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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的
羅德學人

王鳴峰校董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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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華哲校友C

戴漪晨同學D
座談嘉賓：

王鳴峰校董（94/工管）

鄭華哲校友（09/醫學）

戴漪晨同學（分子生物技術學/四年級）

電話訪問：

李珮珊校友（98/電子）

陳曉彤校友（05/工管）

撰文：

文蘭芳校友（75/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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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是世界級的

全費獎學金，每年從多個國家選取八十餘名極優秀青年

到牛津大學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得獎者被稱為「羅德

學人」，是全球學術最高榮譽之一。

根據黃鉅鴻教授的介紹，羅德學人的評定準則除了優

秀的學術表現之外，還包括個人特質、領導能力、仁愛

信念、勇敢精神和體能運動。他們的優異學術能力使他

們在牛津大學艱深的學習中脫穎而出，而且具備對社區

發展作出貢獻的能力，願意獻身領導社會，並擁有崇高

的人文價值觀和堅毅追求理想的決心。（《聯合邁進》

2011年10月號）

《聯合校友》很榮幸邀請了幾位在聯合書院畢業的羅德學

人與我們談他們的經歷見聞，以及獲得羅德獎學金對他

們生命的影響。今年剛獲得羅德獎學金的應屆畢業生戴

漪晨同學將於九月前赴牛津，她也談到申請獎學金的過

程和其中的學習。我們特別祝願她未來幾年更上層樓。

牛津—讀書的好地方

幾位校友異口同聲欣賞牛津大學的學術氣氛，認為自己

在牛津的日子，好好地讀了書。

王鳴峰校董在聯合時讀工商管理，因為修讀必修科商業

法，發現自己很喜歡讀法律，於是申請羅德獎學金時便

選擇到牛津修讀法律。「牛津在法律、哲學、醫學等方面

有很強的傳統，接觸到的教授是行業內的頂尖人物，對

我的啟發很大，如此便決定了我以後做大律師的道路。」

王校董說：「羅德獎學金對我的事業和人生確有決定性

的影響。」他笑說自己在聯合時並不是最用功的那一個，

而是積極參加活動，包括英語辯論隊、籌辦交流活動及

參加書院萌芽學者交流計劃等。到了牛津，他沈浸於法

律之中，十分享受。

鄭華哲校友醫科畢業並完成一年實習後到牛津從事醫

學研究。他說很難找出一兩件簡單例子說明，但是肯定

獲得羅德獎學金對他也是影響一生的機會。在中大的日

子，「就是讀書、考試，要學一些東西，要做個醫生。但是

在牛津是做研究，態度不一樣，沒有考試，只是你自己想

回答甚麼問題，想做到甚麼。」他說：「去了牛津才有多些

機會做研究，從而知道有甚麼可以做的，有甚麼是我有

興趣的。」

李珮珊校友在牛津攻讀人工智能博士學位，她認為可以

連續幾年坐下來讀一個科目，令人興奮。她說：「我的論

文導師真的很專注研究。牛津的學術氣氛很濃厚，可能

我在中大時比較貪玩，在牛津則是一個讀書的地方，那

裏的教授啟發了我。」

陳曉彤校友在牛津攻讀社會人類學碩士課程，她說選擇

這個科系是因為希望跟從她的論文導師學習。她說：「牛

津在學術方面每個人都十分全心全意。寫論文的時候，

每星期要見教授一次，彼此的關係很重要，他要明白你

要做甚麼，要指引你的研究方向，要怎樣寫，要參考甚麼

著作。那是一個很深入透徹的情況。一對一的環境，你

無處可逃。」這種指導，她覺得對她很有幫助。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說到獲得羅德獎學金對個人的影響，其實更重要的是交

