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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早期成立的學系—
電子系、政政系及生化系慶祝成立五十周年專訪（上集）

2021年至2022年7月31日為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而政治與行政學、電子學、生物化學三個聯合書院早
期成立的學系也正慶祝其五十周年。《聯合校友》很榮幸邀請到三位創系教授，暢談在聯合書院的教學及生

活點滴。

撰文：

吳家怡（05/中文）

政政系黃宏發教授

專訪嘉賓：

成為創系成員的契機

人稱「發叔」的黃宏發教授早於1970年就加入中大政政

系。當年發叔負笈美國取得MPA（公共行政碩士）後返

港，當了兩年俗稱行政官的EO，最後確定自己立心想教

書。當時新加坡南洋大學已發出聘書，只是發叔知道再

等一兩年，香港就會開辦政政系，就婉拒了南洋大學。果

然等到1970年，中大就出了聘任廣告，「我一心想教書，

當時並沒有從政的概念。」發叔就此成為中大政政的創

系成員，開始在聯合教書。

1969年，電子系（現稱電子工程學系）的徐孔達教授

剛於伯明翰大學博士畢業，隨即往英國Leatherhead 

Central Electricity Generating Board的附屬研究所，

當了兩年半的研究員。當時他也有到美國工作的機會，

但時任電子學系系主任，也是後來的中大校長高錕教

授，在半夜12時致電給他，相約在倫敦見面。面談後不久

他就收到中大的聘書，他剛好也想回港工作，就於1972

年加入中大。徐教授笑言：「除了1989至1991年放大假，

其餘時間直至現在我都在中大。」

生化系（現屬生命科學學院）的何國強教授則於1973年

畢業回港，經父親認識何善衡先生再見到生化系的首任

系主任，也是後來的中大校長馬臨教授。可惜當時中大

尚未有職位空缺，何教授就先在港大當了三年講師，再

去了美國。到了美國後卻收到馬臨教授來信說有空缺，

1975年何教授就回來就任了。

電子系徐孔達教授

生化系何國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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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黃宏發教授（前排左五）攝於

