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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然不同的大學生活

兩位校董同是商學院的畢業生，他們的大學生活以至事業道

路卻是迥然不同。不過他們一致認同：提倡通識教育的中文

大學自由開放，是培養不同人才的地方，學生各適其適，都可

以有亮麗的發展。

兩位校董在校時間不同，他們卻都是典型，一位是學業派的

典型，年年拿獎學金；另一位是活躍派的典型，交朋結友，充

分享受校園生活。

訪問嘉賓：

張宏毅校董（79/會計；右）

林偉雄校董（87/市場；左）

撰文：

文蘭芳（75/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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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在聯合的青蔥歲月，張校友想到的都是學業。會計

系功課緊迫，必修課多，老師要求嚴格，要取得好成績

並不容易，可是他的成績非常優異，老師告訴他，他是中

大會計系第一位連續兩學期獲得GPA 4的學生。「我後

來讀法律，是得到歐陽柏權老師的鼓勵。中大的老師對

學生很支持，他認為會計和法律有類似之處，鼓勵我讀

法律，所以法律與工商管理是一齊讀的。」張校友感念

恩師，後來捐贈獎學金，也以老師命名。他也很感激聯

合書院頒予邵逸夫獎學金，讓他到倫敦經濟學院進修法

律碩士課程。

林校友回應張校友：「我是相反的，校園生活豐富。我

在中學同學的崇基宿舍房間『屈蛇』兩年。大三大四才

得到聯合宿位，宿舍生活真是多姿多彩，每晚都招呼朋

友，當時同學尤其是交換生最喜歡來我那裡，互相學語

言。」難忘的得意傑作是有一次煲雞湯，從大埔買來藥

材和兩隻雞，煲湯半途香氣已吸引了不少老友來分嘗，

一看所餘不多，連忙加水繼續煲，結果最後所有喝湯的

人都說好喝。

張校友說：「我家住火車站不遠，沒得住宿舍，參與活動

真的比較困難。」他翻閱桌上照片冊，指其中一張拔河

比賽照片中，他在旁邊的啦啦隊中，「也是一種參與。後

來到倫敦經濟學院讀法學碩士，入住學院宿舍，生活多

姿多彩，才知道這麼好玩。我是離開中大，才真正體會到

校園生活的。」

林校友說自己GPA不高，但學位成績尚可。「我有兩個暑

期都去了美國，第一次是參加Camp America，當是我是

唯一的香港人，八個星期沒有講過中文，英語尤其口語進

步很大。於是，我選科時多選外籍老師的課，他們一般

比較自由，喜歡學生發言和主動，在這些科目我都取得

好成績。」林校友笑說：「我懂得選科。」

張宏毅校友在學時參與在書院舉行的拔河比賽。1979 年畢業前，會計學系的男生，張宏毅校友（後排左五）與鍾汝滔教授（前排右二）、孫南教授 

（前排左二）、歐陽柏權教授（前排最右）及戴兆廷教授（前排最左）合照。

重視關係，建立人際網絡

無論是專心讀書的高材生，或是喜愛參與活動的活躍分

子，他們一致認為，在學時學到了很多東西，奠定了將來

就業時的基本技巧和態度，特別是在人際關係和人際網

絡上。兩位校友都說，今天他們的同學經常聚會，自己

是主要「搞手」。張校友說自己與很多老師都保持聯絡，

不時會與他們吃飯，在外國的也會以電郵經常聯絡。 

「1984年我回校兼職教學一年，講授新的選修科公司

法。我與學生的關係也很好。」

林校友說：「讀書的經驗與出來做事是相關的，主要是

一種訓練。你不怕見人，外國人也好，交換生也好。我覺

得大學生活影響你的性格，在宿舍認識好幾個參加很多

活動的同學，後來在生意上成就都很好；成績他們一定

不太好，但做事很能幹。正如張校董說，大學可以幫助不

