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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0日，張煊昌博士不擬續任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繼續留任校董。在卸下重
任前的一星期，張博士接受《聯合校友》訪問，暢談他擔任校董會主席、校友會會長多
年與聯合書院共同邁進的觀察與感想。

難忘校友到斯里蘭卡祝賀及參觀

「我1958年畢業於經濟系，是聯合書院第二屆的畢業

生，今年是我們那屆畢業六十周年紀念。」張博士是

眾多校友的大師兄，也是我們的榜樣。他由1964年至

2008年擔任聯合書院校友會會長一職，達四十四年之

久，這項紀錄，可說無人能及。為表揚張博士的貢獻，校

友會同仁在張博士2008年榮休後，推選他為聯合書院

校友會永遠榮譽會長。究竟有什麼動力推動張博士積極

參與校友會工作？

撰文：

文蘭芳（75/中文）

六十載與聯合書院同邁進 ，
五十四載與校友會共創輝煌
—訪校友會永遠榮譽會長張煊昌博士

張煊昌博士伉儷及兒子張子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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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博士以一貫和煦笑容徐徐回答：「我在聯合書院校友會服務五十四年了，我認為參與

校友會的工作很有意義，不但能夠團結不同年代校友的力量，也擔當了校友與母校之

間溝通的橋樑，我樂此不疲。由於我經常參加不同的校友活動，例如校友日及聚餐，見

到聯合書院不同年代的校友，令我一直保持心境年輕。」

那麼，在校友會多年，又有什麼難忘的事情呢？張博士說：「在校友會，令我感到最難

忘的是中大校友會聯會曾經於1991年5月主辦一個旅行團，目的地是斯里蘭卡。事緣

當時我是聯合書院校友會會長（按：也是中大校友會聯會會長），而我擔任斯里蘭卡駐

香港名譽領事多年，並於當年獲斯里蘭卡總統授予國家榮譽勳銜。校友們得知喜訊，

藉此機會到當地參觀考察，並獲得斯里蘭卡政府非常高規格的接待。」張博士作為斯

里蘭卡駐香港名譽領事，經常支持斯國的福利建設，他曾經資助當地政府建成一條村

莊，扶助貧苦大眾解決居住問題，村莊獲命名為張煊昌村。校友祝賀張博士獲頒最高

榮譽勳銜，組團到訪斯國，參觀了斯里蘭卡國會，獲國會秘書長親自接見，更特意到張

煊昌村探訪居民，的確是一項盛事。

毋忘篳路藍縷

自1976年起，張博士出任聯合書院校董；2012年接任第八任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

六十年來，從學生到校友、校董、校董會主席，他一直見證著聯合書院的發展，張博士

有甚麼感想？

張博士說：「聯合書院於1956年成立，當時書院校舍在堅道147號，設備十分簡陋，書

院規模雖小，但師生感情親密。在物資缺乏的環境下，聯合書院仍默默耕耘，培養不

同行業的專業人士，致力服務香港社會。」

「我們早期的學生就是與書院一起從微小的開始走過來。我以學生、校友、校董及校董

會主席的不同身份，見證了聯合書院過去六十多年的發展及成長，故此，我對聯合書

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校友於1991年5月組團到訪斯里蘭卡，祝賀張煊昌博士（右四）獲斯里

蘭卡頒授最高榮譽勳章，並參觀張煊昌村探訪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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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同行共邁進，張博士看到書院發展蓬勃、成就輝