政治行政學系畢業班團體照。

2000年聯合書院教職員聯誼會歡送晚宴上，黃宏發教授發言時攝。

時任院長黃鈞堯教授（前排中）及 
夫人（前排最左）、黃宏發教授伉儷 
(前排最右及右二）、關信基 教 授 
(前排左二)、關信基教授太太（後排

中）、黃鉅鴻教授(後排右)及黃偉豪

教授(後排左)攝於聯合書院教職員

聯誼會歡送晚宴上。

創系時期的日子

電子系初創時隸屬理學院，因而形成了工程教員身在理

學院的有趣現象，至1991年高錕教授成立工程學院才搬

離。徐教授憶述：「初創時大家只認識港大不認識我們，

我們要與業界聯繫，也要成立諮詢委員會，幸好高錕教

授及林逸華教授找來了一眾業界的重量級人物及政府

高官加入。」當年資源有限：「設備很落後，我們買不起

儀器，而來往旺角計算機中心的火車一小時才一班！」

徐教授遂向各學院遊說，取得一眾老師支持，最終把計

算機中心遷到馬料水校園，俾便同事教研。徐教授笑

謂：「因中心電腦太慢，一天才能計算一次，電子系後來

便自置了一台小型電腦，但該電腦的total memory只有

32KB，我們寫程式時有很大限制。」

生化系的資源則較寬裕，雖然也沒多少研究經費，但可申

請外面的資金。何教授就從World Health Foundation

獲得數萬元的研究基金，在那個年代也不少了。

政政創系時，在般咸道的校舍地方很小，卻有間「鄭棟

材茶檔」！每天早上10時，時任聯合書院院長鄭棟材教授

歡迎大家去他房間喝茶，發叔早上回校就會先坐下喝杯

檸檬茶，這茶檔連高錕教授也來過！電子系創系時則在

中環半山的堅巷。徐教授謂：「樓梯街要走三百級，我們

懶，每天請工友幫忙就在學系煮食，我會幫忙洗碗。當時

旁邊有間屠房，我們經常見到一顆顆血淋淋的牛頭。」

聯合生活

何教授回想：「我們學系全由聯合開始，大概80年代末才

有老師加入其他書院，所以我們都是效忠聯合的！」黃、

徐兩位教授也點頭回應：「對啊，我們都是聯合人！」遷入

馬料水後，三位教授的教研及生活都在聯合延續，例如 

「鄭棟材茶檔」就搬到了曾肇添樓301室。鄭氏茶檔很有

名，大家有甚麼意見都可到茶檔找鄭院長提出。電子系

同事則習慣去楊震寧室，那裡大約一千呎，也有茶檔，喝

茶要付兩塊錢，但可以見到物理、生化、化學等其他學系

或海外來的訪問教授，是個交流學問的好地方。

何教授補充：「當年在中大吃飯不方便，附近沒甚麼吃的，

有不少人就由鄭院長介紹加入馬會，自此馬會就成了很

多中大人的飯堂。」說到吃，大家都有很多回憶。當時生

化系的李卓予教授會帶同事四處尋吃，李教授還想在聯

合弄個卡拉OK房，現在有思源館也算是願望實現了。發

叔就最常去加連威老道的四川菜館或沙田舊墟的樂園。

徐教授說：「沙田市中心有很多棚屋，有很好吃的乳鴿，

中午就跟高錕、廖約克、林逸華、張樹成等幾位教授一起

午飯，高談闊論，陳之藩教授來了後就更多午餐聚了。」

聯合精神

聯合人這種融合互通的特質，也許與聯合精神有關。發

叔曾擔任聯合書院輔導主任，當時很多人討論中大和新

亞精神，也有人問過：那聯合精神呢？發叔想了想：「我

認為是自由，特別是學術、意見的自由。不一定是做嚴肅

的學問，而是對人生的一般問題，你都能自由地堅持自己

的想法並與人分享，以及承認自己有可能是錯的。萬有

引力也可被相對論推翻，別人教的或我們探討而得的結

論，也可能是錯的。」任何人說任何話我們都可看看有沒

有哪裡不對，政政系就鼓勵學生挑戰信念式的真理，政

政學生也會與港大政治學會舉辦辯論比賽。「崇基有教

會背景，新亞則由內地發展來港，聯合就完全是在香港

成立的書院，植根香港。沒有宗教或傳統文化的約束，反

而可能更符合大學本質，聯合有這樣的條件可達到。」

徐教授也提到聯合經常邀請不同學系、不同研究範疇的

學者答問交流。例如蘇文擢教授談詩詞古文，說人品不

好詩詞也不會好，陳天機教授却舉手說，他覺得有些品

德差的古人詩詞也不錯，我也認同陳教授。徐教授笑言： 

「蘇教授是這方面的權威，中文修養極高，尤以碑文撰作

無人可代，但理學人也可自由表達，挑戰權威！」這也是

聯合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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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國強教授（左三）與1976年生化系畢業同

