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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嘉賓：

2008-2009年度明德獎得主 
馮濤聲校友 

（09/生化；左）

2009-2010年度新民獎得主 
伍棨廷校友 

（10/英國語文研究與英國語文教育；右）

2013-2014年度新民獎得主 
莫曉彤校友 

（14/護理；中）

撰文：

文蘭芳（75/中文）

聯合書院的校訓是「明德新民」，因此聯合書院基金會設立的兩個獎學金，就命名為 

「明德獎」和「新民獎」。明德獎和新民獎只供應屆畢業生申請，須有院系老師提名推

薦，總體考慮同學在學期間的學業、品格、服務和活動的表現均屬優異，給予獎勵，可

以說是很高的榮譽。

這一期《聯合校友》邀請了幾位最早期獲頒明德獎或新民獎的校友接受訪問，談談得

獎對他們的意義，也與大家分享他們在學時的生活和畢業後的發展。馮濤聲校友（下

稱Martin）是第一位明德獎得主，伍棨廷校友（下稱Nettie）是第一位新民獎得主，而

莫曉彤校友（下稱Helen）也是新民獎得主。另一方面，由於時間限制不能參與訪問的

楊雅雯校友（2010-2011年度新民獎得主，11/法律）以及張可楣校友（2011-2012年度

新民獎得主，12/法律）則抽空為我們寫下她們的分享，十分感謝。

榮譽與表彰

三位校友異口同聲覺得獲獎是很大的榮譽。Martin說：「最光榮是次年院慶，在台上會

讀出一篇關於得獎人的讚辭，由推薦老師撰寫的，並由院長及校董會主席一同頒獎。」

Martin起初在宿舍旁邊的海報陣上看到明德新民獎的宣傳，上網了解詳細要求後，第

二天去找系內曾淑瑩教授諮詢。明德獎除了要求申請人成績優異外，也要求有參與書

院的課外活動。Martin說：「我四年來沒有上過莊，只是有參與幫忙開放日的工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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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學生助手；當時書院出版《聯合文采》，我也有寫稿。

不算是積極參與社會性或大學的活動。所以沒有很大

的信心。」曾教授鼓勵他嘗試爭取，「收到面試的通知已

經很開心，後來得知獲獎就更加開心，我覺得全是曾教

授在背後推了一把。畢竟是第一屆，沒有師兄師姐可請

教。」Martin認真說明：「知道自己得獎，覺得書院是對

自己本科四年的努力的肯定。」

Martin顯然是專心讀書，學業為重那一類，相對而言，

旁邊兩位師妹則是非常活躍、積極主動的另一類型。

Helen說：「我是很喜歡參加課外活動的。我期望大學生

活是多姿多采，是可以接觸不同事物的過程。我本科是

護理，清楚知道將來事業的導向，知道將來接觸到的網

絡、人物等會比較單一，所以很珍惜大學這個機會可以多

方參與。小至院慶大至交流我都想把握機會。……我參

加很多活動，成績也能維持，所以來到最後一年，想試

試有沒有機會，就報名新民獎。」得獎了，「是一個很大

的榮譽。」

Nettie說自己報名新民獎是因為學系認識的鄧麗暚教

授推薦，叫她試試。「因為看見我『百足咁多爪』，甚麼

都試。商業的比賽、領袖計劃、演講比賽……甚麼都去

試，有甚麼覺得有趣的，與本科無關的都去參與。這是

性格吧。」雖然得鄧教授推薦，Nettie仍會疑惑自己行

不行。「從來參加甚麼沒有人肯定過我。得獎後，我不像

Martin那樣有很多反思，那一刻是很開心的，因為是一

種表彰。那是一個很大的獎，那一刻覺得這麼大的一份

禮物，自己是否真的有資格。」

明明德——彰顯本有的光明本性

得獎的意義，對Martin來說，首先是書院肯定自己四年

來的不斷努力，其次是一種鼓勵，令他面對挫折時勇於

抉擇。「畢業後我在中大讀研究生，讀了一年，覺得項目

不是自己最喜歡的，於是退了學，當時是有點打擊和徬

徨。但我想，我是光輝聯合人呢，沒可能就此放棄研究，

最後我沒有放棄，去了新加坡完成博士學位。」Martin

研究冠狀病毒，過去幾年與博士研究的導師一起到廣州

開設實驗室，做研究發表論文。最近才完成合約回港。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Martin進

