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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造理想的校園 
　　　　—訪朱競翔教授

建築系朱競翔教授擔任聯合書院校園計劃委員會工作

多年，說起來，還是委員會前任主席胡佩玲教授把他拉

到聯合來的。朱教授自我介紹說：「我是04年加入中大，

之前在南京的東南大學和南京大學當老師，同時間還做

了約十年的建築師。現在已經退休了的胡佩玲教授跟我

說，你是建築師，校園那有很多發展機會，你還年輕，還

是一起做點事吧。」

校園計劃委員會在2006年完成了一個比較大的維修，

把整個聯合校園做了一個大的景觀方面的改造。朱教授

說：「把汽車趕出去，然後把校園的地面物料全部換了。

做的還是比較成功的，大家都覺得校園更漂亮。」在書

塑造未來，
       你我他

院慶祝六十周年院慶時出版的《春風一甲子—聯合書

院的非形式教育》一書中，朱教授提出了理想的校園有

三項準則：場所感、綠化、適合步行空間（第27頁）。事

實上，改造後的校園不但更漂亮，也維繫了同學和校友

對書院的歸屬感。不但如此，朱教授指出：「還有一個對

外的事情，那就是說，讓大家認識到聯合書院為甚麼比

較寶貴，比較重要，比較特別。聯合是中大最早的三間

書院之一，他的早期規劃很好，到目前為止，在所有歷史

悠久的書院裏面是維持空間架構最好的一間。」

活化思源廣場

陳震夏宿舍連向斜坡的一塊就是思源廣場，現在是荒廢

的樣子，朱教授和他的團隊過去兩年一直研究怎樣活化

這個地方，提出把它改造為一個多功能學習中心。

朱教授評說：「這塊地方在山谷裏面，從地理的角度來

講做廣場是可以的，但是香港夏天是雨季，很多蚊蟲，

然後植物長得非常瘋狂，要是不修不剪一下子就蔓生滿

了。這樣你把這個廣場蓋了但是沒有人用，它是朝北的，

冬天的時候陽光很難進去，夏天有很多蚊蟲，可說全年

都不能用。旁邊還有像舞台，有一些交流的空間，但因

為基本的主體不能用，所以那些也是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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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思源廣場的設計構思圖。

