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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文蘭芳（75/中文）

開始訪問時，殷主席提及︰「聯合校歌中我最喜歡的一句曲詞是︰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讀書明理，當能體察歷史和社會的演變，

在其中發揮才能。殷主席是眾校友的大師姐，在書院有多年的服務

經驗，在不同領域作出貢獻，真正體現了校歌這一句的深層意義，也

足以提綱挈領讓我們了解她在參與書院發展的堅持與動力。

行止有度
務實創新
專訪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 
暨校友會會長殷巧兒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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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及，校董會主席一職擔子不輕，她答應接任時有何

考慮。殷主席說︰「首先，張煊昌博士和其他校董提名了

我，即使我對自己沒有信心，對他們的選擇卻是有百分百

的信心，因此也加強了自己的信心。其次，我考慮自己能

夠做甚麼，以及校董會有甚麼優點和傳統是要維持下去

的。」她認為團隊十分重要，而在歷任主席領導下，團隊

已建立得很好，所以應要鞏固團隊的力量。「尋找資源、

加強團隊，是我作為主席希望能做到的。」

優良的傳統要發揚

聯合書院是中大創校三書院之一，現在中大有九個書

院，還有她的優勢嗎？殷主席肯定回應：「有！」

「歷史是我們的優勢。從篳路藍縷到今天的氣象萬千，

過程中彰顯了我們聯合書院的精神，就是不畏艱辛，多

麼艱難的境況我們都克服度過，這是我們要傳承的精

神。團隊也是我們的優勢，我們有很好的團隊，一定要

加以鞏固。」

書院的發展當然不會停留在歷史回顧裡，正如近幾年的

一句口號：「務實創新」，說明聯合的獨特精神，在奮鬥

中顯出務實，在發展中看到創新。殷主席指出從歷任院

長身上可以看到榜樣：「陳天機院長推動通識教育，設

立的天機電算室；李卓予院長在校園發展方面，構思及

籌建陳震夏宿舍、思源文娛中心等；黃鈞堯院長開展學

長計劃及領袖訓練等活動；馮國培院長一直努力發展校

友事務和籌款，並設立「邁進地球村」計劃；余濟美院

長在化學研究方面非常成功，帶領書院籌建第五座學生 

宿舍。」

她微笑說道：「現在大家在講ST EM，我覺得我們有

STREAM。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是已有的，而

文化藝術（Arts）也是我們的傳統，比如從我在學時的

話劇一直下來，有很多承傳，這是A，至於R，就是研究 

（Research），我們有很多人一直在默默耕耘，我覺得將

來我們在適當時候可以高調一點點，讓人知道我們在這

些方面的發展。這樣加起來就是STREAM，我們向此發

展，是我們的傳承，也是未來的方向。」

教育者的信念與襟懷

殷主席多年在校友會參與學長計劃，緊貼著一代又一代

同學的成長。有人說現在的學生難教，她笑說從自己的

殷巧兒主席在學時擔任聯合書院十周年餐舞會主席。

殷主席在學時活躍於不同的學生活動，除了戲劇外，

她還學習柔道。當年柔道班合照中，只有一位女同學

參加，那便是殷主席（前排右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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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到自己當老師，到現在的老師，莫不說學生難教！她正容說：「這不是教育的藉

口，不管是甚麼階梯（幼稚園以至大學）或時代，每個年代的學生都有些特色，因此要

因應這些特色，把學生教好。教育就是教人，學生就是我們的子女或弟妹，我們會怎樣

去發揮他們最好的潛質？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這是從事教育者必須有的態度。」

「我自己有一個教育的方程式：『以愛傳愛，以仁育人，以生命影響生命。』第三句很多人

提及，我在前面補充了態度和內容。你要學生去愛其他人，你必須先愛他；以仁育人是

教他怎樣去做個好人，是品德的培養；以生命影響生命則是以身作則。這也可說是我的

座右銘。」

書院優良傳統：讓同學得以發揮

說起來，聯合書院從校董會以至院方，一直重視尋找資源，讓學生可以到外地交流學

習，盡量發展潛能。殷主席表示同意：「這也是一個例子說明我們有很好的傳統，一定

要繼續及加以發展。我覺得聯合書院是很能夠給機會予學生讓他們發展的。我自己就

是一個例子。我65年入學，66年聯合書院十周年，慶祝餐舞會竟然讓我去擔任主席，

我只是學生，真的受寵若驚，也十分戰戰兢兢，因為真的沒有經驗。當然，老師一直在

殷巧兒主席捐助成立的維德領導才培育計劃，每年均資助書院與香港童軍總會

合辦的通識科目GEUC2018【實踐領導才】，迄今開辦了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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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指導和提供意見。還有67年讓我去美國參與交流三個

