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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嘉賓：

陳膺強教授（67/地理）

周陳文琬女士（70/社會）

馮國培教授（73/化學）

劉雅章教授（74/物理）

湛偉權教授（79/電子）

林靜雯教授（80/社工）

黃熾森教授（83/企管）

蘇伯祥先生（86/電子）

王文漢教授（87/電子計算）

張羽伸博士（92/化學）

周柏珍教授（93/護理）

撰文：

文蘭芳校友（75/中文）

聯合校友在中大服務的為數不少，這次座談得到十一位由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畢業

的校友光臨，十分難得。他們分享不同年代在聯合生活的記憶，同時映照出中大的發

展和社會的變遷，而在中大服務的經驗，也對比出今昔學生與校園生活的不同。

般咸道與堅巷的日子

在搬到沙田校園以前，聯合書院座落於般咸道，而理學院的同學則在堅巷上課。般咸

道歲月的校友對書院總有特別溫馨的回憶，大概因為學校很小，同學以至師生關係十

分緊密，有大家庭的感覺。經歷過般咸道校舍生活的校友共有四位，就是陳膺強教

授、周陳文琬女士、馮國培教授和劉雅章教授。且聽他們的回顧。

陳膺強教授：「我是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那一年入學，那時人數相當少，我們班

只有十餘人。開始時歷史地理沒有分開，稱史地系，大二以後才分成兩系。同學不論理

學院商學院都很熟絡，因為大家會一起上大一大二國文、大一大二英文和通識，彼此

認識，課餘一起打橋牌，更是相熟。」

周陳文琬女士：「現在中大校園有二萬多人，人際間疏離感很強。但我們那時候不但同

學與學校關係密切，與社區也很熟絡。區內還有港大和幾間中學，是一個學校區。區

內的餐館老闆很照顧我們，例如我們搞活動，籌辦晚會等，他都會主動贊助我們。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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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六十周年特刊

後排左起： 張羽伸博士（92/化學）、王文漢教授（87/電子計算）、黃熾森教授（83/企管）、蘇伯祥先生（86/電子）、 

湛偉權教授（79/電子）

前排左起： 周柏珍教授（93/護理）、文蘭芳校友（75/中文）、陳膺強教授（67/地理）、周陳文琬女士（70/社會）、 

馮國培教授（73/化學）、林靜雯教授（80/社工）、劉雅章教授（74/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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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球場與精神科日間診所相連，要分段時間打波。那

個球場是不須劃界的，因為出界等於撞牆。」

馮國培教授：「有時候我們在打波，精神科診所就讓病

人出來。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猜測他們也許是故意

的，作為治療。（眾笑）那時體育部的潘克廉主任因應場

地狹小，特別設計了三人籃球，讓兩邊作賽的人更多參

與。因為沒有足球場，他用籃球板做龍門，要踢中球板

才算入球。當時的體育活動在運用空間及設施方面很靈

活、很有創意。」

劉雅章教授：「理學院主要在堅巷上課，那是一條很窄

的陋巷—現在是醫學博物館。如果說般咸道校舍殘

舊，堅巷更不如，它本來是屠房，宰牛取得物質去作疫

苗。課室和實驗室都在陋巷裏面。我們在大二那年的聖

誕節搬入沙田，有幸住了兩年半宿舍，發覺是天與地的

分別。」

馮國培教授：「我補充一點。堅巷很熱，可能沒有甚麼隔

熱設備，做實驗時汗流浹背。唯一的體育設施是化學系

馬臨教授放了一張乒乓球桌在那裏，公諸同好。」

對舊校的溫馨回憶，少不了茶水檔的誠叔誠嬸。校內

沒有飯堂，只有茶水檔可供大家坐下喝咖啡和茶，換言

之，茶水檔就是社交中心。周陳文琬女士說：「誠叔誠

嬸幾乎認識所有學生，他們把學生當作孩子一樣，誰

人失戀、誰有困擾，他們都知道。校園氣氛如家一樣的 

溫馨。」

宿或不宿，校園生活多美好

書院搬入沙田，氣象一新，但是交通不便，當時只有一

座湯宿，要到78年才有伯宿。申請不到宿位的同學，就

租住赤泥坪以至樟樹灘的房間。不少有趣回憶都與居住 

有關。

湛偉權教授說：「我記得中大很潮濕，我在湯宿曬衣服，

結果衣服發了霉。如果說到印象深刻，就是不守規矩的

事情了。那時，宿舍規矩很嚴格，湯宿12點關門。宿舍

內沒有電視機，適逢世界盃，我們只得往學生活動大樓

看電視，球賽本來在11時半完結，誰知要加時。大家依

依不捨，要離開電視房時，有同學說，不用急，看完才

走，總有辦法回湯宿。結果，一班人看完球賽，由識途老

馬帶領，回到湯宿，原來門外有張椅子放在那裏，十多

人逐一排隊爬入去。後來我們想，可能舍監冀世安神父

（Father Kane）正在上面看着我們爬牆，也未可料。」

林靜雯教授說：「我們女生也有爬入宿舍的體驗。社工

系學生要實習，有時要去到很遠的地方。尤其社區工作

9點半才結束，從屯門回來一定過時。伯宿後面有一處鐵

絲網剪開了的地方，撥開就可爬進來，也許已是公開的

秘密。」

當年仍是柴油火車的年代，一小時一班車，水浸或路軌

故障就停駛。不少同學租住赤泥坪。林靜雯教授說：「我

們同學一起吃完飯，一起回赤泥坪。由於赤泥坪很黑，

所以都約好一起回去。最好是有男同學一起壯壯膽。那

條斜路有蛇、有狗追……」

湛偉權教授說：「赤泥坪條件不好而需求大，我住的那

年，四位同學合租一間房，沒有床，就把四張墊子放進去

剛好鋪滿房間。那時我做了『水蛇』，在宿舍沖涼，睡覺

時才回赤泥坪。雖然不住宿舍，但與宿舍關係很深。」

黃熾森教授說：「我在三四年級住伯宿，宿位不夠，『屈

蛇』現象很多。我們房間也有『蛇』，但我很守規矩，每

晚都會付錢。到了一個地步，宿舍的工友叫我不用每晚

買票啦。我們可說沒有對聯合不住﹗」

七十年代，馮國培教授（最前排左二）和一羣生化系學生與馬臨教

授及李卓予教授合照。

1967年3月3日第一

屆陸運會假南華體

育會球場舉行，全

場男子總冠軍為陳

膺強教授（中）。

1971年物理系同學於般咸道校舍合照，後排最左為

劉雅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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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伯祥先生說：「我住得比較近，宿舍沒我的份兒。因着