煌，十分珍惜。他說：「感激歷任校董會主席及歷任校

長、院長，在他們的英明領導下，聯合書院不斷發展，無

論在硬件的校園發展，或是羅致具豐富研究及教學經驗

的學者加入書院，都大大提升了聯合書院的學術地位。」

服務香港，持續創新

聯合書院是中文大學的創校書院之一，從當年的三所成

員書院發展到今天的九所書院。在中大九所書院之中，

張博士認為聯合書院發展出甚麼特色？

張博士指出：「在中大九所書院之中，我認為聯合書院一

直以『札根香港、放眼世界』，『與時並進、持續創新』

為發展的特色。」當年聯合書院的成立，正是回應了社

會的要求，年輕人需要高等教育的機會；社會發展，也

亟需培養人材。書院在茁壯成長過程中，一直以創新的

態度服務社會。張博士舉例說：「六十多年來，聯合書

院伴隨着香港的成長。為了配合香港社會需要，書院早

於1970年便創立政治與行政學系及電子工程學系，並

於1971年創辦生物化學系，培養莘莘學子，貢獻香港 

社會。」

作為大學書院，聯合書院同樣有著放眼世界的恢廓宏

圖。張博士繼續說：「廿一世紀，現代的科技縮短了人與

人之間的距離，令整個地球如同一條村落。聯合書院與

時並進，持續創新，積極推動學生放眼世界，鼓勵他們

參加邁進地球村計劃，參與海外交流學習，與來自內地

及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一起學習和成長。」

行有餘力，定必捐學

超過半世紀以來，張博士一直熱心教育，除了積極支持

書院及書院校友會外，還慷慨解囊，大力扶掖後學，先

後設立多項獎學金及學業優異獎。談到他對捐學的熱

誠，張博士直截了當，點頭同意：「我相信教育可以改變

命運，所以我希望我的一點綿力，可以幫助到更多的師

弟師妹，鼓勵他們繼續努力、發憤讀書，改變自己的命

運。」他認為教育至為重要，對個人對社會都是長遠發

展的投資，所以張博士向來慷慨支持教育項目，是發自

內心的堅定信念。

捐助教育就是投資人材，不久便看到成果。張博士說： 

「見到師弟師妹學有所成，我感到很高興，同時，我亦期

望他們將來學有所成，行有餘力之時，定必捐學，回饋母

校，令更多的聯合書院學生受惠。」所謂滴水之恩、湧泉

相報。張博士自己並不居功，但他希望有更多校友戮力

同心，都來出一分力，一起承傳下去。

張博士除了捐贈各種獎學金以鼓勵莘莘學子外，私下更

幫助了不少有需要的師弟妹。其中一件令人津津樂道的

事情，就是張博士為了馬上把師妹申請工作所需要的推

薦信寄出，冒著風雪開車去寄信。談及昔日往事，張博

士樂呵呵地從桌上拿起一封信向我們一揚，說這位孫貝

貝同學雖然已畢業多年，仍與他緊密聯繫，不時給他寫

信，報告近況，彼此間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捐助的是

金錢，收穫的是情誼；難怪他是一臉滿足的笑容。  

張煊昌博士（中）相信教育可以改變命運，故此每年捐出多

項獎學金及學業優異獎，為學生帶來鼓勵。

張煊昌博士（中）經常身體力行，參與不同的校友活動。

圖為2007年7月14日，張博士及家人一同參加校友宿舍生

活重溫營的植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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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載繼往開來

訪問當天，張博士仍然擔任著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那麼從出任校董會主席以來，有

什麼難忘之事嗎？

「作為校董會主席，令我最難忘一定是聯合

書院慶祝六十周年生日。」他說：「聯合書院

今年將繼續貫徹『務實創新，聯合邁進』的

主題，並舉辦多項活動，慶祝母校成立六十

周年。多姿多彩的院慶活動集合了書院教職

員、校友、同學以及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充

份展現出聯合創新、多元及團結的精神，令

整個聯合校園充滿生氣，饒具意義。其中院

慶餐舞會更是整個六十周年院慶的焦點所

在。書院很榮幸邀請得當時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務司司長，即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女士答應擔任餐舞會的主禮嘉賓和榮譽贊

助人。當晚餐舞會辦得有聲有色，令我感到

非常難忘。」

除了是第八屆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其實從1976年起，張煊昌博士一直在校董會服務

