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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字 饒宗頤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聯合書院 校史001
《聯合校友》不知不覺已經出版了十八年，相比起聯合書
院六十四年歷史，年資尚算淺。今期《聯合校友》首次由
小編帶領大家走入時光隧道，介紹一些有趣的聯合書院
校史，重溫校史001。

問題 1：聯合書院建校於1956年，中大成立於1963年，
為甚麼聯合書院比中大更早成立？
要了解聯合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成立的過程，必定要追

根據由本院書院資深導師吳仁德教授及吳倫霓霞教授

溯至書院前身的五所私立院校：廣僑書院、光夏書院、

編撰的《聯合書院金禧紀念圖片史》中記載：在這物質

華僑書院、文化書院、平正會計專科學校。

缺乏的環境下，五所書院與其他私立院校都默默地耕

五成員書院資料及校長
廣僑書院
• 源於1927年成立的廣州大學
• 校長是陳炳權博士
光夏書院
• 源於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光夏學院
• 校長是王裕凱博士
華僑書院
• 源於1938年在香港成立的華僑工商學院，以及
1948年在廣州成立的華僑大學

耘，為當時中文中學畢業生提供了升學的機會，培養了
不少中文科教師。同時，各所書院多設有商科或其他專
業課程，這些課程大部份為香港大學所缺的。事實上，
當時的私立院校培養了不少在香港踏上工業起步初期
所需的人才，如會計、銀行、新聞及保險等界別的專業人
士。雖然他們的專業資格大都未獲承認，但仍致力服務
社會。
五十年代下半，香港人口不斷增加，紡織、製造等勞力密
集工業雖在發展，但家庭式小型工業仍然普遍，大眾生
活艱苦，居住環境擠迫惡劣。校舍不足容納急增的適齡

• 校長是王淑陶教授

學生，大學學位亦遠不達所需。多年來在港設立的私立

文化書院

院校，前後約有三十所，但因不獲政府支持，大都開辦

• 源於1942年在粵北砰石成立後遷廣州的文化大學

短期便被迫關閉或他遷，只有部份獲在港外國教育機構

• 校長是吳康博士。港校校長是朱夢曇教授

援助，才得以掙扎求存。

平正會計專科學校
• 1940年在香港設立

1956年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兼亞洲協會董事柯

• 校長是黃文袞博士

克教授訪港，會見哥大校友及本地多所私立院校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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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1952年政府決定不會在香港設立第二所大學時，蔣
法賢校長已開始計劃如何打破這封閉的殖民教育政策。
參與促成聯合書院成立及任職校長後，他更感受到私
立院校所受到的種種不公平限制。事實上，各私立院校
經過差不多十年的奮鬥，所獲成就及對社會的貢獻，是
不容否認的。同時，政府承認的香港大學已經無法實現
較早的擴展計劃，不能提供當時社會所需的大學學位。
1957年，蔣法賢帶領聯合、崇基、新亞三院組織成立
攝於堅道147號。

《聯合新聞》報導有
關書院前身的五所
私立院校合併為聯
合書院的消息。

「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並任主席，向政府爭取資助
及頒發學位資格。
經兩年多與香港教育司署、英國殖民部及英國大學校際

得知院校困難情況，建議把各院校的力量集合起來。經

委員會多方面的商討與談判，香港政府終於在1959年6

與各院校校長商議，最後廣僑、光夏、華僑、文化、平正

月正式宣佈撥款資助聯合、崇基、新亞三院的發展，準

五院同意合併，組成「香港聯合書院」，以致力提高學

備成立一所以中文為主的新大學。

術水平及改善課程為共同目標，並以宏揚學術自由、促
進中西文化交流及服務香港為己任。書院獲亞洲協會及
孟氏基金會等學術機構提供部份資助，校本部設於堅道
147號，於同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式開課。
聯合書院成立之初，由於上課時段不同分設三院，第一
院是校本部日間課程，第二院是夜間課程，借用新亞書
院在九龍農圃道的新校舍，第三院是校本部的夜間課
程。學生可分別在第一、二、三院選課。當時全日制學生
只得73名，另有五百多名學生，主要分別在第二及第三