學合照。

何國強教授（前排右七）與生化系同仁於文怡閣合照。

攝於八十年代生化系畢業班同學旅行，何國強教授

（後排最左）及多位生化系教授與學生同樂。

難忘的師生關係

早年學系學生不多，師生關係親厚。70年代政政系每年

只有十來個畢業生，這些年發叔仍與舊生保持聯絡，也

會一起吃團年飯。早年發叔上課不一定限於課室，也會

一起去飯堂吃飯喝咖啡飲啤酒，只是後來學生多了就不

可能了。

何教授也補充：「以前課外活動經常與學生一起，例如全

系師生一起去燒烤大會，又會在聯合辦晚會、拔河等。我

們在實驗室的時間長，與學生聯繫頻繁，關係緊密。我仍

有與十多年前的學生聯絡，過年過節也會見面吃飯。」

電子系則多有來自英國的教授，與學生沒甚麼距離，加

上現在的青年教授大約三十歲，他們帶的博士生也二十

多，師生年齡差距少，更易打成一片。徐教授回想：「75

年後的早期的畢業生，每年都有和他們有一兩次午飯，

但後來一有四十多人，的就難以建立這樣的關係了。」徐

教授又感慨道：「現在的教授很辛苦，他們有很多表要

填：錢花在哪裡、在實驗室待了多久、教學時數等都要填

表，系內教授也少有一起吃午飯了。」

學生與學系的發展

徐教授形容學系初創時沒錢沒學生沒人認識，是很艱

難的時代，但學生充分把握香港經濟起飛的機遇創業賺

大錢。「那時是很好的創業時期，成功率很高，對比現時

大約5%，那時大概能有30至40%。我們系有兩大創業

期時期：70至80年代以及近七、八年至現在。」1978年，

廖約克、張樹成及李冠南三位教授與他們的學生郭兆坤

等人，創立了液晶體顯示器生產商精電（Varitronix)，並

於1991年在港上市；又如譚偉豪博士創立了權智集團，

製成全球第一部中英文電子辭典「快譯通」；再如王維

基先生，他曾成立專營廉價回撥長途電話業務的香港城

市電訊，還有香港寬頻及他近年致力發展的網購業務

HKTVMall。學院競爭力強勁，電子系人才輩出，徐教授

對中大電子系的前景非常樂觀。

「我們現在很多有能力的年輕教授，每位可能都有數百

萬研究基金，大約入職一兩年都能帶四名博士生，可惜

博士生都是國內人。」徐教授感嘆。中大工程學院已孕育

出兩間本地獨角獸企業，其中商湯科技創始人湯曉鷗教

授及思謀科技創辦人賈佳亞教授，均與內地有聯繫，電

子工程系的王曉剛教授也是商湯科技的重要成員。徐教

授續稱：「現在學生若做人工智能，到深圳發展出路非

常好，我們有位教授，他的學生平均一百五十萬人民幣

年薪，比教授更高。然香港學生若欠缺人脈聯繫，則未

必能在內地發展得如此成功。」

生化系的內地研究生佔比例則大約一半。生化系向來著

重研究，以前做醫學或環境等研究，現在主要分醫學、

環境、食品、遺傳學研究。早於80年代，中大生化系已快

速發展。中大於1981年成立了醫學院，由於醫科生必須

掌握生化知識，生化系便成為了第一個橫跨理學院及醫

學院的學系，大約十二年前才分了家。現在在理學院叫生

命科學學院，醫學院另有生物醫學學院。何教授指現在

生物科技頗為吃香，近年政府更以億計支持相關研究，

畢業生除了繼續升學，也開始向商業化發展，近年科學

園就有數間由生化系畢業生發展起來的初創公司。疫情

同時帶動相關發展，如快速測試就要以生物科技或生化

理論去處理，現在做快速測試試驗的就有生化系學生。 

「以前我們注重研究新陳代謝，現在科學改變到看基因

的反應，很多基因方面的研究也很熱門。」另外，知識產

權是很重要的課題，因為整個生物科技行業都圍繞著知

識產權發展，例如分子生物學的臨床應用專家盧煜明教

授的成功，也在於他能保護其知識產權，以致讓全世界

跟隨發展他的研究。何教授總結這數十年生化研究都

在跟著科學走，發展很平穩。

中大政政歷史悠久，五十年來不斷壯大，教研與時並進，

學系規模與學術名氣與日俱增，歷年培育出無數政界名

人和社會領袖。政政的畢業生在政壇、公營部門、商界

和學術界均有卓越貢獻。「最近政政系成立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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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高教授在中大成立了電子系四年後，離開