四年一宿的政策，第四年我終於有宿位，不過是臨宿。

『大鐵筒』內間隔了房間，房內有兩張碌架床，住四人。

上下都是通風的，十分寒冷，但日間又酷熱，所以我們都

是一早出外，晚上才回來。」

火紅年代與社會變遷

湛偉權教授與林靜雯教授都是在七十年代入學的，當

時校園氣氛很不一樣，他們記憶猶深。湛偉權教授說：

「七十年代是火紅的年代。我入學時絕大部分搞學生會

的同學都講『關社認祖』，喜歡共產主義。我認識的院

會、系會幹事都是很好的學生，不但有理想，而且願意幫

助人，例如搞社工隊去元洲仔替兒童補習。不過，由於

政治見解和價值觀不同，我參與的活動少，討論的時間

反而多。大家對政治問題若有爭論，我總是敗方。但住

宿舍時，讀社會科學、工管學的宿友則說共產主義不切

實際。76年四人幫倒台，對關社認祖的同學打擊很大，有

些同學變得頹喪、有些同學認為要提高理性認識。我覺

得這些經驗使我獲益良多，透過與不同立場的同學互相

討論，使我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認識加深了很多。」

林靜雯教授說：「當時校園的氣氛確是這樣，很關心社

會，不管是甚麼系的同學，都參與關心社會的活動，覺

得認識祖國是我們的使命。而且不只是說說，而是很認

真地看書，覺得要有認識才發言。我入學時是新聞系，

也很火紅，同學會聊天到半夜，討論一些很偉大的東西，

講怎樣貢獻祖國等等。」

黃熾森教授說：「我79年入學，校園氣氛轉變了。火紅的

人想喚起大多數人，只是在掙扎而已。我和我的同學討

論過，覺得那是一個沒有信仰、沒有信念的時代。81年

火車電氣化令校園生活不同了。沒有小艇可撐，沒有了海

灣。我一年級時還可以中秋月夜泛舟啊。」

蘇伯祥先生說：「我82年入學，距火紅年代很遠，我們都

只是讀書而已。電氣化火車方便快捷，到85、86年另有

一項重要交通設施，就是吐露港公路開通。在修建時，

我們會沿着它步行到大埔。」

火車電氣化解決了中大學生的交通困難，也改變了校園

生活。在一小時只有一班柴油火車的日子，同學多在校

園相聚，交往較深。林靜雯教授就指出他們同學最愛在

校園散步談天，加上人數不多，師生和同學關係很好。

黃熾森教授則鬧了一個笑話，他說自少家貧沒有機會

學甚麼，住宿舍時隨同學一起學吹笛。晚上怕吵到其他

人，於是到胡忠圖書館外練習。才一吹奏，周圍突然冒出

許多人頭，把他嚇了一跳。那時候，同學「拍拖」都在校 

園內﹗

馮國培教授當時已在聯合書院擔任輔導主任的工作，他

說：「陳天機院長很有遠見，因應學生需要設計活動。他

見很多同學是第一代大學生，視野可能不足，便與各領

事館合作舉辦了不少特別節日，如奧國節、德國節、日本

節等，讓我們開闊眼界。我記得奧國節介紹馬術，我不

懂馬術，但我學懂欣賞不同的文化。」

王文漢教授說由於乘搭電氣化火車也很方便，他大學

一二年級都是走讀的。第三年住臨宿，全都是聯合學生，

因為新亞已建成第三座宿舍。第四年他成為第一批入住

恒生樓的學生。「我們見證甚麼？我們看着馬鞍山建設

起來。最早期只有恆安邨，我們是騎單車過去的。那時

候，大學生人數已多，但邵逸夫堂還可以容納所有聯合

學生。」

1978年電子系系會於湯宿舉辦聚會時攝，前排左二為湛

偉權教授。

周陳文琬女士與高錕校長伉儷

合照。

林靜雯教授（最左）與社工系同學攝於胡忠圖

書館外。

聯合書院六十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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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柏珍教授與Dr Peter French