1959年6月2日，蔣法賢校長、教育司高詩雅及政府
新聞處處長穆磊在新聞發報會上，宣布計劃在港設
立一所中文大學。

院上課。教學設備非常簡陋，發展極為困難，主要支持

1962年5月，聯合書院獲政府借出般咸道校址，開始擁

大都來自新成立的書院董事會，成員包括各原來院校校

有獨立校舍，自此書院在行政、教學、圖書館藏書、學生

長和院校代表，以及多名華人社會賢達。受香港中外人

活動等方面，都有一個較理想的環境。課程、學生素質

士敬重的華人領袖蔣法賢醫生被選為董事會主席兼首任

不斷提高，聯合已逐漸有一番大學書院的氣象。同年7

校長。書院擁有不少名師如陳湛銓、馮康侯、鄭水心、任

月，馮秉芬議員就任書院董事長。1963年1月，鄭棟材接

泰等，但他們薪金微薄，大部份以兼職鐘點計算。

替凌道揚就任校長，同年「富爾敦報告書」確認書院的
學術程度已達大學水平。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
學」正式成立，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新亞書院為三所
創校成員書院。

問題 2：根據書院歷任院長及任期，
哪位院長任期最長？
答案就是鄭棟材校長。無論時間長短，九位校長/院長均為書院帶來非常重大的貢獻，
令書院發展一日千里，建樹良多，令書院茁壯成長，為香港社會培養不少人才。

蔣法賢校長

鄭棟材校長
任期：1960–1963

任期：1957–1959

任期：1977–1980

任期：1963–1977

凌道揚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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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機院長

任期：1980–1988

薛壽生院長

問題3：馬料水是否聯合書院的
第一個校址?
不是。1956至1972年期間，聯合書院所用的政府樓宇包括：
1956年6月–1961年9月

堅道147號

1961年6月–1961年9月

普慶坊

1962年5月–1971年2月

般咸道9A前羅富國師範學院

1964年

東邊街47號政府樓宇 *

1964年

高街精神病院球場（與精神病患者分時共用）*

1964年9月–1972年4月

堅巷前病理檢驗所 *

1966年

堅巷衞生署屬下的政府樓宇 *

1969年1月–1971年2月

高街精神病院醫生宿舍 *

普慶坊校舍。

此外，亦於般咸道校舍斜對面租用住宅樓宇一層，設保

高街校舍。

健處供師生使用。
若望男女學生宿舍、曾肇添樓、鄭棟材樓、胡忠圖書館
根據黃紹曾校董在《聯合邁進》第七期中撰文記載：

和張祝珊師生康樂大樓，總實用面積超過十三萬平方

「1960年初，政府決意在沙田馬料水興建香港中文大

呎，設備齊全。1971年12月學生宿舍首先啟用。書院其

學。在海拔四佰四拾呎的山坡上，撥地興建聯合書院校

他各部門（堅巷理學院除外）於1972年1月3日起開始分

舍。至1971年底，聯合書院新校舍之五座建築物全部落

批遷往沙田新校舍。那時大學科學館仍未建成，所以，理

成，集中在山頂上的二十七英畝土地上，包括現在的湯

學院仍暫留在堅巷，於1972年4月才遷入沙田。」
* 此校舍是附屬於般咸道校本部。

沙田校舍初期照片。

1971年12月，湯若望宿舍剛建成時攝。

黃鈞堯院長
任期：1988–1998

余濟美院長
任期：2002–2012

任期：1998–2002

李卓予院長

任期：2012–現在

馮國培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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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聯合書院那個舊校址是孫
中山先生在港入讀過的拔萃書室
的原來地址？
答案就是聯合書院於1962年5月至1971年12月曾借用位
於上環半山般咸道9A的前羅富國師範學院。
1883年，孫中山先生曾就讀於東邊街的拔萃書室，是拔
萃男書院的前身。書室位置就是前羅富國師範學院同
址。這所校舍現為般咸道官立小學。