中大回到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工作，徐教授（前

排左三）攝於高錕教授（前排右四）歡送晚宴上。

2021年10月，徐教授（前排最

左）、工程學院院長黃定發教授

（前排左二）與電子工程系同事

合照。

徐教授（前排右四）攝於1987-1988年度電子

學系畢業班團體照。

徐教授（中）於2003年退休，於聯合書院教職

員聯誼會歡送晚宴與時任院長的馮國培教授

（右）及徐教授千金徐行悅教授(左)合照。

出了本小書，列有歷年全部畢業生及教職員名單。我們

學系出了很多對政治現象進行研究的人，出了很多教書

的人，也出了不少在各大學大專任教的人，相當多，這是

好現象。」說到這裡，發叔的笑意自然流露。

退而不休

三位教授一生服務中大，貢獻社會，離開職場，卻仍有

所承擔。徐教授退任後仍然從事科研與教學：「我每星

期回電子工程系，主持三位教授的博士生的seminars，

為主要提問者。幫忙培訓人才的同時，也讓我接觸很多

新知識。」徐教授也堅持每日運動，以前每星期健身兩

次，現在無法去健身室，就每天在屋苑走六千步。「我現

在喜歡天文學，又試作舊詩詞，娛己娛人，我同時很關

注新科技發展與國際大勢。最近我邀請到前中大副校

長天文學家楊綱凱教授今年4、5月來學系對談，他最近

在研究polarization of the background microwave of 

the universe，我準備了不少問題想問他，也想將他的

講話錄影給同事看。美國最新的紅外線天文望遠鏡已

送上太空，要半年時間設定，日後會讓我們看到很多宇

宙新的科技的證據，到年終我希望楊教授能給我們一個

宇宙論的講座。」

高錕教授於1988年創立了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何教

授後來大部分時間都投放在此，大力協助香港生物科

技工業發展。2018年起則應邀到中大的研究及知識轉

移服務處（ORKTS）做知識產權及研究管理，現在仍在

為他們提供建議。何教授最近較悠閒：「以前一星期打

兩、三次高爾夫球就很快樂，現在沒法去了。我一直都

在中大，幫助大學發展及處理些行政事務，例如之前火

車站附近的博文苑，我們用了整棟大樓做中大創博館 

（InnoPort）。這裡裝潢特別，可為學生提供工作、報告、

展覽、創業的空間，凝聚力量。那裏還有個咖啡茶座，大

家有空可以去喝喝咖啡！」

發叔退休後便醉心翻譯古典詩詞。他的新書《英韻唐

詩六十首》（60 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Verse）便

精選了過去所譯的百多首詩當中的60首，與大眾分享。

發叔矢志將中文的格律詩譯成英文時保留其中國韻味，

故往往斟酌字句，探尋意韻。他無私分享譯詩心得： 

「若只強調將關鍵字直譯，就易失韻味。譯詩應在不損

原意下變通，不拘泥於將重要字眼用英文包含重音的字 

（words with a stressed syllable）來譯出，則整首詩讀

起來才有可能具有中國詩押韻和平仄的獨特韻味。英文

方面我會視乎英文音節（syllable）的升降來配合中文詩

的平仄規格。若能保留中國詩聲調的韻味又不失原意才

算成功，我的譯本都遵從這原則。」能譯出原意同時兼

顧押韻聲律，實屬不易。

人生座右銘

最後，三位教授與聯合校友分享了他們的座右銘。

發叔的做人宗旨在於「做人做學問都要堅持自己認為對

的，否則根本不能行動，但同時我又要承認，我認為對

的也會是錯的。做學問也是這樣，不能自以為是，否則

難以與人相處溝通，自己也難以進步。」若人人都能如

是，相信執拗也會減少。

徐教授就說他做人很簡單，就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我保持

心境樂觀，平等待人，尊重別人尊重自己，永不惡言相向。」

何教授則秉持順其自然的平常心處事，「Like what you 

experience, enjoy it！凡事都兩面看，平衡自己與他人

的觀點，就能找到應對方法。」他同時回應徐教授說： 

「我也在看如何平衡我們教員的教研及行政工作，讓他

們少填些表，減輕工作負擔。」

三個學系由零開始，發展至今成果豐碩；三位教授教研

並重，作育英才，生活多彩。謹此祝願各位校友生活美

滿，書院與三個學系百尺竿頭，繼續屢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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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校友捐款鳴謝
由2021年11月1日截至2022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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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金額
（港幣）

捐款項目

張煊昌博士 1958 經濟 $120,000 張煊昌博士留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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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管
$3,890

（US$500）
楊韓秀瓊紀念學業優異獎

袁炳均先生 1970 商管 $5,000 潘克廉老師紀念獎學金

麥慧文先生 1972 物理 $500 一般用途捐款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曹錦成先生 1979 電子
$7,780

（US$1,0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梁冠鏗先生 1981 會計 $1,500 1981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捐款校友姓名 畢業年份 學系 捐款金額
（港幣）

捐款項目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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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嫦女士 1993 化學 $500 一般用途捐款

魏濤教授 1999 化學 $1,5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不記名捐贈 2002 - $1,000 聯合書院明德新民校友基金