貢獻，見證和推動書院光輝發展。對於未來的日子，他對聯合書院繼續邁進有什麼期

望呢？

張博士說：「聯合書院發展一日千里，設備完善，有如茵的綠草地、巍然聳立的水塔，還

有小徑、大樹和雕塑陪襯。加上設備完善的學生宿舍及走讀生舍堂，中大首創為同學而

設的天機電算室，還有每年頒發總額逾一千萬港元的獎助學金、獎勵計劃及經濟援助

等，獎項逾二千八百多項。我期待書院繼續努力，爭取籌建第五所學生宿舍，為學生增

加入宿的機會。」

張博士諄諄勸勉：「我更期望書院繼續邁步向前，秉持先賢的辦學理念，以香港為根，

教育為本，堅守『明德新民』的校訓，緊貼時代脈搏，不斷創新，培養能配合社會發展，

以服務社群為己任的人才，鼓勵同學放眼世界，積極服務社會。」

同邁進，書院大家庭你我都有份

張博士是我們的大師兄，也是聯合人的榜樣，他語重心長的勉勵師弟妹：

「今日的同學就是明日的校友，他們將來投入社會，成為優秀的專才和社會的領袖，希

望各位同學及校友繼續發揚聯合書院『明德新民』和關愛的精神。一直以來，聯合書

院的校友對書院的歸屬感很強，他們出錢出力出心，盡心回饋，令書院茁壯成長。我希

望書院繼續發展校友事務，與校友保持緊密的連繫，希望聯合書院的校友要多多踴躍

支持，抽時間參與書院及校友會精心為你們安排的活動，多返回母校走走，了解書院的

最新發展。」

「我深信書院在校友的支持下，定能承先啟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張煊昌博士（右四）攝於聯合書院六十周年餐舞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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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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蘇禮木先生 1972 商管 $3,500
1972年明德新民校友 

學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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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果華女士 1977 數學 $3,500 中大高爾夫球日捐款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林炎南先生 1980 市場 $3,500 中大高爾夫球日捐款

鄭恩德先生 1984 市場 $3,500 中大高爾夫球日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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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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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國良先生 1986 企管 $3,500 中大高爾夫球日捐款

鄧金榮先生 1986 企管 $3,500 中大高爾夫球日捐款

梁復興先生 1986 企管 $3,500 中大高爾夫球日捐款

李國忠先生 1986 生化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張展翔先生 1989 醫學 $3,500 中大高爾夫球日捐款

林星群先生 1995 工管 $3,500 中大高爾夫球日捐款

杜永祥先生 2009 計量財務 $500 邁進地球村系列助學金

杜永祥先生 2009 計量財務 $2,000
「聯合校友」郵費及出版 

經費贊助

杜永祥先生 2009 計量財務 $500 伯利衡宿舍捐款

鍾雅詩女士 2014 經濟 $10,000 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總額 $56,400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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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逢聯合書院慶祝六十二周年院慶，書院將於2018年10月27日（星期六）下午3時舉行2018年校

友日，屆時將以電郵及附於《聯合校友》第65期之報名單張，邀請全體書院校友及家人參加，活

動詳情稍後公佈。

而畢業二十五年及畢業三十五年或以上校友院慶千人宴將於同日晚上6時30分舉行，本年特別邀

請畢業二十五周年的聯合校友（即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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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或以前畢業校友）參加，與同屆校友聚舊。書院將於

2018年8月底寄發邀請咭予1993年畢業及1983年或以前畢業的校友，敬請踴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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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2018至2019游應森學年
公開招募學長
各位聯合校友：

過去十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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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電郵至 joycewu@cuhk.edu.hk 與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秘書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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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2018年7月30日前傳真至：2603 5412）

□ 本人願意參與2018至2019年度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作為本地學長。

□  本人願意參與聯合書院岑才生網上海外學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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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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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聯合人」午宴（圖1）