攝於1993年畢業典禮。

四改三、三改四

周陳文琬女士指出：「大家談到火紅年代，其實比較本

土的學生運動，前有中文運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

運動），後有反四改三事件。四改三已由時間證明是一

個倉卒的決定，現在已改回四年了。四改三的主要原因

只是成本、經費問題。之後就是89民運。」

在座多位無論當時在學或已畢業的，都曾參與反四改

三。當時同學都在百萬大道靜坐，政府繼續將法案交

到立法局，馮國培教授說他聯同許多人去立法局靜坐。

他說：「政府當時的說法是中大如不就範，就只給你三

年的經費。校方嘗試使出奇謀，設彈性學分制和暫取收 

生制。」

張羽伸博士說：「我在88年入學，記得參與了反四改三

的活動，在百萬大道上與大O’Camp的組員靜坐，後來

大家一起去了中環立法局外抗議。第二年是八九民運，

我沒有參加中大的有關活動，而是與中學的同學一起去

遊行和舉牌。」張博士說對在學時的回憶不多，「理學院

的同學通常都聚在一起，不常上書院來。因為四年一宿，

在最後一年住進了伯宿。很記得是一樓向海最盡頭的 

房間。」

周柏珍教授說：「我和大家有點不同。中大在1991年開

設護理學系（兩年銜接課程），是給註冊護士讀的。香港

一直沒有護理學位課程，中大是第一間。我從小的志願

就是做護士，當時只能選擇入醫院受訓，不能讀大學。工

作了幾年後，得知中大開設課程，很開心的報讀了。第一

年的同學有五十人，女性為多，全都是註冊護士。來到中

大覺得是仙境，經常很多霧。大學不單是追求知識的地

方，還要是這樣美﹗那時候同學經常聚在一起讀書，把圖

書館的少量藏書借光。書院生活陶造我們關心社會。91

年有一名加拿大男童來港尋找合適的骨髓，我們受到書

院的啟迪，要以行動關心社會，全班同學一起去抽血。」

雖然只讀了兩年，周教授對書院很有感情。她說：「當時

學系剛成立，沒有人認識我們，但書院一直與我們聯絡，

甚麼活動都有我們的份兒，獎學金也有我們的名額，不

會遺漏我們。我們很開心，覺得書院照顧每一位同學。」

生活在龐大的中大裏

校園與社會都不斷變遷，昔日是學生，今天是教職員，

各位校友又如何看現況，在變遷中又有甚麼感受？

周陳文琬女士說：「我做了多年學生事務處主任，期間學

生人數不斷增加。大學創校初期，一百個適齡青年只有

1.2名可入大學，現在增加至近百分之二十，加上其他非

政府資助院校的課程及往海外升學已經超過三成。我很

深的印象是，有些學生入了學，家中不知道他們生活是

怎樣的。我們接過不少家長焦急來電，說是三個月、半

年未見過子女，一定要我們去課室叫他們來聽電話。反

映這些學生長大了，與家庭的關係起了變化。八十、九十

年代都有這些情況。」

蘇伯祥先生說：「早兩年我在附近遇到家長問路，問知

否某學系在那裏，在何處上課。真的有這種事情。」

林靜雯教授說：「你們說的是家長要尋兒。我的感覺則

是愈來愈多家長代子女打電話來問事。」

周陳文琬女士說：「也有學生出了事，不肯通知家人，由

我到警署去保釋他們。我不知道有多少學生讀了大學以

後，就和家庭脫了節。」

馮國培教授說：「我想兩種極端都有。父母太溺愛孩子

亦有，學生過於獨立的亦有。我們收生很多，很出色的

固然有，但也有成績僅僅可入學的，對將來沒有甚麼想

黃熾森教授（最右）與他的學生重聚

於中大校友日活動上。

張羽伸博士（第二排右二）與1992年化學系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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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會到校友會
打造聯合人

左起：駱佩傑校友（97/政政）、林寶明校友（94/生化）、

李笑開校友（81/地理）、陳栢生校友（08/宗教研究）、文蘭芳校友（75/中文） 

左起：盧穎思校友（04/政政）、

馮詠儀校友（01/工管）、謝家祥

校友（93/社工） 座談嘉賓：

李笑開女士（81/地理）

謝家祥先生（93/社工）

林寶明女士（94/生化）

駱佩傑先生（97/政政）

馮詠儀女士（01/工管）

盧穎思女士（04/政政）

陳栢生先生（08/宗教研究）

撰文：

文蘭芳校友（75/中文）

法。大學生多了，找工作也不一定容易，有些同學好像很

悲情，也較疏懶。有些同學走堂不上課，對自己也不修邊

幅等，這些現象以前較罕見。好學生當然不少，但多了一

批這樣的學生，我最擔心他們。」

黃熾森教授說：「從精英教育過渡到普及教育，無論學

生、家長都有一部分轉不過來。他們令我們擔心的。」

馮國培教授說：「最近，我也為學生自殺的事情感到悲

哀，擔心同學的意志為甚麼這樣薄弱。想了很久也不太

明白。」

林靜雯教授說：「我由87年開始任教，我感覺師生關係

改變了。以前師生比較密切，很多事情都可以商談。現

在師生關係功能性多了，有接觸但不密切。」

劉雅章教授說：「我在中大工作的年資很短。我畢業以後

在美國住了三十九年，三年前才回來，我感受到轉變的

確很大。我是一所研究所的所長，也是教師，又是研究

員，工作量很大。整個大學龐大很多，我對很多行政系

統至今不太明白，例如想請一天假，要網上申請。（眾人

大笑，應是吃過苦頭。）」

周柏珍教授說：「我知道有些學生有情緒的問題。但一

班二百多個學生，上課時一位老師對二百多人，班級人數

多，師生比例高。以前與學生關係緊密，現在洞察同學

需要亦相對較困難。」

龐大的大學，不再如他們就讀時溫馨和樂，不過這是發

展的後果，只能以智慧應對。大家對書院的美好回憶，定

能幫助各校友在他們現有的崗位上，更加發光發熱，貢

獻自己。

聯合書院六十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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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座談的嘉賓，在學時參與學生會，畢業後先後加入