聯合亭的設計圖。

聯合亭現況。

朱教授和他所帶領的團隊擅長用輕、省、快的方式處理

項目，應用在思源廣場的改造上，他說：「比如說我們去

蓋一個超級輕的東西，然後把這個空間蓋起來。就像咱

們一般在天台上蓋玻璃屋。這個想法很自然就產生了，

然後我們找到一些不錯的例子作為說明。其中兩個重要

的例子，一個是一位建築師在熱那亞海邊的工作室，那

就在山坡上，像梯田一樣，他就拿一個大玻璃頂蓋住，

朝向地中海，很漂亮。然後就是哈佛的建築師，他的建

築是個大斜屋頂，工廠一樣的，裏面全部是梯田，證明國

際的大學他們也有過這樣的想法。還有一些周邊工作，

可以把小舞台改造一下，旁邊的樓梯可能藝術化。因為

有蓋，可以用空調，適合香港的環境。」

至於它要怎麼用，朱教授認為需要綜合大家的意見。當

然他有個人的想法：「我覺得最理想是它有點像我們的

夜讀室。校園總體上是為學生嘛，你想像一下晚上都黑

乎乎的時候，還有一個地方是亮的，學生在裏面自修，這

個是最感人的。」現在很多人利用陳震夏宿舍的電梯穿

過去聯合書院，思源廣場活化後，如果下山，可以沿台階

走到思源廣場，繼續往下走，減低電梯的用量，向下的路

徑感覺也很好。「這個空間很大，你們白天坐在裏面可

以看上面的樹，晚上的時候它在山谷裏面是個發光的東

西，感覺會很好。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展覽活動。但是

我們做設計的時候是相對通用的，主要是要把這個上蓋

蓋起來，然後裏面加牆、加傢俱都比較容易。」

重新建造聯合亭

伯利衡宿舍和湯若望宿舍附近的聯合亭，承蒙已故社

工系榮休教授黃李碧恥女士的捐獻建成，廿多年下來，

漸漸破舊，雖然也作過修補，不過兩年前不敵颱風的吹

襲，構成對使用者有危險，封閉多時。

朱教授說：「聯合亭之前也有點破，都要修了。因為是木

頭的，木頭是天然材料，所以隔一段時間就要做更換，可

以是局部的也可以很複雜。聯合亭是我們07年做校園改

造的時候的一個重點，景觀都是圍繞它去做的。兩年前

颱風破壞了這個聯合亭，委員會開會說能不能把它修一

下。不過它已經落成很久，修理的話安全性比較難保證，

所以最後的目標是要往一個更永久的亭子方向去做。在

香港木質材料不是說不可以用，但是要用非常好的硬木

材如樺木、柚木之類，價格很貴，天氣又濕又熱，所以

蟲子很容易去吃掉木頭。就像我們以前在這裏有很多枕

木的長凳，是修鐵路時用過，我們二次運用拿上來做凳

子，這個東西後來破爛了，都埋到土裏面回歸自然。」

「所以現在呢，書院這邊就拿出一點點小錢，然後請本地

的建築師和工程師事務所作重建。那麼因為這個項目太

小，事務所都是有點勉為其難的。我們就讓自己的博士

生翟玉琨來幫忙，多做一些工作，我們在設計上面會花

比較多的心思。香港最昂貴的是現場的人工，我們就不

能讓現場工作的時候太長，所以我們這次就會用預制的

方法來作，就是在工廠做好然後到香港拼建，在現場兩

星期內可以搞定。目前要控制預算在五十萬之內，是很

少的錢，但是我們覺得那就是也有意義。為甚麼？因為

現在經濟狀況不好，把錢放出來做點東西，會好一點，

讓大家都有工作嘛。比如說大家現在周末去行山，山上

怎麼蓋個亭子隨便一個一百萬，現在我們那個亭子只需

五十萬，如果成功，可以為政府帶來參考作用，這樣本地

也有一個產業更新的機會。」

「我們現在計劃表面用鋁板，然後呢下面的結構還是鋼

板，鋼板可以做鍍膜。我們大概出了有六種不一樣的設

計，年輕人做開心嘛。這個裏面有一個變化，古典的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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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八個柱子或六個柱子，頂上就是圓形的。現在把八

