並成為聯合書院

第四任院長（1977至1980年）。

其後，薛教授到澳門擔任東亞

大學（即現今的澳門大學）的創校校長，繼續推動高等教育。

薛壽生教授畢生為高等教育事業鞠躬盡瘁，為聯合書院作出

卓越貢獻。本院同仁永遠銘感薛教授在聯合書院的貢獻，並

謹向薛教授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編輯委員會
顧問：殷巧兒女士（69/英文）李國忠會長（86/生化）　主席：何萬森先生（57/經濟）　總編輯：馮國培教授（73/化學）　副總編輯：張雙慶教授（70/中文）張玿于女士（83/中文）

執行編輯：李雷寶玲女士    委員：麥錦英女士（74/中文）李笑開女士（81/地理）文振球先生（88/中文）蔡明都先生（88/會計）　秘書：陸敏兒女士

通訊處：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學生輔導處

電話：3943 8654 / 3943 1948    傳真：2603 5412    網址：http://www.ucaa.org.hk    電郵：aa-uc@alumni.cuhk.edu.hk   設計及承印：濛一設計坊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20年9月15日出版。歡迎各校友提供最
新升學、就業、喜訊等動態。稿件請於2020年7月31日或以前傳
真至2603 5412或電郵至：alumni-uc@cuhk.edu.hk。來稿請
以中文撰寫。查詢請致電3943 8654與本院高級書院發展主任
陸敏兒女士聯絡。

《聯合校友》同時上載於書院網頁以供書院校友瀏覽。書院校友 
如不欲收取印刷版本，請電郵至alumni-uc@cuhk.edu.hk。

《聯合校友》網址：http://www.uc.cuhk.edu.hk/alumni-corner/
alumni-newsletter/

下期《聯合校友》截稿日期

聯合校友網上版

學長計劃活動取消通知
為減低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風險，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

統籌委員會決定取消於2020年5月9日（星期六）舉行之2019-
2020林偉雄學年年終經驗分享會。雖然未能舉行大型聚會，

但統籌委員會仍鼓勵學長及學員以不同形式保持緊密聯繫。

聯合書院實習計劃
為了讓聯合書院同學獲

得更多實習工作的機會，

書院與校友會自2011年

夏季起舉辦「聯合書院

實習計劃」，希望同學在

畢業前獲取實用的工作

經驗，透過計劃認清未

來事業的路向。

書院特別鳴謝聯合書院

校友為師弟妹提供珍貴

的實習機會。如各位聯

合書院校友的公司於2020年夏季有興趣為聯合學生提供實習

空缺，請致電3943 8654，或電郵lukamy@cuhk.edu.hk 與
本院學生輔導處陸敏兒女士聯絡。

衷心感謝各位校友對書院的支持和協助﹗

預告
2020年聯合書院校友日
畢業二十五年及畢業三十五年或以上
校友院慶千人宴
適逢聯合書院慶祝六十四周

年院慶，書院將於2020年10
月24日（星期六）下午3時舉

行2020年校友日，屆時將以

電郵及附於《聯合校友》第

73期之報名單張，邀請全體

書院校友及家人參加，活動

詳情稍後公布。

而畢業二十五年及畢業三十 
五年或以上校友院慶千人宴

將於同日晚上6時30分舉行，

本年 特 別 邀 請 畢 業二十五 
周年的聯合校友（即1995年畢業校友）及畢業三十五周年或

以上（即1985年或以前畢業校友）參加，與同屆校友聚舊。另

由於去年聚餐活動取消，我們希望重新邀請1984年及1994年

畢業校友參加是次活動。

書院將於2020年8月底寄發邀請咭予1995年、1994年、1985
年及1984年或以前畢業的校友，敬請踴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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