遊和見聞的非凡機會。陳校友說：「我喜歡牛津是一個大

學城，可以認識很多不同國籍不同信仰的人，對我來說

這些接觸對我最有影響。到今天我還和那時候的朋友有

聯絡。我認為，同輩間的學習十分重要。」不同背景的人

一起討論切磋，令大家都能開展眼界。

李校友也有相同看法：「在牛津你可以遇上很多不同

的人，大家的興趣十分廣泛，交談起來每次都有不同話

題。」「不同地方的學生有他們的學生會，如果他們地區

有重要人物來英國，演講不是在牛津就是在劍橋。我們

經常可以見到『大人物先生』。」而最重要的，卻是羅德

學人這身分帶來的廣闊難得的機會。李校友說：「我們

羅德學人會被邀去參加一些聚會，在當中見到當時得令

的領袖。在親切的環境下接觸到一些你沒有想到會接觸

到的人。」

比如在一次「國際學院」的活動中，他們作為未來領袖被

邀與當今領袖共聚一堂，包括政府部長、政治家、科學家

等等。其中的科學家有一半是得過諾貝爾獎的。「一次午

餐時我坐在eBay創辦人和他太太旁邊，另一次則與北大

西洋公約聯盟的一位四星將軍一起吃早餐，另一次趁乘

車途中，特意坐在一位兩次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旁邊。

這些都是很特別的經驗。」而最令人深刻的是，「他們也

只是普通人，他們不會高高在上，而是大家共座談天。」

相互談笑的，不只是鴻儒，也是影響着世界各方面的領

袖。這種經驗，當然帶來新的視野和胸襟。

鄭校友指出，每年有八十多位新的羅德學人來到牛津，

因此有很多人可以讓你去認識。「到一個新地方，沒有了

以前的朋友，你必須與不認識的陌生人開始談話，這是

很大的好處。在研究方面，你的團隊和導師又是很不同

的另一面。我覺得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背景從事不同行

業的人，是很好的。你見過許多不同的人，就明白到人的

出生環境和背景對他們影響很大，對事物會有很不同的

看法。有時候有些新的成績、新的實驗做出來，大家不太

知道怎樣去理解，其他人可以提出他的看法，不一定是

要做科研的人，聽他們的意見也會很有趣和有用。」

對成為羅德學人很有期待

談到認識跟自己不同的人帶來的影響，戴漪晨同學雖然

未到牛津，但是她從老家北京來香港讀書，四年的大學

生活也有類似的體驗。她來香港讀書，覺得最大的影響

就是認識許多不同的人。「有香港本地的同學，也有大陸

其他地方來的同學，還有國際學生，大家背景不同，思考

的東西也很不同。我體會到世上沒有大家都相同想法的

東西，大家有不同的理由，不能說某人一定是錯的。」

她抱著學習不同事物的態度來港，第一年就開始投入不

同活動，「上課以外的時間都用來參加活動。」她參加行

山隊，在香港四處行山。「這顛覆了我對香港的固有想

法，我以為香港是大城市，沒有自然景色，原來完全不是

這樣。我參與尋求政治庇護者方面的義務工作，認識了

很多非洲青年人，也完全顛覆了我對非洲的印象，那些

陳規定型都被推翻了。雖然不是完全改變了觀點，但已

經看到有這樣那樣的可能性。」

獲得羅德獎學金，戴漪晨在過程中有不少學習體會。期

間她覺得最困難是要呈交一份個人陳述。「那篇東西我

寫了一個月。不但要寫出履歷表以外的東西，更要說明

為甚麼你覺得評選委員會要挑選你。起初我真的不知道

為甚麼人家一定要挑我，常常寫了十個字就刪去九個。

但寫這份陳述真的對後來的申請步驟有幫助，面試的時

候，幫助我回答一些問題，例如我為甚麼要去牛津，為甚

麼選擇研究。」認真撰寫自我陳述，令她對自己的能力、

理想、抱負有了更透徹的認識。

經過幾輪面試，戴漪晨覺得問題都是很困難的，因為它

們不是一般申請獎學金的例行問題，而是互動性有變

化的，而且也沒有一定範圍，甚麼都可能會問及，不可能

一一作準備。她感謝鄭校友在最後面試之前和她通電

話，分享自己的經驗，令她覺得安心不少。

真誠與感激之心

王校董多年來常常到聯合書院負責向同學說明羅德獎學

金（information session），他也有六年時間擔任評選

前排右起：王鳴峰校董、余濟美院長、文蘭芳校友

後排右起：通識教育副主任李鴻基教授、鄭華哲校友、戴漪晨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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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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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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裕成先生/

李麗珍女士
1954

華僑工商

學院經濟系
$50,000 謝裕成李麗珍伉儷學業優異獎

陸鏗先生 1956
文化書院

經濟系
$50,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何萬森先生 1957 經濟 $3,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梁國安先生 1957 經濟 $3,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梁國安先生 1957 經濟 $2,000 梁國安通識專題研究論文獎

張煊昌博士 1958 經濟 $20,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李鉅能博士 1961 工管 $50,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張訓聰先生 1965 社會 $4,62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50,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100,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100,000 維德入學獎學金