角做了一個變形，把八個柱子做成四個在地的，頂上轉

圈的時候是不一樣，不像以前給你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一

樣的。我們是把古典的東西做一個現代的改造。」

筆者想起現在也有雨傘不是均勻分佈的，擋風更好。朱教

授回應：「對，這個跟風力確實有關，因為我們那個地方有

個風口，不同朝向承受風力會不同，這是科學的因素。」

朱教授還提及前些時候校園計劃委員會還談了屋頂太

陽能板，聯合處於最高的位置，樓房屋頂可以安裝太陽

能板。安裝太陽能板不但能生電，還產生保護作用，減

低屋頂的維修費用。朱教授指出，太陽能電池裝備價格

透明，但是比較有差別的就是本地工程，所以正研究更

好的做法，省減工程費用。

與朱教授一席話，很能感受到他對專業的熱情和對書院

的愛護，希望在這些熱誠貢獻的團隊旁邊，眾校友也能

並肩前行，作出你的回饋。

會學習到怎樣與人相處，這也是一項教育目標。重點是

他們願意面對和互相溝通。同學未必懂得做社會研究，

我會跟他們說明怎樣思考，用甚麼方法。研究結果不須

轟天動地，整個過程才最重要。」

劉博士參與最長的是膳堂管理委員會，她認為這是很重

要的工作。聯合飯堂多年前曾經被評為全校最難食，劉

博士認為合適的營運商其實不易找，曾有營運商把教職

員飯堂辦得很好，但學生飯堂辦得不好，「書院結果都

不要他，因為重點是服務學生。聯合書院以學生為先，

愛惜同學，我在書院二十年來都認同這一點。」有關的

價值觀，在獎學金方面就很明顯。劉博士也參與獎學金

的評選，她說：「獎學金真多！足見書院努力去為學生尋

找資源。我最欣賞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那些同學家庭

沒有甚麼社會資本，能進入大學實在是一項成就，值得

鼓勵。最近有新捐款人設立以抗逆力來評選獎學金，我

們評選了一些有特殊需要而仍然表現不錯的同學，覺得

他們做得很好。我們很努力去想甚麼學生值得珍惜和獎

勵。我們不單獎勵成績，而是獎勵不同情況仍然奮鬥，

不是菁英主義，而是著重多元，這是書院的價值觀，我

很喜歡。」

留意同學的身心健康

作為社工系老師，劉博士與同學接觸緊密。談到她答應

擔任副輔導長，劉博士認真訴說：「與學生談天是我最

慣常會做的事。年多兩年前我開始感受到學生很無助很

無力。根據發展心理學的研究，青少年滿懷理想，對世界

有憧憬，很想世界按理想來實現。而現在的處境，很多

事做不到，那種無力感很強。我總是鼓勵同學讀好書，

裝備好自己，將來貢獻自己。而我自己也要努力去做，因

為如果連老師都放手，學生會更無力。這兩年我是很努

力的，能傾談就傾談，能鼓勵就鼓勵。疫情和緩的時候

我去看電影“Frozen II”，看到當Anna只餘孤單一人時

這樣說，“When you see no future, do the next right 

thing”，我把這話貼在報告板上，希望網上上課時學生

會看到。我就是這樣在很小很小的地方去鼓勵他們。」

懷著我可以為同學做些甚麼的意念，她接受新的委任。

新的構想目前還在與輔導長和學生輔導處人員一起思

考及籌劃，劉博士說初步希望有一些項目給同學，以 

“Wellness”為主題，透過一些活動為同學減壓，同時聆

聽他們。「我們會找宿舍的樓導師幫忙，他們是前線接

觸同學的人。也會與舍監聯繫，因為六個舍堂已包括了

全部聯合同學。」劉博士說：「我們不是要從上而下推一

批活動給同學，更是希望從他們的意見中看到他們有甚

麼想做的建設性的行動，我們就來支援他們。」愛護聯

合的校友和同學，請給你們的支持和參與！

為求學生身心的發展 
　　　　—訪劉玉琼博士

回應書院院長誠摯的邀請，社工系劉玉琼博士從2021年 

5月中旬起開始擔任聯合書院副輔導長，對於這個新任

務，一方面是固所願也，同時她也坦言「真的很忐忑」。

自從2001年劉博士來到聯合書院，一直就是聯合大家庭

的一份子，她笑說：「半生人都在這裏。」她是中大校友，目

前教授家庭輔導。她說：「我對中大的感情很深。對學生

則似對師弟師妹，我社工系出身，任教社工系，所以學生

真的是師弟師妹，那種愛惜是自然出來的，很難形容。」

在參與中體會聯合精神

二十年來劉博士在聯合書院有很多參與，有幾項特別值

得提及，首先是通識。「我幫忙教書院通識，通識不易

教。老實說，不少學生不喜歡通識，尤其畢業專題討論，

他們要與不同的同學合作，如果自己組不成隊伍，要拼

湊而成，或感不易協調。這時如果老師帶領得好，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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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籌募委員會以建立關心書院

