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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文蘭芳（75/中文）

徐振景校友是1983年歷史系的畢業生，他的事業路線比較有

趣。畢業那年獲邀留校擔任助教一年，他沒有繼續去讀碩士，

而是進了教育學院取得教育文憑，在中學任教幾年後，卻換了

跑道。他在港大法律系從頭讀起，畢業後擔任大律師數年，再

次調整路向，加入消費者委員會。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樣一

做就超過兩旬。

社會責任，自然而然

也許徐校友屬於大器晚成的一類，大學四年級他以「從天津教案所

反映的中國外交問題」為題而寫的論文得了中大的論文獎，學業成

績斐然，但他笑言小學時成績表經常是紅色的，「你見過只有體育和

音樂兩科及格的人嗎？」那是小學四年級的事情。從小四到大四，當

然是脫胎換骨，不過也不是一路順風。徐校友說：「我是重考才入到

中大的。當年收到中大的入學通知，開心之餘也很感動，很珍惜那

段學習的機會，（從自己的需要）看到社會上有很多人有需要，覺得

自己欠了社會一點東西。」

入學之後，他參與的課外活動都是義工服務。「參加扶輪青年團，服

務主要是探訪。女童院、男童院、兒童院全都探訪過。」徐校友憶說：

「另外，我參加了中大社工隊，有一個項目是關於中國現代史的。當

時大埔元洲仔有很多年輕人沒有機會讀書，很早就出來工作，中大

社工隊搞了一個項目幫助這些年輕人多認識中國的歷史，於是找我

們這些讀歷史的人去講授文革、三反五反、大躍進這些歷史。」

為社會做事樂如何
專訪消費者委員會副總幹事

徐振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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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貢獻社會為念，可說是時代的烙印。入大學以後參與

的都是社會服務，徐校友覺得是學校的影響。「我們生

長於一個『認祖關社』的年代，我們愛讀歷史的，很多

都傾向認祖，但那時是四人幫倒台以後，很多人都對國

家有所質疑，於是關注放了在關社方面，覺得更為重要、

更加貼地。中學的老師也有影響，會強調怎樣與社會結

連、怎樣貢獻社會。可能這些價值已經給內在化了，不需

要口號或是設立目標，而是當碰到一些事情，就知道應

該怎樣做。」

秉持信念，付代價前行

在聯合書院的四年，除了參與服務，徐校友說他喜歡到

不同學系的研討會聽講，很喜歡聽到外來訪客的分享。

畢業的時候，他已經考取教育學院入學資格，但系方卻

請求他幫忙擔任助教。「那一年是很愉快的，可以與一

眾師弟妹分享求學經驗。」不過他沒有留在歷史研究的

路途上，因為真的找不到覺得可以長期鑽研的題目，於

是按計劃進入教育界。

教學幾年他感到沮喪。徐校友說：「在教育學院所學的，

出來在建制中不太能應用，在那個年紀是很沮喪的，學

校的政策和你的理想不那麼接近。同學出來相聚—歷

史系同學大多教書，大家都不太開心，在這種氛圍下，我

開始想如果去另一個領域試試行不行。」某一天，同事

要在報讀日期最後一天去報讀法律系，拉他同去，結果

徐校友被取錄。

他說：「在比較沮喪的情況下去讀法律，我沒有想到之

後一定做甚麼。法律是很學術性的東西，我對學術很有

興趣。我不是因為律師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受吸引，當時

正是置業致富的時候，我的選擇（重頭再來）可說是不

智，因為教書的收入不差，留下來生活會舒服得多。這

一點我是知道的，也計算過。」

每一天都在為社會做事

徐校友從法律系畢業後，當了四年多的大律師，事業發

展很好。他說：「當時很忙，忙得星期六、日都沒有空，沒

有了家庭的時間。」很偶然地，在茶聚時，同學告訴他自

己將會離任消費者委員會的法律顧問一職，如果他有興

趣可以去求職云云。徐校友說：「我不是對私人執業沒

有興趣，只是當時實在忙得不可開交，我想，如果有一份

可以服務社會又較有平衡生活的工作，那就好了。」於是

他申請了消委會的工作。「起初只打算做一段時間，但入

職之後，發覺做的事很有意義、很貼地，真的每天都在

為社會做事。於是一直做下去，現在已踏入第二十一年

了。」從法律顧問開始，徐校友現在是機構的副總幹事，

負責好幾個部門的工作，包括督導法律部、投訴及諮詢

部、消費者教育部、循規部、會務秘書處等。   

他說：「我覺得消委會的工作與我的基督信仰有關：『行

公義』。」

本來只是短期打算，結果做了二十一年，這工作帶來甚

麼滿足？對他有甚麼意義呢？徐校友說：「有幾方面。日

復一日，我覺得是幫助社會，推動消費者的權益。消費

者權益其實可以說是人權的一個面向，有八大消費者權

利，例如獲得充足及真確資訊、選擇及申訴的權利等。」

與歷史系系主任王爾敏教授及同學合照。

左起：助教陳榮開先生、王爾敏教授、伍伯常

校友、徐振景校友

在大學正門歷史系同學合照。

左起：馮玉蓮校友、陳凃陽校友、陳麗霞校

友、黃培輝校友、林金燕校友、薛偉安校友、 

莫月瑩校友、徐振景校友、胡佩梨校友、麥鴻昌

校友

1983年聯合書院歷史系校友合照。

後排左起：伍伯常校友、黄雪源校

友、黃培輝校友、麥鴻昌校友

前排左起：徐振景校友、薛偉安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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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看到每個月出版，提供產品測試、消費警示等的