月，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國去那麼遠的地方，機會十分

難得。全港兩所大學只挑選一個人去交流，我很感謝書

院給我一個機會去爭取，他們真是很大膽。」

細數之下，聯合書院有好幾位同學代表香港參與這交流

活動，「第一位是郭有義（66/工管），第二位是馬金順 

（67/英文），然後是我，接下來是顧爾言（70/中文），最

後是陳文琬（70/社會）。之後就沒有了這項交流活動，

因為那是美國國務院全數贊助的，他們不再贊助便停止

了。」殷主席以前曾多次說及感激書院的栽培，因此不忘

回饋，現在她擔任校董會主席，認真表明：「現在無論如

何我們要開拓資源，給學生提供機會出外見識，那是很

重要的。」

一呼百應的校友會

殷主席擔任聯合書院校友會會長十年，在她看來，聯合

書院校友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校友會很主動與書

院合作，彼此關係很好，向心力很強。

「書院有甚麼需要，我們一呼百應盡力幫忙。就如學長

計劃辦得很成功，全賴校友會與書院合作才辦得成。

校友會呼籲校友參與做學長，書院則承擔很多工作，

例如面試學生，以保證參加者的質素。」她認為學長計

劃是令學長和學員都能得益的：「大家互相學習。學員

從學長身上學習他們的經驗，學長則有機會多了解年 

輕人。」

學長計劃在2000年開始，當時得到已故岑才生主席慷

慨捐出大筆金額，活動亦以他冠名。當年存款利息很高，

單以利息已足夠應付支出。後來環境改變，漸漸要耗用

本金，資金漸漸不足以支付所有支出。「當然可以另外

重新尋找大額資源，更改冠名，但這不是我們喜歡的

方法；商議再三，張煊昌博士提出尋找逐年冠名贊助的

意念，而整個學長計劃可以保持原來命名。張博士帶頭

贊助一年，我和李國忠校友也分別贊助一年活動，接下

來會有其他校友答應接力。這是一個例子，說明校友會

的團隊精神，只要在事情上大家找到共識，就會齊心去 

成就。」

殷主席認真地說，校友會需要校友多貢獻他們的時間。

她說：「現在工作中的人要抽出時間是很難的，所以職

場中的校友只能盡量吧。我特別呼籲剛退休的校友來 

幫忙。」

在校友會服務多年，殷主席最大的感受是團隊。「我覺

得這個團隊真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們的校友有很多人

才，都是獨當一面的人物，但是他們來到校友會，都能放

下身段，加入團隊之中，在其中發揮其崗位上的力量。有

些事情你有多能幹都是做不到的，幸運的是聯合書院校

友是大家與負責人一起去幹。當然他們或有不同意見，

但方案訂下來就會大家一起去做。」

殷主席說：「校董會也是一樣，校董在各行各業都是一

等一的人才，而他們都很願意幫助書院。我相信日後他

們更能發揮聯合書院務實創新的發展方向和精神。我對

未來的方向非常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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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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訓聰先生 1965 社會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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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維德入學獎學金

英汝興先生 1970 化學 $50,000 達顯獎學金

麥慧文先生 1972 物理 $500 一般用途捐款 

姜趙玉蓮博士 1972 中文 $10,000
姜趙玉蓮博士明德新民校友 

學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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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裕光先生 1980 地埋 $100,000 何屈寶霞邁進地球村系列獎學金

梁冠鏗先生 1981 會計 $1,500 1981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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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嘉莉女士 2017
食物及 

營養科學
$3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總額 $275,470

截至2018年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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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捐款進度報告（截至2018年8月6日）