發展的氛圍為目標，透過各種新渠道連繫校友及各界持

份者，並鼓勵更多人參與各項重點籌款項目，包括：

「聯合亭」修復計劃 
書院於早年承蒙已故社工系榮休教授黃李碧恥女士的

慷慨捐獻，在校園開展以聯合書院「自由開放」之傳統

精神為基礎的美化計劃。自然式涼亭便是其中一個造

園建築，與造園植物互相揉合，達至美化校園景觀之目

的。可惜涼亭多年來面對風吹雨打，破爛的情況逐漸出

現。尤其2018年被颱風「山竹」毀壞部份結構，維修已

經不能解決問題，甚至對使用者造成危險，因此書院正

籌備重新設計及建造涼亭。

學生心理健康及職涯規劃活動及工作坊

大學生活中，同學有各種情感上的追尋，也有迷惑、失

落的時候，加上社會的處境，同學容易受抑鬱、焦慮等情

緒困擾，其中以學習和就業焦慮尤為突出。書院站在最

前線接觸學生，需以「預防性」及「發展性」的導向服務

學生，近期便與校外機構合作，舉辦一系列心理健康活

動，包括派發歌詞貼紙、手沖咖啡體驗，以接觸及支援

更多學生。又於考試前舉辦不同的藝術工作坊，讓同學

發揮藝術創意，製作獨一無二的禮物。另外，書院與中

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辦「職涯GPS計劃」，透過與全

球職涯發展師（GCDF）進行一對一面談，幫助同學更深

入了解自己的特質、能力和對人生的追求，探討工作世界

的多面向和不同工作的職能，客觀地規劃人生和探索未

來的職涯路向。

聯合書院獎助學金

入學獎學金
聯招及非聯招入學獎學金—書院正修訂「聯招及非聯

招入學獎學金」的各項配套、內容及安排，以吸引更多在

公開考試中成績卓越的學生及優秀的非聯招本地新生

選擇聯合書院作為第一志願。其中於中學文憑試中取得

七科5**的新生除可獲中文大學全額學費資助，更可於

常規修業期間獲得聯合書院另外頒發每年四萬元獎學

金，保證宿位及全額宿費豁免，及優先參加兩項邁進地

球村系列活動並獲得最多三萬元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

金。（註：獎學金、宿位及宿費轄免年期將根據學生所修

讀課程的常規修業期而訂，及學生每年須達到有關學業

成績要求以維持領取獎學金資格，如：醫科學生最多可

獲六年、每年四萬元獎學金。）

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書院設立此獎學金以鼓

勵父母均非大學生的學生入讀聯合書院。因申請學生人

數比獎項多，書院希望鼓勵更多捐款人設立「第一代大

學生入學獎學金」或資助現行的獎學金。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書院一直鼓勵學生到外地交流學習，舉辦不同文化交流

活動，包括海外交換或交流計劃、專題考察計劃、語言

及文化學習團等，又向學生提供獎學金資助，讓同學有

更多機會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及拓闊同學的國際視野。

書院特別希望為疫情後的邁進地球村系列作準備，屆時

為同學提供更多交流機會及獎學金資助，以減輕同學和

家人的經濟壓力，使同學能夠把握這些得來不易的學習

機會。書院鼓勵捐款人設立可永久派發的「邁進地球村

系列獎學金」，最低捐款額為港幣十五萬元，獎學金可按

捐款人意願命名，每年派發一個獎項，獎額港幣五千元。

請即支持六十五周年院慶籌款計劃

歡迎掃描右方二維碼（右一）下載捐款表格，填妥表格後只需依背頁指示

摺上並封好，無需貼上郵票即可以本地平郵寄回書院。您也可掃描二維碼 

（右二）進行網上捐款以支持本計劃項目或其他捐款項目。每一位校友的支

持和參與都十分珍貴，請踴躍支持！

六十五周年院慶

捐款表格

書院網上捐款平台

六十五周年院慶
籌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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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2021至2022張宏毅學年
公開招募學長

聯合書院校友會現公開招募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第二十二屆學長，畢業八年或以上（網上海外學長不在此

限）有意參加的校友請填妥網上表格報名（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2972561）。

學長計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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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穿一件印有Stay Positive的上衣，楊于銘學長在一群