同的人發揮。」

張校友說：「我向來認為，與同學的關係是最好的—

不管是小學、中學還是大學的同學，因為沒有利害衝

突。後來出來做事，要找人幫忙，同學是最好的。這個

網絡很珍貴。在大學時代建立友誼十分容易。」林校友

深表同意：「大家相識於微時很重要。彼此的聯繫很 

重要。」

迥然不同的事業道路

說到事業方面的發展，張校友坦承事業道路一帆風順， 

「因為是專業的關係」。在英國讀完法學碩士回港，他的

第一份工作是在關祖堯律師樓。「關祖堯律師與中大很

有淵源。關祖堯先生是中大第一任校董會主席，是他在

立法局動議成立中文大學的，校園所在的整個山頭也是

由他圈定的。現在法律學院有一批書籍是關祖堯律師樓

捐贈的。」張校友說他在律師樓跟隨黃學斌律師，上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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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師傅，教曉他很多東西。「我學到的是，金錢不是最重要，尊嚴和人格更重要。」

張校友在法律事業上發展順利，兩年後就成為合夥人，一直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直至師

傅退休。「當時我已涉獵金融領域，並考取了美國CPA及CFA專業資格，於是決定創業，

出來做一間投資管理公司，到現在也做了十多年了。不過我沒有放棄法律，現在我仍在

施文律師行任顧問律師。兩邊一齊做。」

林校友笑說自己當初入學時已抱有心願：「快些畢業，出來找工作。」畢業後寫了幾封

求職信，第一封信申請一間錶廠的職位，就獲得聘用。「當時社會經濟環境不錯，畢業

生平均可獲2.8份工作聘用。」可是，工作環境比較困難，老闆常常罵人。「工廠的老闆，

以粗言穢語罵人，我不怕他，會跟他說：你罵完了沒有？罵完了給我一分鐘講話，我講完

就走。」雖然這樣，林校友認為嚴格的老闆能教出好徒弟。

「當時工業蓬勃，我第一次代表公司參加鐘錶展，卡片上印有學歷，旁邊展攤的負責人

收到我的卡片，說，你讀完BBA不需要做錶吧？因為工業一般都是紅褲子出身，在我

們行業裏，讀完大學的極少。行內朋友就叫我『大學林』。」可是林校友就這樣做起廠

來，一直沒有改變。「第一份工作做了三年零八個月，其後第二第三份工作都只是幾個

月。最後一份工作被人挖角，是鄰班同學代他表兄來發掘人才的。怎知四個月後，對方

說業績不理想，不如不合作了。正徬徨時，遇到一位中學同學剛開了公司，我就與他商

議合辦新公司。當時約93年初，兒子剛出生不久，我又在讀MBA，不是沒有壓力的。我

這是被迫創業，與張師兄不同。」

拿著微薄的五萬元資金，林校友租了一個「寫字樓劏房」，提著公事包，帶著一些樣板，

就到展覽會場找客戶。「做了幾年營銷，已認識了一些客戶。當時環境好，如果你個人

有誠信，舊客戶會信任你。事實上我以前做得不錯，所以舊公司的大老闆來找我回巢，

不過我既然與人合作創業，就要守住承諾。總而言之，摸著石頭過河。不久，接到了一

張大訂單，沒有足夠資金去做，於是一生人一次向人借錢。那是在中大認識的同學，他

借了錢給我，我完成訂單，收到貨款便連本帶利清還債項。因為賺得幾十萬，資本變得

林偉雄校友在學時攝於中大「百萬大道」。 林偉雄校友（右）與杜首南校友（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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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買了寫字樓，繼續營運下去，直到今天。」誠信與