校友會，擔任校友會幹事或理事，他們與書院的聯繫，

比別人更多，通過學生時代服務同學，透過校友會和校

友之間的溝通，他們對聯合精神也有更深的體會。

談到參與學生會的經歷，不管畢業多久，大家都顯得雀

躍。李笑開校友畢業最早，不過參與校友會卻是九十年

代後期，當時她到了加拿大，參加那裡的校友會。因為

資源不多，很多事情都是大家齊心合力去完成，「比如寄

通訊，大家一齊入信封、貼郵票，做完了一起去吃飯，好

像以前做學生會一樣」，這種落手落腳一起幹的感覺令

她倍感親切，回港後也就參與校友會當幹事。學生會的

經歷難忘，也對人有深遠影響。

座談的校友全都是在一年級或二年級就參與學生會，盧

穎思校友笑說：「學生會應該早些參與更好，因為不必

太早擔心成績。」

深刻的友誼與深刻的思考

說到參與學生會的收穫和對個人的長遠影響，大家異

口同聲認為是結交了一班好朋友。這友誼不止於學生時

代，更是延展至今。李笑開校友清楚記得入學時就受到

當時參與學運的同學吸引，感受到他們的熱情。她說：

「這批人到今天都是我最好的一班朋友。」馮詠儀校友

說：「參與學生會讓我認識了一班很好的朋友，莊員是我

的好朋友。」盧穎思校友提到：「入學時因為讀政治及行

政學系，想找一些關乎社會服務和參與的活動，於是去了

『傾莊』，然後一班人覺得大家志同道合，理念上相近，

1977年10月郭謝冼閣競選學生會時攝。左五為李笑開校友。

於是參與學生會。」

思想的拓闊和對事物深入反覆思考，固然是大學教育內

含的目的，但也深刻體現在學生會的參與過程中。每一

個內閣在成形過程中，和在推動會務中，都必須反覆討

論所持的理念，互相辯論。陳栢生校友說：「做過學生

會後，最大的轉變是多了問自己我以後想走怎樣的一條

路。學生會是一個很講理論的地方，他們會挑戰你固有

的想法，你要思考怎樣去建構新的想法。畢業後我找到

自己的方向，做人真是開心很多。」

林寶明校友生動描述：「入學時認識了謝家祥，他叫我去

『傾莊』，我不知是甚麼意思，去了才知道大件事，不停

有人問你一些很艱深的問題，我以為只是去搞活動，卻

問我有甚麼理念﹗由那時候開始直到離開聯合，對我都

是很大的思想衝擊。和有抱負的人談話是很費神的，你

問他問題，他就用問題來回答你，迫你自己去想。我後來

就明白辯論原來是這樣的，不是那些校際辯論，沒有辯

論稿，也沒有人會給你時間，贏不贏不是重點，而是你

得著了甚麼，學到了甚麼，你怎樣看一件事情。」

處事：品格與技巧

駱佩傑校友也同樣說，思想衝擊的確是參與學生會的深

刻印象，而體驗最深的是抗壓能力。他說：「在學生會你

要面對很多群眾。我第一年是『臨政』，第二年則擔任副

會長，那一年也負責搞迎新營。迎新營到一半時遇上打

風，要怎樣處理？籌委會和學生會當時有爭拗，最後學

生會決定解散回家，接下來就有很多批評責難，在監議

1978年學生會幹事合照。

駱佩傑校友當年攝於伯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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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第三十三屆學生會幹事

會候選宣傳品。相片中後排最左為

駱佩傑校友。

聯合書院第三十七屆學生會「千年龍」選舉照片。

會被人質詢。有部分會議我要代表學生會向同學解釋，

便成了眾矢之的。怎樣面對和處理情緒，是做學生會很

大的經驗。後來代表書院參與中大學生會，適逢97前，

還要面對報刊追問。這些面對人事和報刊的壓力，是很

好的歷練。」

謝家祥校友也舉出一個實例：「我那年是『臨政』，沒有

甚麼理念討論，只是做基本工作。但也發生了一件事件，

有位同學寫了大字報指罵某教授，但我們看過文件後，

最後還是覺得資料來源不確定可靠，為免學生會被告誹

謗，決定不予張貼。其後那位同學寫了另一篇大字報罵

我，我給他張貼出來。因為他罵我不讓他貼第一篇文是

事實。我在其中學到的是有事就要承擔。」

學處事，的確是參與辦活動的重大得益。除了品格的鍛

煉，也有實務的學習。李笑開校友說做學生會工作學到

很多技巧，例如她學會做絲網印刷。陳栢生校友說：「那

時候搞活動，甚麼都要自己做，我們最擅長做旗海，大家

一起動手，有如庇護工場。餓了叫外賣，攤開來一起吃，

然後再繼續做。」馮詠儀校友哈哈笑：「我是福利幹事。

那時候我們有一部鎅字機，為同學鎅字做海報用，不停

地做，收兩元一個字，是很受歡迎的服務。福利幹事很

多實務，各種細微的經驗加起來，在我畢業後從商十年

也是有幫助的。」謝家祥校友則誇口：「我負責修理影印

機。到今天在辦公室影印機出問題，仍然是我去處理。」

學生會幹事經常開會討論，為理念激辯，但是他們並不

離地，畢竟服務同學需要處理大量實務。

聯合情•聯合人

參與學生會工作彷彿從早到晚在校園活動，因此對書院

感情深刻。同時，師兄師姐的榜樣也促使他們畢業後在

校友會繼續對書院貢獻。駱佩傑校友說：「參與校友會

是一種bonding（親密連繫），畢業後我到港大讀書，但

我最大的連繫是聯合，有特別的感情。」陳栢生校友這

樣說：「畢業後離開了聯合，其實我是很捨不得的。有時

候在工作上遇到同事，知道對方是中大畢業，會問他甚

麼書院，很希望他是聯合的。」

李笑開校友說：「我四年本科，兩年研究院，對大學感情

很深。畢業初期沒有加入校友會，因為覺得不用那麼早

就去聯誼。在加拿大做了兩年校友會工作，對校友會有

了不同感覺。校友會有很大功能，可以找回以前你認識

的人。還有，我一直很想見到那些我在一年級就見到的

名字，而他們在我畢業多年後名字還是出現在校友會的

資訊中﹗例如張煊昌會長、何萬森師兄……」

「我畢業那天就加入校友會。」林寶明校友笑說：「拍畢

業照時，我站在第二排，前面的何萬森師兄轉頭問：同

學你加入了校友會沒有？我說沒有，何師兄給了我一張

名片。張會長加上一句：加入校友會是很好的。於是我

便加入了﹗」兩位大師兄無論何時都為聯合書院盡心盡

力，的確是我們的榜樣。李笑開校友說：「我覺得聯合校

友會很溫馨，大家可以相聚談天。你看張會長四十多年

都是一樣，就覺得自己不去開會很罪過。我們是因為疲

倦或懶惰不開會，可是他會專程搭飛機回來開會。那種

認真叫人尊重。」

聯合書院六十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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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第四十屆學生會幹事合照。