一步思考明德獎的意義，「要求成績優異，但稱之為明

德獎，德是道德，人的才能道德，道德更為重要。我從事

科學，科學有其道德要求，不可以做假。另一方面，我也

開始帶研究生，道德有私德方面，作為老師，我不可打擊

學生。明德獎對我有多重意義：肯定、鞭策、提醒。」

聯合的美好時光

Nettie和Helen既是新民獎的得主，可想而知在學期間

有繽紛多彩的課外活動和各種參與。Helen就參加了好

幾次交流活動，她自言早有願望大學四年可以去盡不同

洲份包括美國、歐洲、澳洲。她說：「我第一年參加聯合

的法國交流團，學法文，還認識了一位朋友成了好朋友。

大二那年想逃避FYP，書院有一個交流團到澳洲參與環

保課題研究，上課及寫論說文就可豁免FYP，於是去了

澳洲。」Helen真誠感謝：「書院實在是很強的後盾，因

為書院給予很多支援，很多資助，很多交流機會。我的

本科是要實習的，所以時間上十分緊迫，我努力安排時

間表，希望可以參加交流，實習時間是我的限制，有時候

需要作出調動才能成行，很幸運得到了批准。」

Nettie因為參與很多活動，家住港島東區也連續四年

可以入住宿舍，在陳宿一住四年。她說：「我的住宿很

繽紛。聯合書院的規定第一年不可以自選宿友，我那一

年的宿友是一位北京長大的哈爾濱女孩，起初我擔心

會有很多文化差異，結果我和她成了好朋友。四年內我

共有三位宿友，嘗試了三名不同女生的生活習慣，十分 

有趣。」

Martin說他的宿生生活比別人多，他雖是本地學生，但

那段時間家人住在廣東，他不但四年住宿，週末別人回

家他也留在宿舍。前三年住在湯宿，第四年住恒生樓。

Martin說：「印象最深刻是湯宿的小禮堂，星期日有彌

撒，我不是信徒，最初覺得一大早就唱歌，給吵醒了，但

也覺得好奇，看見他們一家大小和樂融融，彌撒完了就

帶小孩子到外面湯草玩耍，畫面很祥和。湯宿禮堂有

很多活動，『月食』也在那裏，考試時通宵達旦溫習，

photo day也在那裏，真是充滿回憶。」

2008年暑期，Martin前往美國

Caltech University交流。
2014年，Martin（右）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修讀博士時與學生合照。