人脈發揮了重要影響。

未來需要創新及卓越

談到對行業的展望，林校友直言：「凡是做製造業的前

景都不太好，但仍可以想一些創新的方法去營銷。比如

說，個人化的手錶便是。」他認為目前在鐘錶業，智能機

械化暫時不構成威脅。反而是毛利率低還加上放數，行

業變得不健康。

他分享他的心得：「做銷售的，誠信很重要。比如我做某

大公司的單，如果信用好，另一大公司會隨之而來，成為

我的客戶。關係也很重要，什麼都是關係。一些行業的

買手，來來去去都是那一批人，今天在這一間公司，明天

在另一間公司。又或是今天在香港公司，明天在上海的

同一間公司，所以保持良好的關係很重要。保持關係的

技巧，在大學時已訓練出來，當然個人的性格很重要。

如果你不喜歡接觸人，那就沒辦法了。如果你喜歡接觸

人，能夠通過關係發揮力量，那麼對生意很有幫助。」

張校友同時從事兩個行業，對法律行業的前景，他這樣

說：「在法律方面，國際化較重要。現在律師多了，本地

競爭激烈，也不容易做。國際律師行不同，因為可以收費

較高，可以處理收購合併上市這類付得起費用的工作，

更能應付昂貴的租金。律師一定要有專業精神，才可以

成功。至於大律師，仍然是很好的行業。不過讀法律不

一定要做律師，還可以做各種專業及支援性的工作，也

可以是投資方面的工作，好處是因著訓練，你會知道風

險何在、機會何在。」

至於投資界的環境，張校友形容為「海闊天空」。「投

資的好處，是很快知道成果。每個領域都不同，要看自

己的表現。做得好，人人都找你。」他引用彼得．林奇 

（Peter Lynch）的自白，林奇從富達基金提早退下，收到

不少人的來信感謝他，例如感謝他令自己很少的資產大

大增值，以致後來有能力供給兒子上大學。言下之意，投

資不只是為錢，也有其他方面的意義。

張校友指出，人工智能對業界是有壓力的，在投資領域

已引入不少資訊科技。比如說監察某些指標，指標達到

時就發出信號。有些工作的確不再需要使用人力，環境

跟以前不同了。「投資界真的要看個人，要適合，同時要

全情投入。平庸是不可以的，渾渾噩噩是不可以的。你

看，他創業是很大投入的。」

林校友回應：「是的，是要投入。創業的路，事倍功半。尤

其像我，資本不多，真是九死一生。如果太太不支持都做

不到。」伴侶同心，似乎是兩位校董沒有明言的秘訣。張

校友提及最近剛取得第四個碩士學位，兩年前他完成了香

港科技大學及紐約大學合辦的全球金融碩士課程，亦是

全班及歷屆最好成績的畢業生（所有個別科目都是A+）。 

「經常應付學業至凌晨兩三點，幸得太太十分支持。」

說到對有意創業的校友有什麼忠告，張校友強調：「一

定要盡心盡力，要有熱衷的心，還要準備好失敗。成功

是無數次失敗後發生的，很少人一帆風順。」林校友說： 

「要『瞓身』，要犧牲很多，包括個人生活。要創業就不

能收工晚上出去玩，而是百分之二百的投入。即使投入了

也不一定成功，尤其今天更加是這樣。因此，一定要有

創新，今時今日一定要講求創意。」

張校友補充：「還要有全球視野，因為資訊透明，任何人

都可以參與進來。這不是說熟悉本地沒用，你看投地就

知道，很少外面人來投地，就是因為對本地不熟悉。」

總而言之，盡心盡力，全情投入，還要不斷更新，提升自

己。這正是他們的實踐。

張宏毅校友攝於公司前。

林偉雄校友攝於公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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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書院校友日於2017年10月14日於聯合書院校園舉行。