車為民先生 1970 化學 $1,000 周紹棠博士及周潘海紅女士紀念研究獎學金

戴瑞年先生 1970 物理 $1,000 周紹棠博士及周潘海紅女士紀念研究獎學金

吳自豪博士 1972 物理 $50,000 信佳國際集團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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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1,001 周紹棠博士及周潘海紅女士紀念研究獎學金

張麗影女士 1974 英文 $1,5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鄭國漢教授 1975 經濟 $50,000 六十周年院慶活動

張捷京先生 1975 歷史 $5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游應森先生 1975 經濟 $125,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余志明先生 1975 研究院 $50,000 京崑劇演出《京崑劇場》

林國楨先生 1976 歷史 $3,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麥永光先生 1976 政政 $5,000 聯合書院傑出田徑運動員獎

麥永光先生 1976 政政 $5,000 麥永光划艇精英運動員住宿獎學金

陸炯鉀先生 1977 經濟 $3,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陳而堅先生 1979 會計 $2,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3,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歐陽柏權博士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孫南女士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張宏毅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仁禮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15,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關寶娟女士 1979 會計 $1,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鄺肖芬女士 1979 會計 $3,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梁志瓊女士 1979 會計 $2,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伍展明先生 1979 社會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鄧厚江先生 1979 會計 $4,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竇頌康先生 1979 會計 $5,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徐玉群女士 1979 會計 $10,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黃仁述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李志鏗先生及

莫少卿女士

1979/

1979

市場/

會計
$10,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無名氏 1979 會計 $5,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無名氏 1979 會計 $5,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 校友獎學金

何裕光先生 1980 地理 $10,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梁冠鏗先生 1981 會計 $1,500 1981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彭嘉琪先生 1981 會計 $20,000 1981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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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一般用途捐款 

王維基先生 1985 電子 $20,0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王維基先生 1985 電子 $30,000 聯合書院入學獎學金

李松德先生 1986 社工 $50,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李國忠先生 1986 生化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李國忠先生 1986 生化 $13,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梁世昌先生 1987 社工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蘇偉文教授 1988 財務 $5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謝家祥先生 1993 社工 $1,5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謝家祥先生 1993 社工 $10,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黃碧妹女士 1993 護理 $250 1993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王鳴峰博士 1994 工管 $10,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楊于銘先生 2004 風管 $10,0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李天澤先生 2012 專業會計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鍾雅詩女士 2014 經濟 $1,000 一般用途捐款 

黃昱勳先生 2015 電子工程 $400 一般用途捐款 

總額 $1,077,071

截至2016年5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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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鏗（56/文化書院經濟）（圖1；右）、 
游應森（75/經濟）（圖2；右）

為慶祝書院六十周年院慶，聯合書院和書院校

友會於2016年4月2日假邵逸夫堂舉辦「粵韻悠

揚賀鑽禧」粵曲晚會，當日邀請了陳志輝教授、

李佩珊女士、李傲雪女士、胡紫雯女士、張詠女

士、林穎施女士、黃海霖先生、李翠翠女士 、陸

鏗先生、鄧美玲女士、容陳美蓮女士、盧秋萍女

士、游應森先生及黃德正先生表演多首曲目，以

推廣及傳承這項優美珍貴的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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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他對同學的建議是不要把眼睛盯在一定要得甚麼