Nettie（右三）與系同學及老師拍攝畢

業照，鄧麗暚教授（左二）推薦Nettie
嘗試申請新民獎。2



Helen沒有住過宿舍，聯合四年最難忘的是『人』。她

說：「以活動而言，大O Camp最為重要，起初選擇入讀

中大就是因為書院制，書院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所

有人都有一個身份，所以O Camp一定要參加。」當時認

識的新朋友，至今保持聯繫。Helen說：「大家來自不同

學系，多元帶來協同效應。也有年長我們幾年以至剛畢

業的前輩，他們有不同人生經歷，大家互動交流，『光輝

聯合人』的性格特質都很明顯。」此外，Helen也難忘院

慶，跨月份的連串活動如聯合起跑、大笪地、準備禮物

送給書院，還有千人宴的氣勢，歷屆校友都會回來……

聯合是我家。

Martin說：「如果說到家庭感，大學四年我很感受到聯

合是我家。我的感受可能比別人更強。一方面自己家人

當時不在香港，另一方面當時院長是馮國培教授，他也

是我們生化系的系主任，生化系有很多聯合人，李卓予

院長、馬臨校長、蔡棉教授，數不過來。在學院書院朝夕

相見，真是一個家庭。」

Nettie說她最難忘這裏的環境：「宏觀當時中大，各書

院之間只有聯合才有這麼多平地。尤其晚上十點十一

點以後，去湯草坐著大家聊天，當然也難忘這裏又濕又

冷﹗環境令人難忘，也正是當初選擇聯合書院的原因。」

說來也許令你詫異，Nettie認為「我又喜歡這裏交通

方便，下山這是第二個站，上山是新亞前一個站。入學當

時考慮過很多因數，我本科是教育，一般人會選山下崇

基，但我喜歡聯合的環境，宿舍之間相近，晚上到飯堂

吃飯大家很容易踫面，朝夕相見，感覺很親密。」

活盡每一天

Nettie自言在學時興趣廣泛，參與活動多與本科無關，

於是畢業後，「我貫徹我的性格，不做本科的工作﹗」她

畢業後加入政府，做了兩年行政主任八年政務主任，去

年加入非政府機構香港房屋協會，負責政策研究和業務

創新的工作。Nettie說：「我本科是教育，但除了實習和

為人補習，我沒有教過書。但我這些年來工作，一直很

感激那四年的訓練。我覺得讀教

育訓練了我們怎樣去溝通，怎樣把

一些很複雜的東西用簡單易明的方

法講出來，這在我的工作上很有幫

助。例如在政府工作時，曾與屋宇署

合作，那是一個很專業化的部門，他

們常用『外星語』，我就把它們變成人

話使公眾明白。……有些老師覺得我沒

有從事教育很可惜，我卻是沒有後悔，

因為做老師不管幾多歲都可以做，長做長

有，我也不急。」

如果問Nettie她有甚麼贈言給師弟師妹，她說自己有一

句座右銘：Live like there’s no tomorrow，「初步聽來

好像很悲觀，但我常常對我指導的人說，有機會，為甚麼

不嘗試？這是我在大學時對生活的看法，我們不知明天

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更是有這個體會，比如以前一

個週末可以去旅行，現在旅行成了遙不可及的事。有些

事今天可以做就做，不要等到明天。每一天都活到盡，

去睡覺時我告訴自己今天無悔。」

挑戰即是歷練

對獲得明德獎的Martin來說，學業優異的他在學期間

沒有很大挑戰，到研究院和後來做科研才面對挑戰。他

說：「做研究和讀書考試真的很不同，讀書只要認真溫

習就有好成績，但出來後做研究，寫一篇論文自己很有

信心，覺得數據也都符合，投稿出去人家不一定喜歡，

打回頭要修改，來來回回地，有時很傷自尊心。此外，讀

書時有家庭有書院的關懷，有支援，但工作時要自己找

資金資助，自己覺得寫得很好的文章，評審員則有各種

各樣的意見。也是一個學習過程，每次失敗都是成功之

母。」挑戰轉化為歷練，畢竟Martin有他的自信，「我做

的研究是有意義的，反而是表達方式要改善，要說服對

方願意給予資助。所以以前在書院要學習社會科學，學

會說服別人，而不只是專注自己的實驗和研究。」

這些年來Martin都在做冠狀病毒的基本研究，今年完

成合約回港，暫時未有崗位。他說經過這次新冠肺炎疫

情，感受到醫學方面的冠狀病毒研究真是直接影響病

人，因此也在考慮嘗試應用方面的研究方向。

Martin說在最後一次書院聚會時，當時的學生輔導長王

香生教授送給他們十六個字，說原是周恩來總理的話，

他很認真抄錄下來，現在轉送師弟師妹。原文是：「待人

以誠，立言以信，服人以理，不卑不亢。」Martin說：「遇

到困難時我會重看這十六個字，特別是『不卑不亢』，勉

勵我們遇到挫折不要放棄，而有甚麼成功，也不要得意

洋洋。」

Nettie與她5個月大的

女兒在聯合校園合照。

Helen（左下）大學二年級時

籌辦迎新營時攝。

Helen 大學二年級時參與

百全堂活動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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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挑戰是時間不夠用