年輕人之中並沒有顯得突兀。難以想像他已經擔任聯合

書院學長九年，今年更慷慨解囊，贊助計劃十萬元，成

為學長計劃2020-2021年度贊助人。雖然他早於2004年

風險管理科學畢業，但他服務聯合書院的熱誠，並沒有

隨時間流逝而減退。

「反傳統」　由失敗說起

別人普遍認為學長都是「已上岸」的成功人士，然而，

楊學長的經歷並非一帆風順，他大學畢業後近半年也

找不到工作，後來加入本地投資銀行不久，卻遇上2008

年金融海嘯，被公司裁員。他形容當時很難過，是一個

失敗的故事。對應現今社會，他認為年輕人特別需要抗

壓能力和正能量，才能面對逆境。因此他希望通過分享

失敗的經歷，令學員明白如何從挫敗中學習，再次站起

來—這正是他參與學長計劃的初心。

代溝良藥—同理心

作為學長多年，與學員年齡差距漸大，楊自言要把自己

的一套放下，以同理心了解年青人的想法。他指，同理心

與同情心不同，後者有「由上而下」的感覺，但前者是設

身處地，代入同學處境，了解其實際需要。他提及，曾向

一位學員歎息，疫症下已經一年多都沒見過同學，豈料

該學員跟他說，「你們只是一年沒有見過，我是從來沒有

見過」。這句話令他反思如何在新常態下，通過各種社

交媒體與學員建立關係。

網上報名表格

實體 見面減少，他嘗

試利用新穎的方式與學員

連繫。今年農曆新年，他以電子利是與歷年的學員打開

話匣子。他指學員很開心，雖然有些已經年多沒有相見，

但一個小舉動足以把關係再次拉近。學長計劃讓他接觸

多了年輕人，只要自己願意與時並進，代溝並不是如此的

大。他認為現時流行文化流轉的很快，如果不接觸新事

物，只會在自己的年代停滯不前。他笑言，這個心態在面

對自己五歲多的兒子時尤為重要，學長計劃讓他學習將

心比己，嘗試融入兒子的世界，縮窄代溝。他指，過了那

麼多年，仍然覺得聯合的同學很可愛。

楊學長認為要「投其所好」，才能與學員建立更好的關

係。例如在迎新午宴後，主動記下學員的學科和喜好等

等，以便日後更容易展開話題。另外，學長也可以帶同學

參觀工作環境，講解工作日常和僱主要求，幫助同學日

後投入社會。他期望同學受過學長計劃的薰陶後，畢業

後用另一個身份參加學長計劃，回饋母校，薪火相傳。

傳承　不外乎GPA
楊于銘學長認為，學長計劃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讓同

學傳承中大人文精神，而非成為讀書機器。他引用段崇

智校長曾經重新定義「GPA」，指的不是學科成績，而是

「Global perspective, Positive mindset, Appreciation of 

culture and differences」，他希望可以以身作則，傳承

中文大學的GPA，讓同學把眼光放遠世界，求同存異，並

以正向思維面對逆境。

與年輕人同行—
         楊于銘學長的「聯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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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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國安先生 1957 經濟 2,000 梁國安通識專題討論優異論文獎

何萬森先生 1957 經濟 2,000 何萬森通識專題討論優異論文獎

周澤雄先生 1961 英文 1,000 1961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周澤雄先生 1961 英文 300 「聯合校友」郵費及出版經費贊助

張訓聰伉儷 1965 社會 78,000 
香港中文大學五十周年校友 
關愛自然徑捐款計劃

張訓聰伉儷 1965 社會 78,0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楊祖恩先生 1969 工管 3,900 楊韓秀瓊紀念學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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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自豪博士 1972 物理 30,000 信佳國際集團獎學金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冼永佳先生 1976 歷史 1,0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梁湖鴻先生 1978 歷史 500 聯合亭修復計劃

鄧國偉先生 1978 生化 500 聯合亭修復計劃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100,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江奕昌先生 1983 地理 500 聯合亭修復計劃

庾志偉先生 1985 政政 5,000 聯合亭修復計劃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1,5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4,000 一般用途捐款

曾錦棠先生 1986 市場 5,000 聯合書院住宿助學金

李國忠先生 1986 生化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何家欣女士 1988 政政 10,0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何家欣女士 1988 政政 10,000 聯合亭修復計劃