獎學金或甚麼成就，不必刻意為之。「我覺得要善用大

學那幾年時間來發展個人，那就是最好的準備。要深入

自我省察，問自己其實想做甚麼，不要隨波逐流。要躬身

自省，個人的興趣是甚麼、能力是否配合。一言以蔽之，

要對自己有認識。」大學內有很多資源，讓人更有機會

通過嘗試和實踐，探索和發掘自己的興趣與潛質。能不

能善用這些難得的資源，端在乎一己。鄭校友就鼓勵同

學善用胡忠圖書館的資源。他說在學時首次看了黑澤明

導演的作品，至今仍記得當時震撼的感覺。

王校董通過個人的體會，深信一個人要做自己感興趣的

事才可以不斷進步，樂在其中。否則，就有如把生命切割

出來換取金錢，一直做自己不喜歡的事，也不會做得好。

同樣有份擔任評選委員的李校友則直率指出，談到領導

才能和社會服務，「我見到最普遍的問題是，我看不到

他們的熱忱。我看到的只是履歷表上的許多個剔號，他

們好像做了很多事，但看不到他們的真心。」王校董也

說：「你看有些人的履歷表，會看到他們只是在儲積分。

要察覺他們的熱忱，一定要看到他們喜歡的東西。」真

誠正直，其實是對人的基本要求，而羅德學人，正需要活

出人文精神的價值。

何萬森（57/經濟）（圖3）

中大美東校友會聯會2016年4月30日舉辦迎春

聚會，適逢何萬森校友（中）到訪紐約，與會校

友即席為「小扁擔」募捐，拍賣得獎劇作家莊

梅岩校友捐贈美東校友會的著作《莊梅岩劇本

集》，將當日籌款$1,035美元連同年度捐獻呈交

何校友。

何校友特別呼籲海外校友於2016年12月7至10
日回港參加回歸團，一同慶祝聯合書院創校六十

周年鑽禧。

尋找自己的道路，做自己感興趣的事，而居然有人願意

付錢給你讓你做下去，王校董笑說這樣不可思議的事竟

然發生了。誠實地反問自己，自己是不是申請羅德獎學金

的人之中最好的一個，其實是沒有必然答案的。陳校友

說：「到了最後一輪面試的幾位，大家在學術背景、能力

等方面差異不大，我想只是面試中更能表達到個人的想

法吧。」王校董直言：「不要以為自己很了不起，要有感

激之心。因為若當時各種條件稍有不同，例如問的問題

不同，結果就會不同。」所以他強調，得到羅德獎學金，

一定要有感激之情。而這種感激，又推動人作出回報。除

了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感染力，以行動及親身參與，貢

獻社會，有三位羅德學人也在聯合書院設立了一個「聯

合書院羅德學人校友獎」，鼓勵同學服務社會。

羅德學人在牛津見到的是完全投入研究的學者，真誠追

尋理想的菁英，坦誠交流的年輕領袖，他們的生命也因

此學人得到啟發和擴張。也許不是很多人可以榮膺羅德

學人的名銜，不過卻無礙我們對之學習，真誠在自己崗

位上活出貢獻，無愧於我們所受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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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2016至2017殷巧兒學年
公開招募學長
各位聯合校友：

過去十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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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uhk.edu.
hk/uc/mentorship 。

如有查詢，請致電與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召集人殷巧兒女士（電話：2891 0800）或本人（電話：2815 6288）聯絡。

聯合書院校友會理事會主席

李國忠   謹啟

致：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友會（傳真：2603 5412）

□ 本人願意參與2016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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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至2017年度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作為海外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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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配對之學員數目：□ 一位   □ 二位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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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明（98/建築）（圖10）

王建明校友獲選為「2015香港十大傑出青年」，王校友曾於政

府及公營機構參予大型的建築規劃項目；2012年擔任香港聖

公會福利協會項目發展總監，負責長者院舍、復康中心及青少

年中心等建築項目。他的目標是以建築設計幫助貧困、老弱及

生活困苦的人，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羅展鳳（00/中文）（圖11）

羅展鳳校友專研電影音樂，2010年獲亞洲文化協會頒發「利

希慎基金獎助金」，遊學紐約。2011年4月獲「香港藝術發

展局頒發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

論）」。現任教於香港公開大學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課程。

2016年，她在導演奇斯洛夫斯基先生逝世的二十周年出版了

著作《無常素描：追憶奇斯洛夫斯基》。

李廣宇（01/電子）（圖12）

書院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於2016年4月6日舉行第十五次學

長講座，由學長李廣宇校友（中）主講，講題為「職業選擇困 
難症」。

鄔鍵輝（05/電子）（圖13）

鄔鍵輝校友（右）現任香港電動能源有限公司總經理，於過

去兩年帶領團隊為香港及澳門地區的私人、商業機構及政

府機關提供電動車智能充電服務解決方案，成為主要的電

動車充電服務供應商之一，力求推廣電動車的普及使用，減

低路面空氣污染。鄔校友代表團隊於2016年4月27日獲得

由 Mediazone 頒授的「Most Valuable Services Award in 
Hong Kong 2016: Most Reputed and Reliable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olutions」殊榮，肯定了鄔校友及其團隊