般咸道校舍。

當年，般咸道校舍內禮堂命名為「張祝珊堂」。大大小小

由於不少校友在這座校舍留下最珍貴、最快樂、最青春

的活動，如舞會、話劇、跆拳道……都在「張祝珊堂」內

的記憶，書院多次舉辦舊校重遊活動，廣受六、七十年

舉行。

代校友的熱烈支持。

問題 5：哪個聯合書院於堅巷的舊校舍今日已成為博物館？
聯合書院於1964年9月至1972年4月曾借用位於上環半
山堅巷的前病理檢驗所為校舍，理科生集中在堅巷校舍
上堂。堅巷前病理檢驗所現為「香港醫學博物館」。

2009年11月21日，聯合書院舉辦舊校尋根之旅，與聯合校友同
遊堅巷舊校舍— 香港醫學博物館。
堅巷校舍內化學實驗室一景。
相片由梁伯堂校友（67/化學）
提供。
堅巷校舍。

問題 6：聯合書院開創先河，一共創建了多少個新學系？
在學 科發 展中，聯 合書 院特別 開設 未受 其他香 港高

根據由本院書院資深導師吳仁德教授及吳倫霓霞教授

等學府重 視的學系，可謂開創先河，例如：社會工作

編撰的《聯合書院金禧紀念圖片史》中記載：「在推動

學系（1964）、德國語文系（1968）、政治及行政學系

學界及社會人士對香港歷史的認識方面，聯合書院處於

（1970）、電子系（1970）、生物化學系（1971）及電子計

領先地位。1970年，書院決定推動全面研究香港歷史。

算系（1973）等。商社學院分為工商管理學院及社會科

1972年，基金會資助書院胡忠圖書館成立「香港資料

學院，使有關學系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些學科都是當

庫」，特別搜集民間所藏的資料。1971-76年間，基金會

時香港社會所殷切需求的。

先後資助書院同仁進行多項有關香港歷史問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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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往沙田前書院同仁於般咸道校園合照。
遷往沙田前理學院同仁於堅巷校舍合照。

及資料搜集工作。1975年，書院歷史系首設香港史。這

1963年，聯合書院只有三個學院，九個學系，副講師以

些發展，一方面配合大學的社會研究中心進行對當代香

上的教員只有27人。1972年遷入沙田時，教員已增至71

港種種社會問題的研究，同時亦增加學生及社會人士對

人。1976年大學改制前，書院已有四學院及十八學系，教

香港過去的認識，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不但有助擴闊

員人數達102人，當時聯合書院在資歷及學術地位上也

學科領域，對減輕社會矛盾也不無幫助。」

有顯著的提高。

通過以上歷史圖片及文字介紹，小編希望與各位校友重溫一段聯合書院的早期發展史，
借古識今，希望各位聯合校友繼續弘揚「明德新民」的校訓精神，令聯合書院再創高峰！

近期校友捐款鳴謝
截至2020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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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校友姓名

畢業年份 學系

梁國安先生
何萬森先生
殷巧兒女士
姜趙玉蓮博士
馮國培教授
陸炯鉀先生
陸炯鉀先生
黃玉蓮女士
陳浩賢先生
扈國強先生
吳宇光先生
吳宇光先生
彭張華醫生
李國忠先生
陳淑貞女士
無名氏
聯合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

1957
1957
1969
1972
1973
1977
1977
1978
1981
1985
1985
1985
1986
1986
1990
1997
-

經濟
經濟
英文
中文
化學
經濟
經濟
社會
會計
財務
物理
物理
醫學
生化
中文
-

捐款金額
（港幣）

$2,000
$2,000
$3,000
$10,000
$600
$10,000
$3,000
$300
$10,000
$20,000
$3,000
$1,500
$10,000
$3,000
$2,000
$500
$1,000
總額 $81,900