顏寶舜先生 1996 計工 500 聯合書院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鄭如婷女士 2002 語文教育 500 天機電算室轉型計劃

黎智雄先生 2006 歷史 100 聯合書院明德新民校友基金

雲上賀新歲，天涯共此時
撰文：陳卓東　林勁松

2021年春節，傳統的拜年活動大受新冠疫情的影響而幾乎停

頓，反而促成第五屆萌芽學者，與當年交流的清華大學學生與

老師在大年初三晚上，舉行了首次雲上團拜活動。

當天參與活動的聯合書院舊生，於1993年夏跟隨黃鉅鴻教

授，到訪北京清華大學交流，得到清華大學師生的熱情接待。

而清華團隊也在1994年回訪聯合書院。雙方同學由此結緣。

畢業後仍不時聯絡，而這次雲上團拜則是最人齊的一次。

這次活動由林勁松和吳剛兩位籌辦，並邀得當年襄助萌芽學

者接待活動的翟普博士（已故許曉暉校友之丈夫）參與。當晚

的參與者有：

聯合書院 清華大學

• 資深書院導師黃鉅鴻教授（中大政
治與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 王鳴峰（94/工管）（羅德學人，資深
大律師，香港大律師公會仲裁及國
際法委員會主席）

• 陳卓東（94/工管）（香港演藝學院
策略規劃及機構研究主管）

• 陳潔（95/社會）（前特區政府貿易
主任）

• 林勁松（95/電子計算）（滙豐銀行
亞太區風險管理部副總裁）

• 繆立新教授（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
究生院教授，深圳市物流工程與仿
真重點實驗室主任、物流與交通學
部主任、現代物流研究所所長）

• 方元（達泰資本主管合夥人）

• 吳剛（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
院主任，北京清大卓築文化總經理）

• 呂曉杰（清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 陳志強（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教授，
清華同方威視董事長）

• 程曉輝（清華土木工程系教授）

說起近況，王鳴峰大狀分享了他推動清華法律學院學術發展

的工作；而清華的程曉輝分享了他與中大建築系的無止橋合

作項目，以及參與港珠澳大橋地震抗力的研究。他的前沿研

究也將在天宮太空站上進行實驗。大家也談了不少話題，如低

碳建築、扶貧、子女教育、中國文化的傳承的問題。兩小時的

聚會過去，大家仍意猶未盡，約定了以後定期再聚。

慶幸即使面對世紀疫情令人少了見面，多年的友情仍然溫暖。

特別鳴謝陳潔校友提供珍貴相片，供刊登之用。

截至2021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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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金額
（港幣）

捐款項目

蔡志鴻先生 2008 計科 500 聯合亭修復計劃

何漢東先生 2011 地理與資管 500 一般用途捐款

陳潤發先生 2011 計量金融 1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馬悅君博士 2014 心理 1,000 
學生心理健康及職涯規劃 
活動及工作坊

盧家榮先生 2015 工管 2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梁珏霆先生 2016 計量財務 200 聯合亭修復計劃

黃家慧女士 2016 環境科學 300 義工服務

劉鎮淇先生 2019 地理與資管 5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何玥頤女士 2019 經濟 1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聯合書院校友會
有限公司

- - 1,000 
聯合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 
學業優異獎

不記名捐贈 1985 - 1,500 
學生心理健康及職涯規劃 
活動及工作坊

不記名捐贈 1987 - 2,0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不記名捐贈 1994 - 500 聯合書院明德新民校友基金

不記名捐贈 1994 - 500 聯合書院明德新民校友基金

不記名捐贈 1997 - 1,000 聯合書院明德新民校友基金

不記名捐贈 2006 - 200 聯合亭修復計劃

不記名捐贈 2007 - 500 
學生心理健康及職涯規劃 
活動及工作坊

不記名捐贈 2008 - 500 
學生心理健康及職涯規劃 
活動及工作坊

不記名捐贈 2008 - 100 一般用途捐款

不記名捐贈 2011 - 5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不記名捐贈 2011 - 100 聯合亭修復計劃