陳曉暉先生 2009 歷史 $3,000 聯合書院恒生樓舊生會獎

陳樹添先生 2011
分子生物
技術

$30,000 陳樹添伉儷外地交換獎學金

總額 185,070.00

人間有情！聯合人更有情！
故事從幾張黑白照片開始……

Mr Thomas Jones 於1971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教授

英文一年，在香港開展他五十年的中國之旅，隨後八十年代，

他轉職為律師，穿梭香港北京兩地。Mr Jones三年前不幸患

上漸凍症，2021年8月重返香港，快走到生命的盡頭，回憶起

半世紀的中國經歷，想起聯合書院及他的學生，遂嘗試不同途

徑開展尋人之旅。

Mr Jones的前工作助手Ms Lisa Luo持Mr Jones所提供照

片，努力向各方查探尋訪相中人。因緣際遇，她在2021年11月

28日郊遊大帽山時，遇到一位行山客、傾談中得悉她是中大

蔡玄暉博士。Lisa把握機會，出示尋人照片。經蔡博士聯繫，

成功在2021年12月初聯絡到聯合書院資深書院導師張雙慶教

授（70/中文）。張教授憑著幾張1971年黑白照片，辨認出幾

位中文系學生，包括任敏兒校友（75/中文）、溫而賢校友（75/
中文）及兩位工商管理系的學生—張華慶校友（75/工管）及

池麗明校友（75/工管）。

各位聯合校友帶著滿滿的愛心和懷著敬師的心情，發揮高度

合作的精神，互相配合，立即與Mr Jones連繫。

溫而賢校友於12月9日率先聯絡到Mr Jones，問候之餘也表

達了感謝之情。他說︰「回想有天早上我們在舊聯合校舍草地

上上導修課，Mr Jones從袋中取出一個大『蘋果』與我們分

享，那是一個大芝士，我是首次見識和品嘗到它，十分開心。

這微小的事件啟發了我，在其後工作中與銀行同事和大學

的學生建立溫煦的關係。」溫校友在電話上播放了一首歌曲 
“You’ve got a friend”，告訴Mr Jones五十年前的學生，也是

他的朋友，Mr Jones欣然接受。

繼而在12月19日香港疫情仍然平靜時，張華慶校友及池麗明

校友更前往醫院探望Mr Jones，令Mr Jones與學生重逢的

心願得以達成，細訴半世紀的種種回憶。張校友更送上一本

Mitch Album的著作《Tuesdays with Morrie》予老師，以表

師生情懷。

張華慶校友說：「老師長胖了些，但因病也覺憔悴，不良於行，

以輪椅輔助。當天適遇醫生巡房，得知他意欲出院，急想赴美

與妻兒重聚共渡聖誕新年。經過他的友好協助和醫生同意，

在檢驗COVID呈陰性條件下，於2021年12月底在護士陪同和

照顧下乘搭國泰航機返回波士頓，並已安全抵步。」張校友更

有幸在老師臨上機前和他通了電話，代表他教導的中大學生

們向他致以最親切的問候和祝福，他很開心並說在港逗留期

間最大收穫是聯繫上中大的學生，也是他最大的心願！

池麗明校友認為這是一件疫情下的好人好事。雖然Mr Jones
只在聯合任教一年，但仍保留五十年前的舊照片。她感恩有機

會跟Mr Jones見面，她相信一切都不是偶然，是「奇跡」，Mr 
Jones可以順利回美國也是很蒙福的美事。張華慶校友引述： 

「短短的一個月，仿如隔世，事情發展迅速，但也說明只要有決

心和恆心，心願會成真的！」

Mr Jones返回波士頓後，於當地時間2022年3月17日在家人

及好友陪伴下辭世，本院同仁深表哀悼。

現在第五波疫情嚴峻，回望過去更覺得這個「奇跡」一般的重

遇更珍貴、更難得。衷心感謝各位校友，聯合書院始終是一個

有愛和關懷的地方!

2021年12月19日攝於港怡醫院。 
左起：Ms Lisa Luo、Mr Thomas Jones、張華慶校友、池麗明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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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雅章（74/物理）（圖1）

本院成員兼校友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劉雅章教授於2021
年9月1日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休教授名銜，以表揚他多年