Helen畢業後從事護理工作，她服務於深切治療部，慣

見生離死別，她形容是沈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環境

下，很多病患都到了他們那裏，包括醫院的醫生。Helen

說：「我的本科課程設計得很好，從一年級就加入實習。

我從小對醫院不會抗拒，會參加很多義務工作，與人接

觸，所以我對這個行業很有興趣。我也喜歡和人聊天，

到了深切治療部就有點限制，不過那是我比較喜歡的部

門。從學業到工作，我算是順利過渡。」

問及有甚麼挑戰，Helen秒答：「時間不夠用﹗」不管讀書

做事，時間都不夠用，最希望有多啦A夢的隨意門。上面

已提及她在學時要爭取多姿多采博聞廣見的大學生活，

當然是用盡每一刻。而目前時間的不夠用，聽她道來： 

「獲得新民獎對我是很大的鼓勵，大學最後一年我還獲

得尤德學者獎學金，這個獎學金的得獎者有一個協會，

我畢業後加入做了兩年委員，主要是社會服務活動，到

現在我不是委員，而是以學員身份，跟隨一些師兄師姐

學習。新民獎對我的意義是要延續下去。我現在還同時

用部分時間攻讀博士學位，時間真的不夠用。」

Helen說：「我印象深刻的是大組長曾經說過的四個字： 

『搏盡無悔』，我記憶至今，很認同其中理念，趁年輕，

善用時間，各樣事情都嘗試，不要怕，試了再說，因為

可能有新的體驗，或認識新技能，或認識不同的人。」

Helen說送贈這四字給師弟師妹，「希望他們多才多藝。

他們比我們學習得更快，創意力很高，所以比我們可塑

性更高。」

幾位明德獎和新民獎的得主，分享了他們對書院的感

情，對生活的態度，以及對現在同學的祝福，我們也祝

願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圖為於尼泊爾地震災

後重建服務計劃完結

時收到當地小朋友送

上的心意卡。

2011-2012年度新民獎得主感言
張可楣（12/法律）

轉眼間已畢業有一段時間，還記得在中大和聯合書院讀書時

的快樂時光。我很慶幸能夠曾經入住伯利衡宿舍和恒生樓，期

間認識了不同年級和學系的同學，也初嚐到離開家人獨立生

活的苦與樂。有了住宿地點的便利，最難忘當然是與莊員和同

學享受校園生活至深夜吧！

獲頒新民獎不但讓我得到書院和師長的肯定，也時刻提醒著

我勿忘服務社會的初心。畢業後我加入了政府的貿易主任職

系，從國際性貿易組織的工作至本地中小企的支援等不同範

疇也有涉獵。在讀書時期籌辦校內和校外活動的經驗讓我在

應付相關工作時更得心應手。我在工餘時間也曾籌辦不同類

型的社會服務，如在柬埔寨興建學校、尼泊爾的地震災後重

建、義務教授瑜伽工作坊等等。

在學期間我曾在北京清華大學和荷蘭烏特勒支大學作暑期交

流，最難忘的是與當地師生交流，更讓我體察到放眼世界和多

角度思維的重要性。我正在德國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

工作，不論在工作或是個人層面都有另一番體會。希望仍然在

學的同學除了吸取學術知識，也要多參與和籌辦不同的活動，

累積經驗和拓闊自己的視野，對個人成長和日後工作有很大

的幫助呢！

2010-2011年度新民獎得主感言
楊雅雯校友（11/法律）

新民獎對我別具意義，令我銘記飲水思源，凡事做到盡善盡

美，助人為快樂之本，幫到人，自己也感恩和開心。

還記得讀書時，聯合書院一直給我家的感覺，非常親切。當

時，法律學院Professor Anne Carver在我學院及書院生活

上給予支持，讓我可輕鬆學習。而且書院設備完善，我很喜歡

到圖書館溫書學習。回想起也令我很懷念書院生活呢！當年，

我曾住在恒生樓，也很喜歡宿舍生活。那時，男生女生打成一

片，一起看球賽，非常熱鬧。還記得我和室友一同弄情人節的

食物，很難得、難忘。

畢業後，我成為了律師，希望能夠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每一

件事。期間也參加了香港律師會多個活動，推廣法律知識給市

民，服務社群。最大的挑戰，當然是

要面對如何在工作和休閒中取得平

衡。我相信這問題也是所有人均要

面對，讓我們一起努力學習吧！

我認為態度決定高度，人生不會

有很多機會能讓你在一個良好

環境中學習，希望在校的師弟

師妹好好時間管理，挑戰自己，

嘗試新事物，將來所有經驗都

會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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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校友捐款鳴謝
由2021年8月1日截至2021年10月31日，本院收到以下校友的慷慨捐款，支持書院各項發展項目，謹此致以衷心謝意！

捐款校友姓名 畢業年份 學系 捐款金額
（港幣）

捐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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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0 
(US$5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劉少瓊女士 1972 中文 $3,000 潘克廉老師紀念獎學金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500 潘克廉老師紀念獎學金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倫佩芳女士 1977 社工 $20,0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屈國良先生 1977 電子 $1,000 潘克廉老師紀念獎學金

何天正先生 1978 會計 $100,000 何張瑞芳紀念獎學金

洪家樂先生 1978 歷史 $2,000 潘克廉老師紀念獎學金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2,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捐款校友姓名 畢業年份 學系 捐款金額
（港幣）