不記名捐贈 2018 - 1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總額 $45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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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寶林（81/化學）（圖1）

本院校友龐寶林先生從事基金管理逾三十年，洞悉投資趨勢，

實戰經驗豐富。龐校友最近推出新作《新經濟制霸戰》，引領

各位讀者一起進入不同的科技範疇，包括科技金融、區塊鏈、

雲服務、大數據分析、網絡安全、人工智能、晶片生產、生化科

技、電動車及無人駕駛等，透視各戰線佈陣和策略。

林嘉嘉（84/歷史）（圖2）

本院校友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林嘉嘉博士憑優秀教學表現獲

香港中文大學頒發校長模範教學獎2019。

林偉雄（87/市場）（圖3）

本院校友林偉雄先生再次獲委任為香港貿易發展局鐘表業諮

詢委員會主席，任期兩年，由2021年4月1日起生效。

莊耀洸（91/政政）（圖4）

本院校友莊耀洸先生於2021年3月獲義務工作發展局頒發 
「第五屆紫荊領袖義工獎」。「紫荊領袖義工獎」則旨在表揚

運用專業才能服務社群的專業人士及高級行政人員，莊校友

已第三度獲獎。莊校友參與義務工作近四十年，致力提供公

眾法律教育及義務法律支援，包括到不同機構講解如何制訂

防止性騷擾政策、舉辦講座提高大眾對兒童和弱勢社群權益

的關注等。他也積極推動反歧視法例的發展，包括提倡擴大 
《性別歧視條例》涵蓋範圍至義工等無僱傭關係的角色，保障

義工免受性騷擾的威脅，該條例修訂於去年正式生效。

鄧亮生（91/內外全科醫學）（圖5；最右）

由本院成員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梁廣錫教授（右二）及化學

病理學系鄧亮生教授成立的科學園初創公司—細胞圖譜有

限公司以「直接B細胞檢測在個人化疫苗接種的應用」奪得日

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是國際間其中一個享負盛名，以及最具代

表性的發明展之一。今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於2021年3月10日

至14日舉行，網上展出來自二十個國家及地區約六百項發明，

再進行評審程序。

細胞圖譜有限公司也聘請聯合書院的學生擔任實習生，非常

感謝各位教授及校友為聯合同學帶來更多機會。

蘇詠儀（92/內外全科醫學）（圖6）

本院校友蘇詠儀醫生獲醫管局委任為白普理寧養中心、沙田

慈氏護養院及沙田醫院行政總監，將於今年4月1日履新。現

職新界東醫院聯網服務總監（質素及安全）及威爾斯親王醫

院副醫院行政總監的蘇校友，在新界東醫院聯網不同的風險

緩解及質素改善項目、管理及統籌威爾斯親王醫院臨床服務、

規劃及發展威爾斯親王醫院第二期重建項目等不同範疇均貢

獻良多。

陸貞元（05/政政）（圖7）

本院校友陸貞元博士與Peter Preston教授於2021年1月出版

了英文著作Singapore After Lee Kuan Yew。本書分析後李

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政策方面所面

對的挑戰和應對策略，以及探討政府如何發展智能城市和抗

擊新冠肺炎的表現。

訃告 
香港中文大學前秘書長楊乃舜先生於2021年2月14日往生

淨土，享壽八十七歲。楊先生1963年加入聯合書院任校務

長，1970年調任中大副校務主任，1971年升為主任（現稱

教務長），並於1973年出任大學秘書長。楊乃舜先生對中

大及聯合貢獻良多，本院同仁深表哀悼。

去年9月《聯合校友》報導了本院校友張訓聰先生（60/社

會）於2020年7月6日去世的消息。張校友生前雖然身在美

國，但心繫聯合，經常捐款支持書院發展，也身體力行支

持海外校友回歸團。張訓聰校友的太太Ms Susan Jong
於2021年5月3日離世，離世前仍不忘捐款予聯合書院，張

校友伉儷對聯合書院的由衷支持，實在令人感動。本院同

仁深表哀悼。

聯合書院校友會顧問李松柏校友(69/地理)於2021年5月

7日辭世，本院同仁深表哀悼。李校友於1981年至1986年

擔任聯合書院院務主任，並於1992年至1996年擔任聯合

書院校友會理事會副主席及於2010年至2018年擔任副會

長，其後出任顧問，一直關心及服務校友會。本院同仁永

遠銘感李校友對書院及校友會的貢獻，並謹向李校友家屬

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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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