「中大聯合人」午宴於2018年3月15日假本院文怡閣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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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五十位校友出席。

本院校友參與「環球校友諮詢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於2018年3月6日宣布成立「環球校友諮詢委員

會」，由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擔任主席，成員包括來自全球各

地，從事不同行業的傑出校友，就打造中大成為香港、全國，

以至國際公認之第一流研究型綜合大學的願景和目標提供策

略性意見、提升中大於全球的形象，並為中大開拓資源及機

遇，以支持大學未來發展及進行具影響力的活動。十二位成員

當中合共有五位為聯合書院校友，詳列如下：

校友 職位
李偉光校友 

（77/電子）
ASM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新加坡）

王桂壎校友 
（77/歷史）

法朗克律師行（香港及上海辦事處）主理人 
（香港）

林偉中校友 
（82/國際企業）

恒生銀行（中國）副董事長兼行長（中國內地）

張亮校友 
（94/工管）

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香港）

趙舜茹校友 
（13/工管）

國際社會企業Lensational聯合創辦人及行政

總裁及福布斯「歐洲三十位年輕社會企業家」

（英國）

陸鏗（56/經濟）（圖2）

本院校友香港粵劇演員會名譽會長陸鏗先生（藝名陸文龍；

右）於2018年4月12日假新光戲院為「香港粵劇演員會」慶祝

成立三十一周年紀念暨籌募經費，與名伶副理事長鄧美玲女

士（左）同台演出，曲目為「金縷曲」。

邱誠武（82/生化）（圖3）

湯若望宿舍宿生會於2018年3月22日在本院文怡閣舉行高桌

晚宴。當晚邀請了本院校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前運輸及房

屋局副局長，現為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國際

級專業顧問邱誠武先生（右三）擔任演講嘉賓。他在晚宴上就

是次高桌晚宴的主題—「未來」，與同學分享他昔日的校園

生活及對職業生涯規劃的看法。

易永發（82/會計）（圖4）

書院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於2018年4月11日晚上在本院思源

文娛中心舉行第十九次學長講座，由易永發學長（中）主講，講

題為「從品酒到餐桌禮儀─投行人的分享」。易校友從商務禮

儀到品酒、點酒、餐桌、配餐、席次安排等等，與參加者一起分

享品味餐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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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宏（93/統計）（圖5）