書院希望透過校友日，讓校友及家人一同回到母校慶祝聯合

書院六十一周年院慶，互聚情誼，並了解母校最新發展情況，

加強校友與母校的聯繫。

當日逾一百二十位校友及家人一同參與校友日。院長余濟美

教授及校友會會長殷巧兒女士於校友日歡迎會上致辭，校友

並於本院學生飯堂參加院慶生日會及享用下午茶。校友隨後

分組參加三項活動：（一）與書院思源文娛中心管理委員會合

辦─親子雜果撻工作坊；（二）參觀書院校友徑及各項設施； 
（三）於張煊昌體育館乒乓球室使用體育設施，全體校友共度

一個歡愉的下午。 

適逢聯合書院慶祝六十一周年院慶，書院於2017年10月14日

校友日晚上假本院張祝珊師生康樂大樓一樓張煊昌體育館舉

行校友院慶千人宴，特別邀請畢業二十五周年（即1992年畢

業）及畢業三十五周年或以上（包括聯合書院成立前五間成員

書院的畢業校友，即1982年或以前畢業）的聯合校友參加。當

晚超過三百一十位校友參加這次溫馨的聚會。書院並特別邀

請多位榮休老師與校友於母校聚舊，場面溫馨熱鬧。本院校

友會顧問黃鈺應先生（82/市場）及及吳孝清女士（82/會計）

擔任是次晚宴司儀。不少校友捐款支持書院的各項發展，書

院謹向各位老師和校友的支持表示由衷謝意。

書院校董會主席兼校友會榮譽會長張煊昌博士（中）帶領祝酒儀式。

全體嘉賓合照。

1958至1981年畢業校友合照。

1982年畢業校友合照。

1992年畢業校友合照。

大合照。

親子雜果撻工作坊。

眾嘉賓主持校友日生日會切餅儀式。 

左起：院務主任李雷寶玲女士、副院長兼校友事務及發展委員會主席

王香生教授、副院長兼輔導長劉行榕教授、基金會副主席兼校友會副

會長何萬森校董、院長余濟美教授、校董會副主席、基金會主席兼校

友會會長殷巧兒校董、前院長馮國培校董、副院長麥陳淑賢教授及校

友會理事會副主席林偉雄校董。 

2017年聯合書院校友日 畢業二十五年及畢業三十五年或以上

校友院慶千人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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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六十一周年院慶紀盛（圖1、2）

聯合書院六十一周年院慶典禮已於2017年10月20日於大學邵

逸夫堂圓滿舉行完畢，書院邀請了書院校董會主席張煊昌博士

（58/經濟）和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75/經濟）擔任當天

的主禮人，並在典禮上致辭。書院學生會亦籌辦了連串的活動

以慶祝書院院慶，包括聯合起跑、大笪地及千人宴等。

為祝賀書院六十一周年院慶，校友會於2017年10月20日書院

學生會舉辦的「千人宴」中，贊助全場燒豬及抽獎禮品。

本院校友第五屆校友院際高球賽報捷
由香港中文大學校友高爾夫球會主辦第五屆校友院際高球賽

於9月2日（星期六）於東莞鳳凰山高球場舉行，合共64位中大

校友球手出席，場面熱鬧。當日天公造美，未受颱風影響，球

賽順利進行。結果聯合書院奪得團隊總桿冠軍，衛冕成功。

代表聯合書院出戰團體賽的11位球手包括：（圖3）

左起：葉冠東（86/財務）、林星群（95/工管）、蘇國良（86/企管）、蔡利

利（16 /體育運動科學）、梁康宜（17/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何樂昌

（85/物理）、隊長梁果華（77/數學）、張展翔（89/醫學）、劉秋生（90/電

子）及鄧金榮（86/企管）。隊員藍俊峰（99/化學）未有參與合照。

其他獲個人獎項的聯合球手名單如下：
個人總桿冠軍—梁康宜（17/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