左四為盧穎思校友。

祝願書院繼往開來

書院慶祝六十周年，各校友也走過若干年的生活道路，

看到書院在多方面發展出色。陳栢生校友說：「我在學時

書院慶祝五十周年，現在是六十。當年已覺得書院各方

面很完善，到現在是更整齊了。我對書院的期望是聯合

人能更加密切。我們這些搞活動的人是很緊貼聯合的，

以作為聯合人為榮。但是很多人畢業就走了，沒有甚麼歸

屬。」駱佩傑校友表示同意：「當一班對聯合很親密的人

換代了，新的一批能否這樣投入，是未知之數。如何維繫

書院的價值，讓大家留在大家庭中，需要艱苦的努力。」

李笑開校友說：「我當然祝願書院繼續欣欣向榮，但我

覺得一定要保留那種包容、自由的氣氛。」

盧穎思校友說：「我希望書院繼續有突破—我那個年

代有思源館的開幕，是大學唯一有酒牌的地方。突破之

餘希望聯合能有一些傳統能承傳下去，繼往開來。我覺

得聯合書院不斷有創新，院長們都很致力幫助學生開

拓，讓他們有全人的發展，所以，聯合學生是幸福的，作

為校友，我更是欣悅。」

謝家祥校友說：「聯合的基本精神是植根香港。從前我

們在通識課聽高美慶教授解釋水塔的意義，當時新亞

的水塔兩邊是黑色的，代表承擔中華文化五千年的傳

統，而聯合的水塔是下闊上窄，是一棵樹，植根香港，上

面則是開始發揮。我希望書院繼續植根香港，向外發

展。書院有很多創新活動，例如：我那時候有萌芽學者

學術交流計劃。」他又補充：「說到包容，當年書院學生

輔導處很包容我們，我們也努力把事情做好。希望這傳

統可以一直流傳下去，學生因此學會包容，改變自己成

為更加切合社會的人。」

馮詠儀校友說：「希望書院繼續培養學生人格成長，以

前有句口號：紮根聯合，放眼世界。我覺得到現在還是

準確的，地球村年代不可以獨善其身，不可以只關注 

自己。」

擁抱聯合

謝家祥校友特別提到，林寶明校友做學生會的時候，有

一項院慶活動名為「擁抱聯合」值得介紹。當時大約有

六百位同學，聯同院長和輔導處的職員，大家手牽手把

聯合校舍圍住，由胡忠圖書館經「湯石」、「伯草」繞過

飯堂從馬路那邊回到圖書館。林寶明校友說：「當年院

慶籌委主席是學生會的另一幹事。籌委幹事特意選在午

飯時間後舉行，讓更多同學可以參與，事前做了鋪天蓋

地的宣傳。結果是很好的，場面融洽，大家手牽手轉了

兩圈。」馮詠儀校友說：「不如六十周年再做一次？」

這個活動當時吸引了幾百位同學參與。大家期望的，正

是那種眾志一心的熱切，校友與同學都一樣，從心中擁

抱聯合﹗

2006年4月12日，當年馮國培院長、輔導主任劉行榕教授、陳栢生會長（正中）及學

生會新舊幹事會於第四十四屆聯合書院學生會交職禮主持切燒豬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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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工商學院早在1938年在香港創辦，院長王淑

陶一生奉獻給華僑，為香港及中國培養大量專業人

才。1956年華僑與廣僑、文化、光夏及平正共五院

合併組成聯合書院。余濟美院長在華僑創校七十五

周年特刊賀詞中，強調華僑工商學院是聯合書院的

根，華僑校友一直對書院的發展鼎力支持，包括校

董會前任主席岑才生先生、現任主席張煊昌博士，

李鉅能博士和何萬森先生都是華僑校友。多年以

來，華僑校友捐款至今已達一百二十多萬元，在聯合書院設立多個獎學金及獎項。今年欣逢聯合書院六十周

年鑽禧大慶，華僑校友會呼籲全球華僑校友，以愛護母校之心去支持聯合書院的發展，並祝中大聯合書院校

譽日隆，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更大的貢獻！

華僑工商學院校友會會長
邊陳之娟敬賀

寫在六十周年校慶前

曦社在哪日成立，已無從稽考，據我所知，曦社是聯合書院第一屆有自己名稱的級社。曦社是1977年畢業同

學的級社，大概在1976年成立，以晨曦為名，鼓勵同學懷著朝氣，面對前景。其後我們的學弟妹們，也跟隨成

立了昭社。可惜的是，昭社之後，無以為繼，成立級社也停了。級社對凝聚同學的歸屬感起重要作用。以我們

為例，近年我們就以曦社之名義舉辦了多次「重聚」聚會，出席人數十分踴躍。我們現正籌備在明年舉辦曦社

畢業四十周年聚會。

六十年，近年曦社同學也有不少「登六」個案，對此

並不陌生。子曰，六十而耳順。朱熹注，聲入心通，

無所違逆。聯合書院在過去六十年得到前人努力耕

耘，集義斯大，成就今天。在此甲子校慶前夕，謹祝

聯合書院踏入耳順之年，聲入而心通，無所違逆，

繼續秉承明德新民校訓，識古知今，開來繼往，爾

式爾瞻，唯精唯一，邁向下一個甲子。

曦社社長
陸炯鉀（77/經濟）敬賀

曦社成員

聯合書院校友會理事、幹事及顧問

華僑工商學院校友會2016年理事會 會長邊陳之娟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創校六十周年誌慶