慶祝活動啟動儀式
踏入2021年1月，聯合書院正式展

開六十五周年慶祝活動，為了隆

重其事，書院舉辦了一個簡單而

隆重的啟動儀式，由書院校董會

主席殷巧兒女士及

院長余濟美教授帶領我們彈指之間走過書院的

六十四年，見證書院的發展和點滴。隨著殷女士

及余院長讀出「承先敢創．聯合啟航」的口號，

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慶祝活動即將展開！敬請

熱切期待！

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 
2020至2021楊于銘學年
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於2021年2月27日舉辦

了岑才生學長計劃2020-2021：楊于銘學年網上迎新典禮，逾

80人於線上聚首，見證儀式。院長余濟美教授（右二）頒發紀

念品予本年度學長計劃贊助人楊于銘先生（左二），李國忠先

生（左一）與劉行榕教授（右一）陪同，以感謝楊校友的贊助及

對學長計劃的支持。

岑才生學長計劃年終經驗分享會於2021年5月15日（星期六）

下午以「疫情下的學長計劃」為主題，舉行線上分享。學長和

學員彼此暢談在過去一年參與學長計劃的經驗和感受，並對

來年的學長計劃提出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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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校董連任
書院校董會宣佈下列三位校董獲選連任：張宏毅先生、張煊

昌博士及王鳴峰博士。以上各校董之任期均為三年。

張宏毅先生（79/會計） 由2021年2月1日起生效

張煊昌博士（58/經濟） 由2021年3月20日起生效

王鳴峰博士（94/工管） 由2021年2月1日起生效

書院新任校董
書院校董會宣佈通過接納蔡關頴琴

女士（銅紫荊星章，榮譽勳章，太平紳

士，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為校

董會新成員，任期由2021年3月20日至

2023年3月19日。

蔡關頴琴女士現任新華集團顧問及法

律總監、律師事務所的顧問律師及上市公司非獨立董事，於香

港、英國、新加坡及澳洲（維多利亞省）取得律師資格，並獲中

國委任為中國委托公証人。她同時獲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為香

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及香港城市大學顧問委員會成員。

聯合書院成立六十五周年— 
中文話劇劇本創作比賽

為慶祝聯合書院成立六十五

周年，書院誠邀您們參加中文

話劇劇本創作比賽。比賽詳情

請參閱以下資料，有興趣的聯

合人可於2021年10月31日前，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並上載參

賽劇本至 https://cloud.itsc.
cuhk.edu.hk/webform/view.
php?id=12784814。如有查

詢，請與書院輔導處陳嘉穎女士或陳明俊先生聯絡，電話

39431560。

歡迎掃瞄二維碼

以瀏覽啟動儀式

短片

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活動預告
適逢聯合書院慶祝六十五周年院慶，書院舉辦一系列的學術、

學生、校友、文化及藝術、健康及體育活動，讓聯合學生、校友

及教職員一同參與。詳情可瀏覽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專頁：

https://www.uc.cuhk.edu.hk/65th-anniversary。

現先預告以下三項活動，誠邀書院校友預留時間參與。活動詳

情將於9月號的《聯合校友》公佈，敬請踴躍支持。

六十五周年院慶

校友日
聯合校園 2021年10月30日

六十五周年院慶

晚宴

九龍香格

里拉酒店
2021年12月19日

校友宿舍生活

重溫營
聯合校園

2022年7月

（確實日子待定）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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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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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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