明德新民校友
學業優異獎
捐款進度報告（截至2020年7月31日）

捐款項目
梁國安通識專題討論優異論文獎
何萬森通識專題討論優異論文獎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姜趙玉蓮博士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陸炯鉀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陸烱鉀書院服務優異獎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陳浩賢會計師事務所獎學金
扈朱建萍女士紀念獎學金
一般用途捐款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彭張華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一般用途捐款
聯合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學業優異獎

踴躍捐獻《聯合校友》印刷費及郵費贊助
不經不覺《聯合校友》已經出版至第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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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項目

金額 總計 港幣

捐款項目

金額 總計 港幣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33,600
$12,000
$1,000
$60,200
$60,500
$0
$0
$0
$1,180
$6,500
$24,000
$79,920
$50,900
$55,500
$39,760
$96,400
$78,800
$55,880
$21,600
$87,700
$52,000
$79,300
$25,780
$65,300
$83,000
$26,500
$99,390
$75,100
$111,980
$47,700
$59,800
$13,100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總額

$6,800
$15,123
$4,100
$1,200
$15,300
$14,500
$4,800
$1,200
$2,300
$10,800
$1,000
$12,400
$10,400
$1,000
$500
$11,800
$4,800
$6,800
$11,300
$9,300
$800
$0
$0
$800
$0
$0
$307
$0
$0
$0
$0
$1,65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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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光輝聯合人

（圖1）
梁伯華（72/歷史）

梁伯華教授最近榮休，獲美國西東大學終身榮譽教授榮銜，
並獲美國新澤西州州政府頒授褒揚狀。
（圖2）
屈國良（77/電子）

屈國良校友從2014年接任「中小企國際聯盟」會長，屈校友認
為社會給年輕人很多創業機會。他們需要尋找立足點，他期
盼能聯合起來發揮集體力量。2015年，屈校友爭取了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會計及人力資源」和「銷售及市務」兩個
範疇應用雲端運算的推廣。雲端運算提供全世界軟硬件共用
的資源，為青年企業家節省人力物力。2016年，他舉辦「香港
中小企創新大獎」，前港大校長徐立之教授來擔任頒獎嘉賓。
2017及2018年，屈校友走進大灣區，與深圳福田區政府合作
「港深中小企創新大獎」
，以「大灣區內同步走，一帶一路向前
行」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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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張宏毅（79/會計）