我校聯合•氣象萬千
聯合書院校友會會長
殷巧兒（69/英文）敬賀

聯合書院六十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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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美東校友會（本會）自2012年

9月註冊成立以來，一向遵循其會章，

促進校友情誼，提供母校最新資訊，及

加強與其他中大校友會的聯繫。成果

簡列如下：

本會和多倫多校友會聯合發動設立

「馮國培教授基金」獎學金計劃，以資

助成績優異及勇於服務的學生。全球捐款已超越港幣二百二十多萬元。本會與美東其他校友會多年來熱心

為「小扁擔勵學行動」募捐，目前總捐款額超過港幣三十萬元，為海外校友會捐款最多的團體。

今年是母校建校六十周年院慶，本會全體成員謹向母校熱烈祝賀！歷年來母校不為剩力對學生啟發培育，

使他們對未來社會美好的創建作出積極的承擔，深深向母校致謝！本會已開始籌備校友回歸團及母校院慶

籌款等事宜，希望各校友積極參與！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美東校友會會長
楊祖恩（69/工管）敬賀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

造福社會
香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北加州）會長

梁國權（74/化學）敬賀

梁國權會長香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北加州）

美東校友會同仁與何萬森校董伉儷（前排左三、四）合照。

喜逢今年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誠蒙能代表加拿大安省多倫多聯合校友仝人致

賀辭，深感歡欣鼓舞。在人生旅程上，倏忽數十寒暑，際此母校甲子彌新，勢必冠蓋

盈門，弦歌不綴。回想六十年來母校承先啟後，莘莘學子，霑化成材；循循誨人，守

正不阿；敦品勵行，克善養志；卓然有成，羣倫景仰。曩昔教授師長，學貫中西，如秦

嶺淮河；謙兼耿介，如天山高原。攜手聯合，明德新民，昆陵高日月；挈領中大，博文

約禮，紫翠衝雲霄。樹人教誨，作育英才，萬殊而一本；剔抉磨光，俊彩星馳，紫金葳

蕤默相傳。故頌之曰：「承重載道，甲子彌新傳百世；棟樑教化，葳蕤生光千萬年」。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安省校友會會長
劉高能（72/工管）敬賀

劉高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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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斯省校友會理事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六十周年誌慶

聯啟明德盈甲子
合育新民耀千秋

香港中文大學卑斯省校友會會長
黎尚勇（79/社會）敬賀

聯合書院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乃香港中文大學三所創

校成員書院之一。

多年來，書院秉承「明德新民」之校訓，著重全人教育，提

升學生情操，廣勵師生，奮發有為，於社會貢獻良多。今

欣聞聯合書院六十周年校慶，也是湯若望宿舍四十五週

年，我心懷著喜悅之心情，向母校表達由衷之祝賀！

祝願聯合書院宏圖更展，再鑄輝煌！

湯若望宿舍宿友會會長
梁國斌（03/應用化學與管理學）敬賀

2015年湯宿之友春茗合照。

澳洲校友會每年均接待書院參加邁進地球村澳洲悉尼大學暑期課程的

聯合同學。

本人謹代表香港中文大學澳洲校友會仝人敬賀母校聯

合書院建校六十周年。澳洲校友會雖然地處南隅，對母

校聯合書院仍有緊密聯系，每年的6月及7月間，聯合書

院都選派四十多位同學到悉尼大學修讀一些短期課程，

澳洲校友會藉此機會，安排了一日遊的康樂活動給他

們，我們的目的一方面是與同學生們分享悉尼的沿海景

色，另一方面亦希望同學們多了解本地的民情風俗，這

項活動已籌辦了好幾年，甚受同學們的歡迎。

2015-2016澳洲校友會會長
林錫濤（79/社會）謹賀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六十周年誌慶

精英薈萃
薪火傳承

伯利衡宿舍舊生會會長
 李劍雄（81/財務）敬賀

在張煊昌博士（左三）、殷巧兒女士（中）、余濟美院長（右四）、前舍監

伯利衡宿舍黃鉅鴻教授（最右）及舍監陳德有博士（左二）見證下，由李

劍雄會長（左四）及幾位幹事組成的伯利衡宿舍舊生會正式成立。

聯合書院六十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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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實習計劃
為了讓書院學生獲得更多實習工作的機會，書院與校友

會自2011年夏季起舉辦「聯合書院實習計劃」，希望同學

在畢業前獲取實用的工作經驗，透過計劃認清未來事業

的路向。本計劃於今年為聯合書院學生提供多個實習空

缺，詳見下表：

校友僱主 書院學生 實習日期
陳永良校友

（85/政政）

（圖1；右）

蘇俊傑（法律/四）

（圖1；左）

9/5/2016-
3/6/2016

李國忠校友

（86/生化）

李冰瑩（法律/二） 10/5/2016-
3/6/2016

吳彥渝（法律/五） 3/6/2016-
30/6/2016

方詠熺（法律/四） 4/7/2016-
29/7/2016

梁浩然（法律/二） 1/8/2016-
26/8/2016

李敏兒校友

（85/政政）

（圖2；左）

何佩恩（法律/二） 16/5/2016-
3/6/2016

方詠熺（法律/四）

（圖2；右）

6/6/2016-
24/6/2016

劉鴻昌校友

（96/電子）

（圖3；左）

林銘兒（生物醫學工程/二）

（圖3；右）

21/6/2016-
3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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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萬森先生 1957 經濟 $1,000 何萬森書院服務優異獎

何萬森先生 1957 經濟 $2,000 何萬森通識專題研究論文獎

梁國安先生 1957 經濟 $1,000 梁國安書院服務優異獎

張煊昌博士 1958 經濟 $2,000,000
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張煊昌博士醫科生

獎學金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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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政治與 