的努力和成就。

「中大聯合人」午宴（圖14）

「中大聯合人」午宴於2016年3月7日舉行，書院邀請在中大工

作的聯合書院校友回到聯合校園參加是次聚會，逾五十位校

友出席。

中大校友院際高球賽（圖15）

由中大校友高爾夫球會主辦的第三屆中大校友院際高球賽在

4月25日舉行，合共四十三位校友球手出席。結果以聯合書院

球手表現較佳，重奪失落了一年的團隊總桿冠軍及團隊新新貝

利亞淨桿冠軍。

同日，中大校友高爾夫球會亦舉行了2016年巡迴賽第二站，獲

獎的聯合球手如下：

總桿冠軍—鄧金榮（86/企管）

總桿亞軍—梁果華（77/數學）

新新貝利亞淨桿亞軍—藍俊峰（99/化學）

兩桿最近洞獎—鄧金榮（86/企管）

三桿最近洞獎—梁果華（77/數學）

後排左起：張展翔（89/醫科）、何樂昌（85/物理）、鄧金榮（86/企管）、 

劉秋生（90/電子）、頒獎嘉賓新亞葉錦滿（82/哲學）、藍俊峰（99/化

學）、殷衛民（96/專業會計）

前排左起：林炎南（80/市場）、隊長范兆琛（94/生物）、蘇國良（86/企

管）、梁果華（77/數學）

訃告
本院校友香港教育學院前副校長陸鴻基教授（69/歷史）於

2016年3月23日在加拿大與世長辭。陸教授於1969年畢業於

聯合書院歷史系，其後取得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博士及

比較教育碩士，2003年9月受聘為教院副校長，主理學術事

務。他約滿後離開教院，重回加拿大約克大學，擔任歷史系副

教授，該校讚揚他為本港教育界的付出獲得國際認可。本院

同仁深表哀悼。

張煊昌（58/經濟）（圖4）

聯合書院校董會依據《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大學條例）規程

11第1（e）段、第4段及第5段規定，選出張煊昌博士續任大學

校董，任期三年，生效日期為2016年3月16日。

周澤雄（61/英文）
周澤雄校友年屆八十三歲，純為興趣仍繼續寫作。他畢生在港

從事教育事宜，亦極喜愛寫作。數十年來，以不同筆名，寫了很

多文字（包括廣播劇、散文及小說）。現已將大部分作品放在

微博上，很希望得到校友們的批評指正，請搜尋互聯網：「周

淮文集」或www.chowwai81.blogspot.hk即可。

梁伯華（72/歷史）（圖5）

梁伯華教授在美國西東大學任教三十多年，現為亞洲研究

講座教授。他最近出版了兩本英文專書Managing China's 
Modernization及The Quasi-War in East Asia。此外，梁教授

應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的邀請，任該中心的國際

顧問，並參與編輯兩本論文集Global Modernization Review
及《世界現代化報告》，兩書亦均已出版。最近，梁教授應中國

政府的邀請，出任「長江學者計劃」的海外專家評審，繼續為學

術界作出貢獻及扶掖後進。

潘少孟（72/會財）
聯合書院成立六十周年誌慶二首

一

聯繼中原聖哲氛，合研科學習人文，

書堂探賾魁星耀，院徑消閑硯友殷。

六秩春秋欣有慶，十方賢智已多聞，

周環氣象沾儒雅，年運峥嶸草木芬。

二

秉志樹人心力傾，承商文理盡求精，

校風正化高流集，訓業連開大道橫。

明切學能為世用，德兼仁義傍身行，

新翻甲子加培育，民智根芽日日生。

李劍雄（81/財務）（圖6）

李劍雄校友獲邀擔任由伍宜孫書院及聯合書院主辦「法律夜

話」系列的嘉賓，為大家講解法律原則，討論的議題包括學術

誠信，言論自由以至遊行示威等，並透過分享法律案例，從不

同角度深入淺出地讓大家了解更多法律知識。

林偉雄（87/市場）（圖7）

恭賀林偉雄校友獲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國際

科技管理學碩士學位。

蘇偉文（88/財務）
本院校友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教授將於2016年8
月出任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院長。

鍾國威（90/物理）（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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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讓一眾散戶了解價值投資的理念外，還教導他們如

何選股和正確地評估公司的價值，並透過港股實例加以說

明。鍾校友最近把網誌文章有序地結集成書出版，名為《實

踐價值投資的真諦》。「股壇老兵鍾記長勝之道」：http://
bennychungwai.blogspot.com

張亮（94/工管）（圖9）

書院與校友會於2016年3月9日邀得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

務執行總監張亮校友擔任「聯合書院校友講座」第二十一講

嘉賓，講題為「敢．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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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子權校友（75/中文）於2016年5月15日上午在澳洲悉尼主