本院校友黃英宏校友（左二）於4月在香港舉行的2018世界木

球巡迴賽—香港站，面對來自深圳、印尼、韓國、馬來西亞、

星加坡及泰國等國家及地區的挑戰者，仍然成功衛冕香港站

冠軍（長青組）。2017年黃校友表現平穩，除了在香港活木球

雙打排名賽取得年終第二名（與陳玉顏隊友），在台灣木球

錦標賽取得公開組混合雙打第三名及公開組男子單打球道賽

第五名，及世界巡迴賽香港站取得冠軍外，更於多個巡迴賽

站成功取得分數，最終令其在2017年年終男子世界排名升至 
十一位。

王建明（98/建築）（圖6）

書院與校友會於2018年4月9日邀得本院校友香港聖公會福利

協會項目及發展總監王建明校友（中）擔任「聯合書院校友講

座」第二十五講嘉賓，講題為「從設計思維到社會參與及服務

創新」。

吳家嘉（00/計算機科學）（圖7）

伯利衡宿舍宿生會高桌晚宴於2018年3月19日在大學賓館舉

行，邀得本院校友Redso行政總裁兼第二十屆伯宿宿生會幹

事吳家嘉校友（第二行右四）擔任主講嘉賓，分享他的創業心

得和在伯宿的生活點滴。

陸貞元（05/政政）（圖8）

本院校友陸貞元博士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共服務環球卓越

中心邀請，於Public Service 2030 and Beyond的研討會上，

與三十位來自不同國家的政府官員探討有關中國社會信用系

統（Social Credit System）與大數據的應用。

鄔鍵輝（05/電子工程）（圖9）

恒生樓宿生會於2018年3月28日在本院文怡閣舉辦高桌晚

宴，邀得本院校友香港電動能源有限公司總經理鄔鍵輝校友 
（前排左四）擔任主講嘉賓，鄔校友曾任恒生樓住校導師及宿

生會主席，他在晚宴上與同學們分析本地電動車業的現況和

趨勢，並分享他昔日在恒生樓的趣事。當晚有近百位同學和嘉

賓出席。

7

光

輝

聯

合

人



書院校董會消息
張煊昌博士由2018年3月20日起不擬續任書院校董會主席之

職，但仍心繫聯合，繼續在校董會擔任校董。書院校董會通過

委任殷巧兒女士接任書院校董會主席，由2018年3月20日生效。

張煊昌博士為聯合書院第二屆畢業生，熱心公益事務，成立張

煊昌基金有限公司，施惠社會，對本院尤其鼎力支持，多次慷

慨捐資贊助，如成立多項獎學金、添置體育設施、贊助員生活

動、資助醫學研究等。張博士心繫聯合，留任校董會，繼續為

書院服務，書院對張博士多年來的鉅大貢獻，不勝銘感。

殷巧兒女士是出色的教育工作者、聯合書院傑出校友。殷女士

積極參與社會服務，致力推廣中華文化，促進教育發展，推行

德育。殷女士為聯合書院校友會會長，2012年8月出任聯合書

院校董會副主席及基金會主席。她對聯合書院愛護有加，成

立不同獎學金，幫助聯合書院學生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實現

全人發展的目標和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

為感謝張煊昌博士一直帶領校董會，並對書院的重大貢獻，

以及歡迎新任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校董會副主席李國忠

先生、基金會主席黃鈞堯教授及基金會副主席馮國培教授就

職，書院校董會、校友會及教職員聯誼會於2018年3月14日假

書院文怡閣合辦感謝暨歡迎晚宴。近六十位校董、大學高層、

教職員及校友參加。

校友會「午間茶敘」
書院校友會於2018年3月10日假嶺南會所舉行「午間茶敘」，

邀得蔡興華女士（右四）主講「戊戌狗年運勢預測」。

粵曲初班
聯合書院校友會於2018年3月份假仙樂曲藝社舉辦粵曲初

班，讓對粵曲有興趣的校友一同練習與分享。

2017至2018年度獎學金頒獎典禮
本年度書院獎學金頒獎典禮已於2018年3月20日假大學邵逸

夫堂舉行。當日蒙書院新任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蒞臨主禮，

並得多位校董及捐獎人撥冗光臨。近五百位獲獎同學、家長、

校友、獲獎同學的中學校長以及書院同仁等參加，場面令人鼓

舞。書院於典禮後分別設茶會及晚宴招待獲獎同學、家長及捐

獎人。

畢業同學惜別會
本年度的畢業同學惜別會於2018年4月17日舉行，逾九百位同

學出席。惜別會由2014級社主辦，以相片集及短片形式輯錄

了同學在書院生活的美好回憶。在惜別會上，書院副院長兼輔

導長劉行榕教授向畢業班致歡送辭，而書院校友會理事會秘

書文振球先生代表校友會向畢業班致辭。而2014級社全體同

學則代表畢業班向書院送上禮物，表達對書院的衷心謝意，由

副院長劉行榕教授及李鴻基教授代表接受。

岑才生學長計劃：2017-2018李國忠學
年—年終經驗分享會暨DIY工作坊
為加強學長與學員之間的聯繫，聯合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統

籌委員會於2018年5月12日（星期六）在書院思源文娛中心舉

行年終經驗分享會暨DIY工作坊，活動包括製作康乃馨手工紙

花、頒發證書予積極參與活動的學員、經驗分享及下午茶。當

日有六十多位學長和學員參加，並就學長計劃的未來發展提

出寶貴意見。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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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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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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