公共行政校友
1974 政政 $30,000 1974聯合政治與公共行政校友獎學金

吳漱芬女士 1975 社會 $11,550 聯合書院入學獎學金

游應森先生 1975 經濟 $250,000 游應森住宿獎學金

游應森先生 1975 經濟 $250,000 游應森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盧榮俊博士 1976 工管 $10,000 六十周年院慶活動

王德成先生 1976 經濟 $200,000 德慧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陸炯鉀先生 1977 經濟 $10,000 陸炯鉀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陸炯鉀先生 1977 經濟 $1,000 陸烱鉀書院服務優異獎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趙正安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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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紫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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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少卿女士

1979/

1979

市場/

會計
$3,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校友獎學金

麥民基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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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校友獎學金

王慧雯女士 1979 化學 $10,000 聯合書院化學系獎學金

黃宏泰先生 1979 財務 $5,000 聯合書院工商管理學院1979校友獎學金

李玉珍女士 1980 電子 $3,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梁冠鏗先生 1981 會計 $1,500 1981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丁立榮先生 1982 政政 $10,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陳永良先生 1985 政政 $1,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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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張華醫生 1986 醫學 $17,500 彭張華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尹鳳蓮女士 1986 英文 $1,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梁世昌先生 1987 社工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文振球先生 1988 中文 $500 「粵韻悠揚賀鑽禧」粵曲晚會

陳淑貞女士 1990 中文 $2,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謝家祥先生 1993 社工 $1,5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許　晶女士 1994 工管 $10,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李天澤先生 2012 專業會計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總額 $2,887,250

截至2016年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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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校友獲特區政府授勳
於2016年7月1日公佈之授勳名單當中，本院校友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頒授勳章，詳見下表： 

本院校友 勳章/委任 

王倩儀女士 （79/英文） 金紫荊星章 

黃世照先生 （77/生化） 銀紫荊星章 

鄭國漢教授 （75/經濟） 銅紫荊星章 

蘇偉文教授 （88/財務） 銅紫荊星章 

陳婉婷女士 （10/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銅紫荊星章 

梁建文先生 （78/電子） 榮譽勳章 

何小芳女士 （80/社會） 榮譽勳章 

李志恒先生 （86/市場） 榮譽勳章 

邱　健醫生 （99/內外全科醫學士）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羅翠薇女士 （91/政政） 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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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伯華（72/歷史）（圖4）

從美國回港的海外校友梁伯華教授伉儷（前排右及左）於

2016年6月15日到訪書院，校友會副會長何萬森校友（57/經

濟）（前排中）、校友會理事林偉雄校友（87/市場）（後排中）

及書院同事接待梁教授。

姜趙玉蓮（72/中文）（圖5）

姜趙玉蓮校友自2008年9月在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

究院攻讀博士，穿梭京港八年，有志者事竟成。學科專業是美

術學，研究方向為中國書法文化，通過博士學位的課程考試和

論文答辯，2016年6月獲授予文學博士學位。志願終生傳揚書

法文化。

潘少孟（72/會計）
聯合書院六十周年誌慶

探賾鉤深啟上庠，欣逢甲子慶皇皇，五所大專從併納，聯合，

新民明德且知方。　　草創黌宮殊窄小，談笑，課餘易聚訴衷

腸。拓展移山興學術，相率，萬千士子志飛揚。

馮國培（73/化學）（圖6）

本院校友馮國培教授獲書院通過委任為本院榮譽院務委員，

由2016年8月1日起生效。

方永平（83/生化）（圖7）

本院校友方永平教授獲香港中文大學委任為崇基學院院長，

任期四年，由2016年8月1日起生效。

郭偉勳（96/政政）（圖8）

本院校友郭偉勳先生於2016年5月30日出任九龍城民政事務

專員。

許龍杰（00/醫科）（圖9；中）

本院校友許龍杰醫生於2016年8月20日舉行書院校友會「午

間茶敘」擔任主講嘉賓，講題為「如何應付失眠和生活壓力」。

陸貞元（05/政政）（圖10）

本院校友陸貞元博士於2016年8月出版了英文著作Financing  
Healthcare in China: Towards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醫療融資：邁向全民醫保》。本書採用實證主義的方法，分

析中國自1980年代的醫療融資改革路徑，並探討當今中國

醫療融資制度所面對的熱點問題，如藥價虛高、醫保詐騙、

醫保基金收不抵支等，以及提出推動醫保基金可持續發展的 
建議。

鄭小晃（08/體育運動科學）（圖11；左）、
羅芷薇（07/工管）（圖11；右）

本院校友會幹事鄭小晃先生與羅芷薇校友於2016年7月31日

結為夫妻。謹祝二人白頭偕老，永結同心！

曾詠敏（09/社工）（圖12；右）

本院校友曾詠敏女士與任天恒先生二人情繫中大社工系，

2006年夏天一同參與學系ocamp被獲編在同一組別，因而成

為好朋友。十年間互相支持，一同經歷高低起跌而成長。相識

十年，二人將於2016年10月15日假聯合書院演講廳進行證婚

儀式，開展人生新一章﹗

陳婉婷（10/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本院校友陳婉婷女士現為東方足球隊教練，早前更帶領球

隊奪得港超聯冠軍，成為全球首位帶領男子足球隊奪得頂級

聯賽冠軍的女性教練。此記錄獲得健力士世界錄認證，並於

2016年5月1日向陳校友頒發證書。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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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聯合書院院長連任及副院長任命
大學校董會於2016年6月20日的第三次會議，通過聯合書院