懷安息。麥校友六十年代中學畢業後，曾在聯合書院教務處服

務。七十年代麥校友就讀聯合書院中文系，畢業後攻讀中大研

究院。八十年代任教於中大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九十年代麥

校友移居澳洲悉尼，多年來擔任中大悉尼校友會幹事，並為中

大五十周年出版的刊物《中大人在悉尼》擔任主編。本院同仁

深表哀悼。

梁子茵校友（06/環境科學）於2016年5月1日與世長辭。梁校

友於2006年以一級榮譽學位畢業，修業期間成績超卓，屢獲

殊榮，並得師長及同學的愛戴。梁校友身患血癌，卻一直沒有

放棄治療，嘗試化療及骨髓移植，更透過中大及聯合書院向師

生和校友呼籲，以增加血癌病人尋獲合適骨髓的機會。本院同

仁深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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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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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至2016年度獎學金頒獎典禮
本年度書院獎學金頒獎典禮於2016年3月22日假大學邵逸夫

堂舉行。當日蒙書院校董會主席張煊昌博士蒞臨主禮，並得多

位校董及捐獎人撥冗光臨。此外亦有獲獎同學、家長、校友、

獲獎同學的中學校長以及書院同仁等近五百人到賀，場面令人

鼓舞。

敬悼岑才生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董會前主席岑才生先生慟於2016年

4月27日辭世，享年九十四歲，書院同仁深表哀悼。

岑才生先生熱心支持本港高等教育，與聯合書院關係尤其密

切。遠溯至1963年，岑先生即已加入聯合書院校董會，曾任副

主席等職位，並於1992年代表書院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

成員。由1995年至2012年，先生出任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

領導書院的發展。

岑先生祖籍廣東省恩平縣，香港出生。他出身書香門第，尊翁

岑維休先生於1925年創辦《華僑日報》。先生中學畢業於英

皇書院，隨後進入香港華僑工商學院進修大學課程（香港華僑

工商學院是聯合書院前身的五所成員書院之一），之後留學美

國，以優異成績獲授紐約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岑才生先生為

香港具領導地位的資深報業人，在香港報界擁有極高的聲望。

岑先生多年來服務社群，德高望重，獲香港及英國政府頒授多

項榮譽勳章，更於2002年獲授香港特別行政區銀紫荊星章。

岑才生先生對聯合書院的發展關懷備至，在校董會中提出很

多高瞻遠矚的發展方向及意見。先生自出任校董會主席以來，

多番推動更新聯合書院設施、改善校園師生生活質素、倡議

籌建學生宿舍等，不遺餘力。岑先生多年來慷慨捐助書院多項

獎助學金及發展計劃，為表感謝，書院在1999年將新成立的

文物館命名為「岑才生聯合書院校史文物館」。而由先生全力

支持的「岑才生學長計劃」在2000年成立，無數學員受惠，同

時亦加強了校友對書院回饋之情。為表彰先生對大學書院的

重大貢獻，香港中文大學於2003年頒予先生榮譽院士銜。

岑才生先生畢生貢獻本港文教事業，帶領書院近年之發展並

鼎力匡助，聯合書院同仁永懷感恩。

畢業同學惜別會
本年度的畢業同學惜別會於2016年4月20日假大學邵逸夫堂舉

行，逾九百位同學出席。惜別會由2012年級社「及聯社」主辦，

以相片集及短片形式輯錄了同學在書院生活的美好回憶。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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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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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hk.edu.hk/uc/
AlumniNewsletter

下期《聯合校友》截稿日期

聯合書院校友會會員招募
為鼓勵應屆畢業同學加入校友會的

大家庭，校友會理事會理事林偉雄

先生於2016年4月20日書院惜別會

中呼籲各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會。

為慶祝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凡
應屆畢業生及全體聯合校友於本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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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專業人士碰杯》—
財金會計界聚會
書院校友會於2016年5月19日假香港律師會會所舉行《與專業

人士碰杯》－財金會計界聚會並邀得陳浩賢校友（81/會計）

及蘇偉文教授（88/財務）擔任嘉賓，校友及同學們歡聚暢談。

岑才生學長計劃：
2015-2016張煊昌學年—
年終經驗分享會暨文化之旅
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

統籌委員會於2016
年5月14日假饒宗頤

文化館 舉行 年 終 經

驗 分享會 暨 文化 之

旅，活動包括經驗分

享、頒發證書予積極

參與活動的學員、文

化 導賞及 於 銀杏館

享用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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