捐款項目

黃熾森教授 1983 企管 $500,000 黃耀江紀念獎學金

黃熾森教授 1983 企管 $500,000 李群英紀念獎學金

高志輝先生 1984 工管 $500 「聯合校友」郵費及出版經費贊助

陳永良先生 1985 政政 $2,000 潘克廉老師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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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國忠先生 1986 生化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陳志森先生 1999 專業會計 $2,500 陳志森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魏濤教授 1999 化學 $1,5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胡家庚先生 2013 經濟 $1,000 聯合亭修復計劃

劉穎琪小姐 2014 工管 $5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不記名捐贈 2011 - $5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總額 $1,152,290.00

鍾潔霞（70/經濟）（圖1）

鍾校友從事人力資源管理三十餘年，八十年代起業餘學習繪

畫。退休後，鍾校友專注繪畫不同體裁的現代水墨畫，用的仍

是中國畫的紙、筆、墨、顏料及繪畫技巧，試結合中國畫的線

條及西洋畫的構圖與明亮的色彩，求具象與抽象兼備。今年9
月，恭喜鍾校友從近三十年來的畫作中，挑選八十餘幅，並出

版《鍾潔霞繪畫冊》，可喜可賀。

葉素琪（09/新傳）（圖2）

任職中國香港愛德曼公關總監葉素琪校友獲選亞太Women 
to Watch 2021。2012年，她加入愛德曼公關香港公司，兩年

內兩次晉升，成為公司最年輕的高級經理。她在培育人才方面

不遺餘力，推動了愛德曼lean-in活動，她還是香港PRHK公關

行業協會董事會成員，擔任教育與輔導主席，幫助年輕人結識

行業專家，培養下一代公關人才。

陳君洋（10/工管）（圖3）

由陳君洋校友創立的非牟利機構良師香港（Teach For Hong 
Kong）最近慶祝成立五周年，特別出版著作《五年一夢為香

港而教》，紀錄了十三個為基層學生努力項目老師之動人故

事。陳校友展望將來良師香港將繼續為香港培訓未來領袖。

余美慧（15/分子生物技術學）（圖4；左二）

余美慧校友以作品《UC65 - UC Memories》贏得聯合書院

六十五周年貼圖創作比賽季軍，獎品由聯合書院校董兼校友

王維基先生贊助HKTV Mall四百元禮券，由校董會

主席殷巧兒校董（右二）頒發予余校友，由余濟美

院長（最左）及六十五周年院慶傳訊工作小組主席

馮國培教授（最右）陪同。

譚曉彤（17/新傳）（圖5）

任職有線新聞的譚曉彤校友於第十屆中大新聞獎奪得最佳視

像新聞獎優異獎，得獎作品為「方圓一米都罩住你？實測「抗

疫神器」除菌咭」。

翁鈺婷（18/法律）（圖6；左二）

翁鈺婷校友以作品《United, We Can! UC最強

六十五載！》贏得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貼圖創作比

賽冠軍，獎品由聯合書院校董兼校友王維基先生贊

助HKTV Mall一千元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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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校友日
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校友日於2021年10月30日（星期六）於聯合書院校園舉行。書院希望通過校友日，讓校友及家人一同回

到母校慶祝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並了解母校最新發展情況，加強校友與母校的聯繫。當日逾一百一十位校友及家人一同參

與校友日，院長余濟美教授及校友會理事會主席李劍雄先生於歡迎會上致辭，隨後同時安排了下列四個節目，讓全體校友共度一

個開心歡愉的下午。

第九十屆大會（頒授學士學位典禮）聯合書院畢業典禮
第九十屆大會（頒授學士學位典禮）聯合書院畢業典禮於2021年11月4日下午四時在大學林蔭大道順利舉行。六百多位2020-
2021年度畢業生及他們一千五百多位家長及親友出席了典禮。數十位書院嘉賓參與典禮行列及在嘉賓席支持和祝賀畢業生。同

場也進行了植樹儀式及拍攝大合照。

節目一： 健康講座（以實體及網上形式舉行）

 講題：都市健康神偷

 講者：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黃至生教授（00/內外全科醫學）

校董會主席殷巧兒校董（圖1；左二）致送紀念品予黃至

生教授（圖1；右二），由院長余濟美教授（圖1；最左）及

校友會理事會主席李劍雄校友（圖1；最右）陪同。

節目二： 和諧粉彩工作坊（圖2）

節目三： 花花舒壓工作坊—療癒小物浮游瓶親子班

本院校友One Flower Macau創辦人及創作總監戴

文玲校友（09/工管）（圖3）為校友及小朋友主持工

作坊。

節目四：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齊心防癌計劃攤位遊戲—健

康食物金字塔（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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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才生學長計劃：2021-2022張宏毅學年
岑才生學長計劃：2021-2022張宏毅學年於2021年10月展開。這項計劃是由聯合書院與書院校友會合辦，旨在提供機會讓校友