來為大學作出傑出的貢獻。

張宏毅（79/會計）（圖2）

本院校董兼校友會榮譽顧問張宏毅校友獲政府委任為上訴審

裁團（建築物）（香港成員名單第123章，《建築物條例》第45
條）主席，任期三年，由2021年12月1日起生效。

陳毅恆（81/數學）（圖3；左二）

聯合書院校董會第九十次會議及周年聚餐已於2021年11月26
日舉行，席上頒發書院長期服務獎予服務超過二十年的教職

員。本院成員兼校友中大統計學系陳毅恆教授為本年度得獎

人之一。

黃熾森（83/管理）（圖4）

本院成員兼校友中大管理學系黃熾森教授於2021年9月1日獲

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休教授名銜，以表揚他多年來為大學作

出傑出的貢獻。

許玉麟（84/中文）（圖5）

校友會幹事許玉麟校友近日出版《大中史．小思考》一書，以

通史為脈絡，討論中國歷史上各個階段對當時及後世均有影

響的歷史事件，探究形成今日中國面貌的源由。本書乃作者以

十年時間撰述，由匯智出版社發行。

何志華（86/中文）（圖6；右二）

本院成員兼校友中大中國語文及文學系何志華教授獲委任為 
「卓敏中國語文及文學教授」。何教授於五年任期當中，每年

將獲專款支持其教研工作。卓敏教授席於2013年設立，以中

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嘉名命名，以表揚其卓越的教研

成就及對文學院及大學的傑出貢獻。

黃萬成（88/社工）（圖7；最右） 
壽妙祥（07/風險管理科學）（圖7；最左） 

杜韋瑤（13/新聞與傳播學）（圖7；左二） 
陳欣婷（18/專業會計學）（圖7；右二）

四位不同年代入住湯若望宿舍的校友：黃萬成校友、壽妙祥校

友、杜韋瑤校友及陳欣婷校友於2021年11月13日重返聯合書

院湯若望宿舍，並接受《中大校友》專訪，暢談當年在宿舍內

遇到的人和事。

訪問片段請掃瞄二維碼：

21

3

6

4 5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走讀生舍堂秉芬堂舊生會
正式成立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走讀生舍堂秉芬堂舊生會已於2021年12月30日成功登

記為註冊社團，藉此團結和聯絡秉芬堂各屆堂監、走讀生和幹事。

前排左起：委員賴家潁（16/計算機科學）、財政馮兆芪（18/能源工程學）、堂監鄧麗暚教

授、會長譚穎朗（12/生化）、委員徐柏琛（文化管理/五年級）

後排左起：委員黎逸遙（18/專業會計學）、秘書黃卓鈴（社會學/四年級）、委員黃文翰 
（21/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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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敏（90/中文）（圖8；右）

2021中大校友日於2021年11月27日移師到網上舉行，書院邀

得參加書院學長計劃的陳慧敏學長（Vivian）和黃幗芙學員 
（Teresa）（新傳/四）拍攝一段短片，介紹書院近期的發展，

也通過鏡頭向世界各地的校友呈現校園的新面貌。

片段講述Vivian和Teresa通過學長計劃認識了對方，並相約

在聯合書院會面。Teresa向Vivian展示翻新好的胡忠圖書館

及天機電算室，更介紹了聯合書院的美食、近期的學生心靈健

康活動和即將開展的重建項目。

鄧亮生（91/內外全科醫學）（圖9；最右）

由本院成員鄧亮生教授和梁廣錫教授創立，在科學園營運的

生物科技公司為協助市民進行新冠病毒快速檢測 (COVID-19 
Rapid Antigen Test)，提供了檢測的教學動畫，市民同時可下

載手機應用程式，當中備有操作教學和檢測計時器，讓市民進

行自我檢測時得到規範化的結果。手機應用程式製作團隊包

括了中大學生和畢業生，在很短的時間完成這個製作，實踐社

會責任。歡迎可以掃描以下的QR code，觀看教學動畫和安裝

手機程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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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校董方潤華博士
校董方潤華博士於2022年1月6日與世

長辭，享壽九十八歲。方校董服務香

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董會經年，自

1966年起已擔任書院校董，關心大學

發展及書院教育工作超過半世紀。本

院同仁對方校董的離世深表哀悼，永

遠懷念方校董對書院的貢獻，並向方

校董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古兆申（67/中文）
前《明報月刊》總編、香港詩人古兆

申校友於2022年1月11日離世，享年

七十七歲。古兆申是香港中文大學文

學士、文學碩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講師，活躍於

兩岸三地文壇，並以藍山居、古蒼梧、

顧耳等筆名在兩岸三地報刊雜誌發表

創作及文藝評論。

張榮泰（84/生化）
本院校友張榮泰教授於2021年11月21
日辭世，本院同仁深表哀悼。張榮泰教

授生前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生物醫

學學院副教授，曾任教前生物化學系

和生物醫學學院合共二十九年，並於

2021年8月退休。張教授自2010年起

擔任書院膳堂管理委員會委員，直至

退休。本院對張教授一直以來作出的

不懈貢獻深表感激及懷念，並向張教

授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快速檢測助手應用程式

（Google Play Apps）

檢測的教學動畫

（Youtube）

黃煒燊（99/內外全科醫學）（圖10）

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於11月16日公佈，香港中

文大學十位教授獲選錄為「2021年最廣獲徵引研究人員」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2021）。其中本院校友中大內科