捐款項目 金額  總計  港幣

1957年 $33,600

1958年 $12,000

1959年 $1,000

1960年 $60,200

1961年 $60,500

1962年 $0

1963年 $0

1964年 $0

1965年 $1,170

1966年 $6,500

1967年 $24,000

1968年 $80,160

1969年 $25,850

1970年 $55,500

1971年 $39,740

1972年 $62,900

1973年 $78,700

1974年 $55,870

1975年 $21,600

1976年 $87,700

1977年 $51,000

捐款項目 金額  總計  港幣

1978年 $79,300

1979年 $25,770

1980年 $65,300

1981年 $80,000

1982年 $25,500

1983年 $99,385

1984年 $75,100

1985年 $111,970

1986年 $37,700

1987年 $59,800

1988年 $13,100

1989年 $6,800

1990年 $15,123

1991年 $4,100

1992年 $1,200

1993年 $15,300

1994年 $14,500

1995年 $4,800

1996年 $1,200

1997年 $2,300

1998年 $10,800

捐款項目 金額  總計  港幣

1999年 $1,000

2000年 $12,400

2001年 $10,400

2002年 $1,000

2003年 $500

2004年 $11,800

2005年 $4,800

2006年 $6,800

2007年 $11,300

2008年 $9,300

2009年 $800

2010年 $0

2011年 $0

2012年 $800

2013年 $0

2014年 $0

2015年 $307

2016年 $0

2017年 $0

總額  $1,578,245

畢業二十五年及畢業三十五年或以上校友院慶千人宴

1983年畢業生合照

1993年畢業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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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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校友獲特區政府授勳
於2018年7月1日公佈之授勳名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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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國明校友（83/政政） 香港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簡啟恩校友（91/社會） 香港警察榮譽獎章

余大偉校友（84/中文） 榮譽勳章

梁鳳兒校友（85/地理）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林家耀校友（81/數學） 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容樹恒校友（94/醫科） 太平紳士委任

潘偉榮校友（94/政政） 太平紳士委任

聯合書院實習計劃
為了讓聯合書院學生獲得更多實習工作的機會，書院與校友

會合辦「聯合書院實習計劃」，希望同學在畢業前得到實用的

工作經驗，透過計劃認清未來事業的路向。本年度特別鳴謝校

友僱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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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雨軒（法律/二）

周卓瑩（法律/一）

（圖1；左）

8/5/2018 - 30/5/2018
3/7/2018 - 27/7/2018

李敏兒校友

（85/政政）

（圖2；左）

湯富兒（法律/二）

（圖2；右）
4/6/2018 -12/6/2018

李國忠校友

（86/生化）

（圖3；右）

林茜（法律/三） 
（圖3；左）

陳蘊怡（法律/三）

14/5/2018 - 8/6/2018

3/7/2018 - 27/7/2018

何萬森 ﹙57/經濟）（圖4）

本院校友何萬森先生八十二歲喜得孫兒，兒子偉業與日裔媳

婦東由美從紐約攜孫兒健朗Christian回港，於本年6月2日假

香港怡東酒店岸濤廳，舉行百日宴招待親友。當晚中大校友出

席者眾，聯合書院院長余濟美教授、副院長麥陳淑賢教授、李

鴻基教授與校友﹙見圖﹚，及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校友

會聯會教育基金會校友及會屬學校校長均蒞臨到賀，為宴會

增輝添色。現場所見，中大各書院歷屆校友聚首一堂，拍照留

念，宛如中大校友的聯歡晚會，氣氛熱鬧，喜氣洋洋。

陳偉儀（74/化學）（圖5）

本院校友陳偉儀教授於2018年8月1日獲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

副校長（策略發展），任期為3年。

黃錦冰（78/社會）（圖6）

黃錦冰校友於2018年7月21日假亞洲國際博覽館獲頒亞洲知

識管理學院院士。

伍國明（83/政政）（圖7）

本院校友伍國明先生於2018年7月1日獲行政長官頒授香港廉

政公署卓越獎章。伍校友現為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處長，負責

領導社關處為不同階層和界別推展的防貪教育及宣傳工作。

有趣的是，伍校友自己一家已有三個中大聯合人，他的太太梁

韻璇（83/社工，前明愛醫院醫務社會工作部部門經理）和女兒

伍芷瑩（18/會計）都是聯合書院校友；而且伍校友的兄長伍

展明（79/社會，前政務官及曾於多個機構任高職）同時是聯

合校友和資深書院導師，真正是伍家上下持續地傳承「明德新

民」的聯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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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偉茵（86/政政）（圖8）

本院校友莊偉茵女士於2018年7月26日獲浸會大學頒授榮譽

大學院士，以表揚她對社會作出的重大貢獻及支持。頒授禮

將於9月4日舉行。

林偉雄（87/市場）（圖9；右三）

本院校董兼書院校友會理事會副主席林偉雄先生於2018年

8月4日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週年會員大會上，當選主

席，任期由2018年8月4日至2020年8月31日。

1988年政政系校友（圖10）

一班1988年畢業中大政治行政系同學於2018年6月1日難得

各自丟下繁忙工作，從香港、中國不同地方聚首一堂，契闊談

讌，參與畢業三十周年飯局，印證歌曲《似水流年》歌詞：外

貌早改變，處境都變，情懷未變。

陳慧敏（90/中文）（圖11；左）

本院校友陳慧敏女士最近榮獲Mediazone頒發Most Valuable 
Services Awards 2018 (Innovative Public Rel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Group) 及Smartest Partner of the Year
兩個獎項，以表揚她於公關傳訊界別的傑出創新表現。這是陳