學長與在校同學互相交流和分享人生經驗。為使各參加者清楚了解此計劃的詳情，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於2021年9月17日及10月

7日，分別舉行學長及學員簡介會。本屆迎新午宴亦於2021年11月20日假九龍旺角帝京酒店舉行。當日出席的嘉賓、校友和同學

一百七十人，包括書院校董會主席兼校友會榮譽會長殷巧兒女士（69/英文）、院長余濟美教授以及書院輔導長兼學長計劃統籌

委員會召集人劉行榕教授。李國忠會長（86/生化）於席間特別感謝本年度贊助人張宏毅先生（79/會計）及學長們對書院學長計

劃的鼎力支持。

主禮嘉賓醫院管理局

新界西聯網總監鄧耀

鏗醫生（91/內外全科

醫學）致辭。

殷巧兒主席（最右）及余濟美教授（最左）頒發紀念獎座予

年度贊助人張宏毅伉儷。

2021至2022年度參與學長計劃十五年的學長。

殷巧兒主席、余濟美教授、張宏毅伉儷與2021至2022年度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委員合照。

2021至2022年度參與學長計劃二十年的學長。

迎新午宴今年復辦，學長學員終於可以聚首一堂。

校友會會長李國忠先

生（86/生化）致辭。

生物化學課程劉浚銘

同學代表畢業生致謝

辭。

左起：王香生副院長、劉行榕副院長、余濟美院長、陳偉儀副校長、

殷巧兒主席、鄧耀鏗醫生，李國忠會長、李鴻基副院長及書院一七

級社代表張以諾同學主持植樹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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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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編輯：陳文軒先生    委員：黃麥錦英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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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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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校友網上版

書院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左一）及院長余濟美教授（右一）致送

紀念品給香港旅遊發展局總幹事程鼎一先生（中）。

大學校董會主席梁乃鵬博士（左）亦親臨典禮，與書院校董會主席殷

巧兒女士（右）一同為醒獅點睛。

千人宴（10月22日）
由於疫情關係，千人宴沒

有提供飲食，但當天有表

演嘉賓落力演出，氣氛依

然熾熱！

大笪地（10月27日）
當晚各式各樣的攤位出

售包裝食物及飲品、小手

作、飾物及有攤位遊戲等

等，精彩的舞台表演亦一

個接一個，讓參加者樂而

忘返。

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活動紀盛
為慶祝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書院及書院學生會在疫情下攜手籌備了連串的活動與師生及校友共慶。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22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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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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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2021年周年會員大會
書院校友會2021年周年會員大會於2021年12月20（星期一）

下午7時30分假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188號紀利華木球會會

所大樓一樓禮頓房舉行。

校友會會員招募
為鼓勵應屆畢業同學加入聯合書院校友會

的大家庭，凡應屆畢業同學於2022年7月31日前加入聯合書院

校友會，即可享終身會籍半價優惠（即港幣二百五十元正）及

由校友會送出2張8R個人畢業照。機會難逢，入會從速。

詳情請瀏覽聯合書院校友會網頁：http://www.ucaa.org.hk/
或致電本院學生輔導處吳寶珊女士（3943 7582）查詢。

伴你同行— 
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 
紀念品義賣活動
各位校友，您訂了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

院慶紀念品嗎？

聯合書院推出「伴你同行—聯合書院

六十五周年紀念品義賣活動」，為書院的

學生心靈健康項目籌款，以「預防性」及「發

展性」導向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讓同學正視情緒健康。

希望全體校友踴躍支持，讓同學感受到成長路上有人一起

同行的窩心。詳情請瀏覽https://www.uc.cuhk.
edu.hk/65th-anniversary/souvenirs/或掃瞄 
二維碼。 

院慶典禮（10月22日）
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典禮已於大學邵逸夫堂圓滿舉行，

書院邀請了書院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和本院校友香港旅遊

發展局總幹事程鼎一先生（86/英文）擔任當天的主禮人，並

在典禮上致辭。典禮上，新亞書院國術會及聯合書院國術會

作醒獅匯演，祝賀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為典禮增添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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