本院校董兼校友張宏毅先生獲香港中文大學委任為法律學院
諮詢委員會委員，由2020年7月起生效。
（圖4）
鍾國威（90/物理）
鍾國威校友從事金融行業二十多年，現為全職財經網誌作者
（「股壇老兵鍾記長勝之道」http://bennychungwai.blogspot.
com），除了讓一眾散戶了解價值投資的理念外，還教他們資
產配置、如何選擇優質股及正確地評估公司的內在價值，並
透過港股實例加以說明。鍾校友最近出版第五本財經書，名為
《資產配置 逆向思維》。
（圖5）
張婉雯（94/中文）
張婉雯校友新作《你在— 校園貓的故事》為《我跟流浪貓學
到的十六堂課》之修訂版。在悲喜交集中，張校友以抒情的文
字，追憶與校園貓相處的經歷，微觀貓的世界，並反思人與動
物的關係。
（圖6）
方健儀（99/新傳）
方健儀校友最近出版新書，名為《破天方— 踩在斜槓線上》。
書名包含三層意思：「斜槓」（Slashie）是她過去六年的職業
生涯寫照，電視/電台/社交平台主持/司儀/培訓導師/專欄作
者/業餘歌手……這個斜槓族人是怎樣生存過來的？「斜槓」
職涯某程度上似「踩鋼線」，由零開始，一步一驚心，疫情期
間更是挑戰。但她深信「有危便有機」，她是如何一步一步織
出自家職涯網絡？最後，「破天方」是她的每周專欄，及四年前
第一本書的名字，也象徵著自己走出舒適區後各樣破天荒的
嘗試。
由於本港正經歷非常時期，肺炎疫情令經濟大幅下滑，情況
有如亞洲金融風暴，對年輕人的衝擊不能忽視。未來的香港
就是今天的青年，方校友希望出一分力協助他們打好根基，
因此決定將自己的版稅收益（書本定價為98元，網上訂購折
實價$78.4，她會每本捐出10元版稅），全部捐予聖雅各福
群會「青年生涯規劃服務」，特別協助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尋
找職業路向。方校友深信追夢不分貧富，關鍵在於你是否踏
出第一步。請各位聯合人支持方校友的善舉；https://www.
verypopularstore.com/products/踩在斜槓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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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宇校友於今年年初出任網上人壽保險公司Blue之Chief
Distribution Officer，負責業務拓展、市場策略、及產品創
新。Blue網上人壽保險公司最近於「彭博商業周刊金融機構
大獎2020」榮膺多項殊榮，希望以產品創新及客戶體驗以塑
造保險未來的願景。
（圖10）
歐錦豪（01/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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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錦豪校友專心發展魔術師表演事業，最近他新開辦香港首
間以魔術及手工啤酒為主題的酒吧— HANDS。
（圖11）
馮國林 (06/政政）
馮國林校友於2018年底離職領事館工作，舉家移民至加拿大
沙省。考慮到人口老化和醫護需求殷切，故他放棄十多年職
場經驗，於去年重返校園就讀醫護助理文憑證書課程，希望能
投身醫護工作。鑑於年初爆發新型冠狀肺炎，他得以學以致
用，為護理中心的老人提供護理服務。另外，他也樂於分享其
申請技術移民的經驗，為有意移居加拿大的同路人提供資訊。
（圖12；中）
周安麗（09/工管）

12

周安麗校友獲邀擔任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導師認證培訓
課程」的客席講師。此課程由經驗豐富的培訓專家以一系列的
多元方式，幫助來自各行各業的學員獲得全面的知識和技能，
從而增強他們成為專業培訓師的技能。
周校友同時獲委任為人才資源管理社榮譽秘書（隸屬香港管
理專業協會）。人才資源管理社致力成為領先的專業協會，在
香港和地區倡導卓越的人力資本管理。
有興趣了解人才資源管理社的校友，歡迎瀏覽：https://www.
hkma.org.hk/hcm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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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及
紀碧珊（01/社工）
（圖8）
陳卓欣（07/食品及營養科學）
為協助畢業班同學在職涯規劃及求職面試有更好的準備，聯
合書院推出職場新鮮人工作坊。工作坊以Zoom網上平台進
行，由不同專長的聯合書院校友主講，為同學提供適時有效的
就業建議，增強同學的自信。
兩位主講嘉賓紀碧珊校友及陳卓欣校友於2020年5月底為聯
合同學主講合共三節工作坊，教授同學面試及撰寫履歷表的
技巧，同學獲益良多。
紀碧珊校友致力從事人事發展、人才培訓及管理工作。她為多
個企業引入實習生及見習行政人員職位計劃，她享受培訓年
青人，提升他們成為專業人才，並同時從年青人身上得到啟發
及正能量。她樂於成為企業領袖和年青人的橋樑，協助年青人
面對未來挑戰。她任職於國際品牌公司。
另一位主講嘉賓陳卓欣校友任職國際獵 頭公司多年，現從事
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就業發展工作。她對商業機構的業務
需要及招募人才計劃具深入了解，同時對招募人才及就業輔導
具豐富的經驗。