個人淨桿季軍—林星群（95/工管）

謝繼志（57/經濟）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院慶慶典感言：

聯合書院吾搖籃，培育賢才千千萬；

顯身社會諸領域，處處為民作貢獻。

學長率先樹榜樣，後學直追更向上；

繼續甘為孺子牛，長江後浪推前浪。

周國忠（71/社工）、黃靄儀（73/地理）、梁國權
（74/化學）、莫麗譙（76/歷史）（圖4）

從美國北加州回港的海外校友周國忠校友、黃靄儀校友、梁國

權校友、莫麗譙校友於2017年11月13日到訪書院，聯合書院

院長余濟美教授親自接見。

左起：周國忠校友、院長余濟美教授、梁國權校友、莫麗譙校友及黃

靄儀校友

姜趙玉蓮（72/中文）（圖5）

2017年6月23日，在中大利希慎音樂廳姜凱唐（右）的畢業音

樂會中，其中一曲，是姜凱唐揮鼓棒彈唱，而母親姜趙玉蓮

（左）配合音樂書法揮毫，兩代中大人、母女雙揮的演出，成為

佳話。

莫偉民（77/政政）（圖6）

從 美國回港的 海 外 校 友 莫偉民 先生 及 太 太 莫 麗 珊女士

（Susan）於2017年9月19日到訪書院。

原來莫校友與太太Susan相識於中大，七十年代聯合書院與

美國威廉士學院（Williams College）合辦交流計劃，Susan
是從威廉士學院派來聯合書院的第一位女導師，在中大英文

系擔任助教。後來，莫校友獲聯合書院獎學金赴美國繼續進

修，並與Susan締結良緣。

右起：院長余濟美教授、莫偉民先生及莫麗珊女士

陳美蓮（80/社工）（圖7）

本院校友陳美蓮女士於2017年10月13日獲香港中文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頒發《2017年卓越督導獎》。她曾獲第一屆《2013年

卓越督導獎》，是首位兩次獲獎的得獎人，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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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文（88/財務）（圖8）

本院校友蘇偉文博士於2017年9月25日起獲委任為運輸及房

屋局副局長。

黃至生（94/醫學科學）（圖9）

本院校友黃至生教授（左）於 2017年11月16日舉行的香港中

文大學第83屆大會（頒授學位典禮）上獲頒發2016年青年學

者研究成就獎。

陸貞元（05/政政）（圖10）

本院校友陸貞元博士於2017年7月起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擔任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助理教授，並進行

有關人口老化、電子醫療、醫療政策、電子政府及網絡安全的 
研究。

吳璟儁（06/政政）（圖11）

本院校友吳璟儁先生於2017年9月25日起獲委任為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政治助理。

李家樂（17/分子生物技術學）（圖12）

本院校友李家樂女士（右二）於2017年10月20日舉行的聯合

書院六十一周年院慶典禮上獲頒本年度的「聯合書院明德

獎」。獎項由校董會主席張煊昌博士（左二）頒發予李校友，

並由院長余濟美教授（最右）及副院長兼輔導長劉行榕教授

（最左）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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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鉅能博士 1961 工管 $61,0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張訓聰先生 1965 社會 $77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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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00 維德領導才培育計劃

談國培先生 1973 工管 $1,000,000
捷隆集團談國培工商管理學院
教學研究基金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葉鎏忻先生 1974 工管 $50,000 楊陳美玉念慈獎

葉鎏忻先生 1974 工管 $50,000 R生活藝術獎

葉鎏忻先生 1974 工管 $50,000 凌道揚院長紀念獎

葉鎏忻先生 1974 工管 $50,000 陳立強星洲醫德獎

葉鎏忻先生 1974 工管 $50,000 港九潮洲公學校友獎

葉鎏忻先生 1974 工管 $50,000 何祖興陳智榮暨家人善行獎

葉鎏忻先生 1974 工管 $50,000 李烈景陳純玉雙親關愛紀念獎

葉鎏忻先生 1974 工管 $50,000 梁智仁鄭劍瑜熱心服務獎

葉鎏忻先生 1974 工管 $50,000 中華文化復興獎

劉雅章教授 1974 物理 $5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吳漱芬女士 1975 社會 $15,4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余國源先生 1976 歷史 $6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1978聯合 
經濟系校友

1978 經濟 $50,000 1978聯合經濟系校友獎學金

曾華光先生 1978 會計 $10,0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劉海先生 1978
華僑工商 
學院

$10,000
佛教大雄中學李鴻鈞老師 
紀念獎

王慧雯女士 1979 化學 $10,000 聯合書院化學系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200,000 張宏毅獎學金

潘蕙娥女士 1979 社會 $50,000 潘蕙娥社會學系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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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一雄先生 1982 政政 $10,000
聯合書院第一代大學生入學 
獎學金

吳一雄先生 1982 政政 $10,0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吳一雄先生 1982 政政 $10,000
1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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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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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2,000 一般用途捐款 

李國忠先生 1986 生化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程祖傑先生 1990 電子 $1,200 聯合國術會30周年學業優異獎

李國滔醫生 1992 醫學 $10,0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黃英宏先生 1993 統計 $200 聯合書院馮國培教授基金