院長余濟美教授連任，任期三年，由2016年8月1日起生效。

書院校董會第七十九次會議於2016年6月10日舉行，會議通

過委任李鴻基教授、麥陳淑賢教授及王香生教授出任聯合書

院副院長，任期為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

為恭賀院長余濟美教授連任及三位副院長李鴻基教授、麥陳

淑賢教授及王香生教授的任命，並感謝前副院長關海山教授

對書院的貢獻，書院同事特別為五位教授舉行慶祝會，氣氛熱

烈融洽。

2016年書院畢業晚宴
由2012年級社「及聯社」籌辦的2016年畢業晚宴於5月13日

舉行。近七十位應屆畢業同學、書院嘉賓、教職員及校友蒞臨 
晚宴。

中學生參觀中大聯合書院
中大校友評議會的「社會事務小組」於2016年5月21日舉辦

「中大校園遊」活動，逾五十位學生對中大加深認識。聯合書

院十分支持是項活動，當天早上由本院黃萬成校友（88/社工）

及書院職員接待，介紹聯合書院和帶領他們參觀書院走讀生

舍堂及體育設施。

聯合健步行
書院校友會於2016年6月26日舉辦行「健步行」，暢遊有香港

小桂林之稱的流水響至鶴藪。

台山地質公園、江門、新會三天團
書院校友會、書院教職員聯誼會及書院生活委員會合辦的台

山地質公園、江門、新會三天團於2016年7月1至3日舉行。

健身工作坊
書院生活委員會與書院校友會於2016年8月27日合辦「健身工

作坊」，由聯合書院體育部講師黃安東先生（最左）及張嘉儀

校友（01/體育運動科學；左二）主持，參加者十分踴躍。

邁進地球村計劃
40名聯合書院同學於生命科學學院朱利民教授的率領下於6
月25日至7月10日到澳洲悉尼大學修讀有關環境保護及持續

發展的課程。周末期間獲得香港中文大學澳洲校友會一眾校

友熱情款待，一起到著名景點Manly Beach暢遊一天。

與獎學金捐獎人及獲獎同學茶聚
書院於2016年5月25日為

獲得本年度「韓清亮第一

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的

同學舉行茶聚。捐獎人韓

清亮先生、書院院長余濟

美教授及書院校友會顧問

陳永良先生（85/政政）與

獲獎同學暢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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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二十五年及畢業三十五年或以上校友院慶千人宴
適逢聯合書院慶祝六十周年院慶，書院將於2016年10月29日校友日晚上7時至9時假本院張祝珊師生康樂大樓一樓張

煊昌體育館舉行校友千人宴，特別邀請畢業二十五周年的聯合校友（即1991年畢業校友），及畢業三十五周年或以上

（包括聯合書院成立前五間成員書院畢業校友，即1981年或以前畢業校友）參加，與同屆校友聚舊一番。

書院已於2016年8月底寄發邀請咭予1991年畢業及1981年或以前畢業的校友，敬請踴躍支持。

2016暑期划啦啦
書院校友會與中大划艇隊校友會於 2016年8月27日假

香港中文大學水上活動中心合辦「2016 暑期划啦啦」。

聯合書院六十周年特刊

1991年度聯合書院畢業生團體合照

1981年度聯合書院畢業生團體合照

六十周年籌款活動
踏入2016年，聯合書院昂然邁進六十周年，並舉行一連

串的慶祝活動，其中包括學術講座、科研展覽、學生活

動及多項與校友有關之活動等。藉此六十周年院慶的良

機，我們希望讓社會大眾加深對聯合書院以及聯合人的

認識。

書院將藉著六十周年院慶推行籌款活動，希望為書院未

來發展作好準備及支持書院各項獎學金及學術研究活

動。凡於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間累積捐贈

港幣一萬元或以上者，將鐫名於日後建於聯合書院校園

的銘謝牌匾上。

閣下可於ht tp://uc 60.uc.cuhk .e du.hk / image s/
Content/Donation/Donation_Form_Webpage.pdf

下載及填妥認捐表格，連同捐款支票（抬頭：香港中文大

學），寄回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院務室。如有

查詢，請聯絡本院院務主任李雷寶玲女士（電話：3943 
7577，電郵：christina-li@cuhk.edu.hk

聯合書院校友會 
2016年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2016年10月4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7時正

地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43-59號東美中心22樓太平

洋保險有限公司會議室

敬請各會員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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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問：殷巧兒會長（69/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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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李雷寶玲女士

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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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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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聯合書院創校六十周年，書院校友會及書院教職員聯誼會

將於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晚上假香港港麗酒店宴會廳舉辦 

「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餐舞會」。這個五年一度的盛會，將以 

《桃李滿聯合、春風一甲子》為主題，希望能讓不同年代的校友師

生，新知舊雨，濟濟一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將出任餐舞會榮譽贊助人，當晚節目包括晚宴、舞會、傳統藝術

表演、幸運抽獎等。

餐券每位港幣980元（每枱十二人，港幣11,760元），有興趣參

加的聯合校友可於2016年9月8日起在書院網頁https://cloud.

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960221訂購，亦

可向聯合書院學生輔導處報名（查詢電話：39437582）。名額有

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攝影比賽
《聯合印象一甲子》

為慶祝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院慶，書院特別舉辦六十周年院慶

攝影比賽《聯合印象一甲子》，徵集有關書院的新舊照片，

歡迎書院校友、學生及教職員踴躍參加。

參加者需填妥網上參加表格（ht tps://cloud.itsc.cuhk.

edu.hk/webform/view.php?id=1912285），並自行列印表

格的確認電郵，連同存於光碟的作品，於2016年11月30日下

午5時前，郵寄或親身遞交至聯合書院（新界沙田香港中文

大學聯合書院曾肇添樓二樓）。每位參賽者最多可遞交三份

作品。比賽結果將於2017年1月下旬公佈。冠、亞、季軍得獎

者可獲現金獎勵，得獎作品更有機會於攝影展覽中公開展出

及刊登於書院刊物。

詳情請瀏覽院慶網頁：http://uc60.uc.cuhk.edu.hk/images/uc60photocompetition.pdf。如有查詢，請致電

3943 9266或電郵carolchow@cuhk.edu.hk 與本院學生輔導處周穎姿女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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