（圖13）
戴文玲（09/工管）
戴文玲校友（Elaine）畢業後一直管理多個高級零售品牌，故
有豐富的產品研究及銷售經驗。閒時她喜歡研習花藝，積累
了專業花藝知識，並於2015年成立澳門花藝品牌One Flower
Macau兼澳門首位保鮮花制作導師。她多次參與本地以及香
港花藝展覽，並持續與團隊設計了多款標誌性文化創意產品，
並與澳門文化創意綜合服務中心合作，擔任澳門文化局2020
「線上創意手作教學」花藝導師。現時加入初創新貴團隊Lify
Wellness，負責港澳區零售顧客體驗。
（圖14）
杜韋瑤（13/新傳）
杜韋 瑤 校 友（W h i t n e y）於2 0 17年創 立 補習 社 H i l l s t a r
Education，今年與Dustykid合作出版首本英文書，親身撰寫
投身教育工作中遇上的十一個勵志學生故事，書中同時收錄
超過一百則人生語錄，配上Dustykid塵的暖心插圖，輕鬆閱
覽人生大哲學。
杜校友希望通過出版此書，讓年輕人覺得不被理解或感到挫
敗的時候，發現那些跟他們同樣走過低谷的人，受到啟發找到
自己的人生智慧，原來困境中的自己並不孤單。
塵網上書展網址：store.dustykid.net

訃告
本院校友張訓聰先生（60/社會）於2020年7月6日去世。
張校友雖然身在美國，但心繫聯合。張校友捐款支持書
院發展，也身體力行支持海外校友回歸團。本院同仁深
表哀悼，並向張校友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7

光輝聯合人

（圖9；最右）
李廣宇（01/電子工程）

聯合記事簿

「漂Suit」—求職面試套裝轉贈活動
今年疫情嚴峻，對香港整體經濟造成重大打擊，同學在尋找
實習及工作時，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為了支援同學，書院於
2020年5月底舉辦了一個名為「漂Suit」—求職面試套裝轉
贈活動。收集的男、女套裝分別由社會熱心人士及書院教職員
慷慨捐出，當中不少為全新套裝及狀態良好的二手上班衣物，
讓本院同學選取，分享滿滿的愛和祝福。
我們希望同學除了選到心頭好的上班衣物外，更感受到書院
為大家送上滿滿的支持和鼓勵，面對迎來的挑戰。

聯合書院歡送午宴
書院教職員聯誼會於2020年6月29日中午假香港沙田凱悅酒
店舉行歡送午宴，餞別榮休之聯合書院同事，名單如下（以英
文姓氏排序）：
•
•
•
•
•
•
•
•
•

生物醫學學院馮國培教授
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Tony Gin教授
政治與行政學系關信基教授
生命科學學院關海山教授
社會工作學系林靜雯教授
聯合書院院務室李雷寶玲女士
課程與教學學系鄧麗暚教授
政治與行政學系黃鉅鴻教授
生命科學學院王保強教授

其中不少聯合人在不同崗位服務書院逾三十年，是不折不扣
的光輝聯合人。席間，院長余濟美教授及教職員聯誼會主席張
志強教授致送紀念品予各位榮休的同事，感謝他們多年來對
大學及書院的服務。書院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也以教職員
聯誼會榮譽會員身份出席餞別宴，歡送榮休同事。

請支持聯合書院的網頁及社交媒體
為了更快收到聯合書院的最新訊息及活動，請各位校友多支持
聯合書院的網頁及社交媒體，請大家讚好/追蹤/訂閱聯合書院
的臉書、Instagram及YouTube，多多支持!
unitedcollege

www.uc.cuhk.edu.hk

unitedcollege

uccuhk

下期《聯合校友》截稿日期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20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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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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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corner/alumni-newsletter/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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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嚴峻，大型聚餐屬高風險活動，為顧
及全體校友健康著想，書院和校友會決定取消本年度「畢業
二十五年及畢業三十五年或以上校友院慶千人宴」。
至於2020年聯合書院校友日方面，書院和校友會將會密切注
意疫情發展，如疫情稍為緩和，書院將安排小型工作坊，並作
出適當安排。書院將以電郵通知全體校友有關校友日活動詳
情和報名安排，也同時在書院網頁及社交媒體上宣傳活動。希
望香港疫情盡快得到緩和，各位校友保重身體，努力抗疫，常
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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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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