及藥物治療學系黃煒燊教授連續三年獲選錄為科睿唯安「最

廣獲徵引研究人員」。

李柏晴（01/信息工程學）（圖11；左二）

本院成員兼校友中大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李柏晴教授榮

獲「2020年度青年學者研究成就獎」。此獎項自2002年起設

立，頒予校內四十五歲以下助理教授職級或以上的全職教師。

每年由各學院提名，最後經大學研究事務委員會選出得獎者，

以表揚其出色研究成果。

魯庭暉（02/新傳）（圖12；右）

聯合書院於2021年10月19日假邵逸夫堂舉行「書院聚會」—

六十五周年院慶校友對談，邀得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董事

兼總經理魯庭暉校友向五百位現場同學談創作，講座由中大

新聞與傳播學院馮應謙教授（左）主持。

楊雅雯（11/法律）（圖13）

校友會幹事楊雅雯校友獲頒香港律師會公益法

律服務及社區工作嘉許計劃2021「傑出社區服務

獎」，請掃瞄二維碼收看楊律師參與義務法律工作

的經驗與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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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下任院長公開諮詢會
現任聯合書院院長余濟美教授的任期將於2022年7月31日屆

滿，余教授已連續擔任聯合書院院長十年，根據《香港中文大

學條例》規程9第3段，余教授將不能再獲委任。根據規程9第

1段，一個由校長出任主席，並由一名聯合書院校董會代表及

聯合書院院務委員會選出的六名院務委員所組成的委員會，

將向大學校董會推薦下任院長人選。

書院校董會已於2021年7月1日選出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作

為校董會代表。書院院務委員會也於2021年10月26日投票選

出以下六名院務委員，參與推薦下任院長人選的工作：區玉輝

教授（管理學系）、馮應謙教授（新聞與傳播學院）、李鴻基教

授（化學系）、李詠恩教授（學能提升研究中心）、黃至生教授 
（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及謝作偉教授（化學系）。

為廣泛諮詢聯合書院教職員、學生及校友的意見，委員會內的

聯合書院校董會代表及六名院務委員已於12月1日、3日及4日

於張祝珊師生康樂大樓三樓文怡閣舉行了學生、教職員及校友

公開諮詢會，提出對下任聯合書院院長的期望和遴選的意見。

書院六十五周年院慶網球訓練工作坊 
由六十五周年院慶活動督導委員會轄下健康及體育活動工作

小組、書院生活委員會及聯合書院校友會合辦的網球訓練工作

坊已於2021年11月12日及19日舉行，師生及校友們踴躍參加。

青山綠水長洲遊
由聯合書院校友會、評議會聯絡及推廣小組、電子工程學系校

友會及歷史系校友會於2022年1月2日（星期日）合辦【青山綠

水長洲遊】，暢遊長洲，是次活動參加者十分踴躍。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22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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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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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聯合校友》截稿日期

我的聯合時光— 
聯合書院六十五周年短片創作比賽
聯合這個山頭之上，每天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六十五年來，成

就了一段又一段美好回憶。書院誠邀聯合學生、教職員及校

友以「我的聯合時光」為題製作一段短片，告訴我們關於你

的聯合時光，一起拼湊出屬於聯合的回憶錄。短片只需一分

鐘以內，用手機或簡單攝影器材拍攝即可，形式不限，可以是

Vlog、清談、挑戰、訪問、小劇場等等，發揮大家

的小宇宙，用最吸睛的方法，述說你的聯合故事。

獎品豐富，詳情可瀏覽書院網頁。截止日期延期至

2022年3月31日。

《聯合共敘》
聯合書院校友會於2022年1月5日（星期三）晚上8時以Zoom
網上舉辦的《聯合共敘》，邀得梁榮能教授（77/生化）主講 

「中醫防治2019 新冠肺炎與養生篇」。梁教授與大家分享防治

新冠肺炎的心得及防疫湯水。

送牛迎虎賀新歲— 
2022壬寅虎年運勢預測
聯合書院校友會於2022年1月22日（星期六）下午2時以Zoom
網上舉行「送牛迎虎賀新歲—2022壬寅虎年運勢預測」，活

動率先由校友會榮譽會長殷巧兒女士及會長李國忠先生代表

聯合書院校友會向各位校友致送祝福，在新的一年，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隨後，資深通勝編撰人蔡興華女士為校友主講 
「2022壬寅虎年運勢預測」，更有幸運大抽獎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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