黃英宏先生 1993 統計 $200 冀世安神父紀念獎

黃英宏先生 1993 統計 $200 聯合書院基金會基金

林明昌先生 1995 政政 $26,000 聯合書院住宿助學金

鄭國漢先生及 
余素娟女士

1998
食物及 
營養科學

$10,000
聯合書院第一代大學生入學 
獎學金

黃驍勇先生 1999 計算機工程 $3,000 聯合國術會30周年學業優異獎

唐昌榮先生 2000 地理 $4,000 聯合國術會30周年學業優異獎

鄭玥兒女士 2003 工管 $5,000
聯合書院第一代大學生入學 
獎學金

龍富銘先生 2007
自動化與計算
機輔助工程

$10,0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李天澤先生 2012 專業會計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陳健朗先生 2016
機械與 
自動化工程

$306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陳健朗先生 2016
機械與 
自動化工程

$2,500
聯合書院第一代大學生入學 
獎學金

陳健朗先生 2016
機械與 
自動化工程

$2,5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陳健朗先生 2016
機械與 
自動化工程

$2,000 聯合書院入學獎學金

陳健朗先生 2016
機械與 
自動化工程

$2,600 聯合書院住宿助學金

陳健朗先生 2016
機械與 
自動化工程

$307 聯合書院明德新民校友基金

陳健朗先生 2016
機械與 
自動化工程

$307
2015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 
優異獎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友會 $50,420
聯合書院校友會王裕凱博士 
紀念獎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友會 $50,420
聯合書院校友會朱夢曇教授 
紀念獎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友會 $50,420
聯合書院校友會黃文袞博士 
紀念獎

總額 $2,27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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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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

理事劉鴻昌先生（96/電子）及何婉玲女士（94/工管）於2017
年11月16日聯合書院畢業禮中，在本院湯若望宿舍設置攤位

招募會員，特別為畢業同學提供拍攝專業畢業相優惠，成功招

募應屆畢業同學加入校友會，校友會即送拍攝專業8R畢業個

人相兩張。

聯合書院校友凡於本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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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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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聯合共敘」
書院校友會於2017年11月17日假奧海城2期香港紅十字會總

部舉辦「聯合共敘」。是次邀得歐陽偉豪博士（95/兼讀中英

語文，98/研究院英文）主講「跨」張的中文學習 。

皮革製作入門班
書院校友會於2017年9月29日舉辦 

「皮革製作入門班」，由於反應熱

烈，特加開10月6日及10月13日兩

班，讓參加者親手製作皮套，可用

作證件套、八達通套、行李牌或書

包名字牌等。本活動目的為持續地

凝聚有共同興趣的校友，因此將會

推出下一浪，敬請密切留意校友會

消息。

校友會「午間茶敘」
書院校友會於2017年9月16日假嶺南會所舉行「午間茶敘」，

是次邀得梁秉中教授（左三）主講「高齡也健康」。

與專業人士碰杯
書院校友會與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校友會於2017年9月21日

假海員俱樂部三樓，以「公關/傳媒」為主題合辦「與專業人士

碰杯」。

校友會2017年周年會員大會
書院校友會於2017年10月18日假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43-59
號東美中心二十二樓太平洋保險有限公司會議室順利舉行。

岑才生學長計劃： 
2017-2018李國忠學年
岑才生學長計劃：2017-2018李國忠學年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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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
月19日及10月17日，分別舉行學員及學長簡介會。本屆迎新午

宴亦於2017年11月4日於九龍旺角帝酒店舉行。當日出席的嘉

賓、校友和同學逾一百八十人，包括書院校董會主席兼校友會

永遠榮譽會長張煊昌博士、書院校董會副主席兼校友會會長

殷巧兒女士、署理院長王香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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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會長於席間特別感謝本

年度贊助人李國忠先生及各界對書院學長計劃的鼎力支持。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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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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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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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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3943 8654 / 3943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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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告

本院校友陳家保先生（85/企管）於2017年9月15日下午於

瑪嘉烈醫院病逝。本院同仁深表哀悼。

本院校友利國偉先生（86/市場）於2017年10月9日逝世。

本院同仁深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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