校友第三次獲頒獎項。

曾肇榮（04/生物）（圖12；右二）

本院校友曾肇榮先生與女友楊可兒於2018年6月16日假香港

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鄭棟材樓C1講室舉行婚禮。恭喜兩位新人

百年好合，永結同心！

鄔鍵輝（05/電子工程）（圖13；左）

本院校友鄔鍵輝先生榮獲亞洲知識管理學院頒授「亞洲傑出

創新領袖獎」，該獎項旨在表彰在創新思維和領導才能方面

擁有傑出成就，並帶領團隊走向革新的社會翹楚。頒授典禮

已於2018年7月21日假亞洲國際博覽館完滿舉行，八十八位來

自不同界別的社會翹楚及五間傑出企業獲頒授殊榮，逾千名

社會名流及嘉賓出席見證，場面盛大。

鄔校友特別感謝在大學及事業路上的夥伴，誠摯積極的幫助

及合作，突破重重困難及波折，憑藉創新、專注的精神，於過

去幾年間不斷優化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開拓服務網絡，致

力推廣綠色能源及環保概念，為著下一代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毅步前行。

黃國峻（07/工管）（圖14；左）

本院校友Estée Lauder市場總監黃國峻先生早前獲香港市務

學會頒發《2017/18市場領袖大獎》。黃校友在學時曾擔任聯

合書院第二屆國際演講會會長。

禤柏衡（10/英文）（圖15）

禤柏衡校友於2018年英國約克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博

士研究員比賽中以Contemporary Poets, the Visual Arts, 
and Ekphrasis為題演講，獲頒該中心博士研究員榮銜，為

該校英國及有關文學系的代表。禤校友去年被選為Eyewear 
Publishing最佳新晉英國及愛爾蘭詩人之一。禤校友在學時

曾擔任聯合書院第四屆國際演講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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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午間茶敘」
書院校友會於2018年5月26日（星期六）假嶺南會所舉行「午

間茶敘」，邀得林志秀教授（左二）主講「吃出健康膚髮」。

潮州美食三天團 
由聯合書院校友會與聯合書院書院生活委員會於2018年8月3
至5日合辦的「潮州美食三天團」已順利舉行。

「瘦身教煮營夏日」烹飪工作坊
書院校友會分別於2018年6月19日及6月21日晚上假Siemens 
Home Appliances Experience Centre舉辦行「瘦身教煮營夏

日」烹飪工作坊，由註冊營養師潘德翹先生（站立最左）主持。

聯合書院邁進地球村計劃
三十九名書院同學在課程顧問市場學系李家正博士帶領下，

於2018年6月23日至7月9日前往澳洲悉尼大學修讀有關環境

保護及持續發展暑期課程。除了課堂學習，課程也安排同學們

到訪悉尼市議會與副市長會面及參觀費爾非爾德市農場等，

以對當地的環境保護的工作有更深入了解。

周末期間，李博士及同學們獲得中文大學當地校友會一眾校

友熱情款待，一起到著名景點Manly Beach暢遊一天。

第五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 
高校現代書院制教育論壇
由聯合書院與學術交流處（國內事務）舉辦的第五屆海峽兩

岸暨港澳地區高校現代書院制教育論壇，於2018年7月17至

20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是次論壇主題為「書院於現代大

學國際化所扮演的角色」，滙聚超過四百位來自香港、台灣、

內地、澳門、英國、韓國、印度等地，逾四十所院校或機構的教

育專家、書院同仁及學生，共同探索書院制教育模式的發展趨

勢。今屆論壇蒙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及聯合書院

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贊助。

論壇包括主旨演講、專題報告、分場論文報告以及學生論壇。

院長余濟美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書院專場」中發表有關聯

合書院的外地交流學習及文化體驗活動的演講。在學生論壇

上，聯合書院陳俊匡同學擔任主持人，書院代表歐陽懌同學則

分享了參與外地交流活動的經驗與得著。四百多位與會者積

極分享交流書院發展的經驗和心得，共創書院教育新里程。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18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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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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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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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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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書院校友會 
2018年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 2018年10月22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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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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校友日網頁：http://www.cuhk.edu.hk/uc/AlumniDay2018，
以網上註冊方式登記出席是次活動。
校友更可瀏覽此網頁以了解書院校友日的最新消息； 或

2. 填妥附於《聯合校友》2018年9月號之活動回條，
於10月19日前傳真至2603 5412，
或寄回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學生輔導處； 或

3. 直接致電3943 1948向本院余慧儀女士報名； 或

4. 電郵 alumni-uc@cuhk.edu.hk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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