《選擇月刊》，是動員多個部門的集體成果。此外，我們

也就消保政策、法律和方向，進行研究，並發表報告，如

最近發表的是有關創設長者友善消費環境的研究報告，

也是跨部門的努力成果。」

點滴累積，眾志成城

回顧兩旬的工作，徐校友說：「印象最深刻的是爭取競

爭法的立法，我們爭取了近廿年！關於一手樓宇買賣也

爭取到立法，是一點一滴地累積出來的。另一印象深刻

的是商品說明條例的修訂，我和另一位法律部同事曾因

此在過農曆年時都要工作，甚至通宵奮鬥。政府為打擊

不公平的營商手法要修改法例，要我們提出建議，但時

間緊急，半年內要完成，但我們日常還是有很多工作進

行中，所以要額外努力。最終在汲取委員會的意見下完

成，而後來法例修訂的版本與我們所建議的很接近，這

是另一個眾志成城所創造的成果。」

「消委會的工作比較明顯的是處理投訴、商品測試、調查

等，其實我們下了很多工夫在消費者權利的研究，給政

府提供很多意見。政府的政策與消費者有關的部分，都

會諮詢我們。此外，我們一些同事在外面都有參與不同

範疇的諮詢委員會的工作。」

徐校友很欣賞委員會的制度。消費者委員會跟其他相類

的公營機構一樣，由政府委任不同的人才義務進入各工

作小組，職員的工作須向他們報告。「所以每項工作都

是職員加上委員共同努力的成果。委員由政府因應他們

的專才和經驗委任，監察職員的工作和提出意見，這樣

帶來不同的角度，以及制衡，是很好的制度。」

攝於消費爭議仲裁機制研究報告記者會。

左起：徐振景校友、消委會法律保障事務

小組主席陳家殷大律師、消委會總幹事 

黃鳳嫺校友（88/工管）

與寧波市消委會簽訂合作協議。

「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問到對現在的聯合校友，面對人生事業的選擇，徐校友

有甚麼意見與他們分享？徐校友說：「如果你叫我總結，

我會說一句：『放得下』。你能否放下現時所擁有的東

西？我第一年任教，就已經擔任科主任，我不知校長為

甚麼這樣指派，但我升職的機會是很高的，如果多留一

兩年應可升職。但你就是要放下。當然也有計算，放下了

能否挺過來，是要計算最壞的情況是怎樣的。『放得下』

還要給自己機會嘗試。在我的信仰來說，這是神的計劃，

我要順服的，他人未必同意，對我來說是這樣。神在每

個人的生命中有其計劃，我們盡自己能力按其教導和旨

意而行，一定不錯。」

徐校友說自己中五去了一間學校重讀，學校是儒釋道兼

崇的，其中倫理一科他學到了這麼一句：「妄想執著，不

能證得。」他說：「我覺得這話很有意思，如果超乎自己

的位置想得到一些東西是得不到的，這話平衡了我們

那一代的理想主義。教育對人的影響很大，即使是一句

話，也可終身受用。所以，如果工作壓力太大，覺得自己

不適合，為甚麼不找另一條路？這就是『放得下』。即或

那工作給你很多財富和很高地位，但如果不適合你，為

甚麼不放下，去探索其他方面？這是我想對年輕一代說

的話，因為有太多抑鬱的、不開心的……不開心可能是

因執著於不應執著的東西，如果能放下，讓自己的空間

大些。捨去一些，空間便會變大，可以放入新的東西。」

展望未來的退休生活，徐校友打算進修神學，同時讓自

己浸淫於創作之中，包括文字和繪畫的創作。他認為生

命應是豐盛的，難怪他的不同階段都各有精彩。這一

點，大家都可見賢思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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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

眾嘉賓主持校友日生日會切餅儀式。 

2018年聯合書院校友日
2018年書院校友日於2018年10月27日於聯合書院校園舉行。

當日逾一百五十位校友及家人一同參與校友日。院長余濟美教

授及校友會理事會主席李劍雄先生於校友日歡迎會上致辭，

校友隨後於本院學生飯堂參加院慶生日會及享用下午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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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麵包布甸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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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悼中大前校長及聯合書院桂冠學人高錕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第三任校長、中大工程學榮譽講座教授及榮譽博士、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聯合書院桂冠學人高錕教授GBM, 
KBE，於2018年9月23日離世，享年八十四歲。中大對高教授離世深感哀痛，並向高教授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高錕教授為出類拔萃的學者，於1966年首度提出光導纖維在通訊上應用的基本原理，促成互聯網的出現。高教授未有為此申請

專利，而是將技術開放，造福世界。高教授於2009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為他贏得「光纖之父」的美譽。歷年來高教授所獲獎

譽多如恒河沙數，並於1996年獲英國皇家工程學會頒授菲臘王子獎，以及於2010年獲封為爵士。他也在1997年獲選為英國皇家

學會院士及在2010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成就卓越。

高教授是高等教育界高瞻遠矚的領袖，1970年出任中大電子學系(現稱電子工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並為中大首位電子學講座教

授。1985年獲頒授榮譽理學博士銜，1987年至1996年出任中大校長，在任九年間獨具遠見，積極籌建工程學院、教育學院及多間

研究所，以及完成中大第四所成員書院—逸夫書院的成立。高教授任內也開設多個新的本科及研究院課程，帶領中大發展成為

一所世界級研究型綜合大學。高錕教授的科技成就改變人類通訊模式，其偉大貢獻至今仍為世人所稱頌。他出任中大校長期間，

致力追求卓越，領導中大穩步發展，建樹良多。今哲人雖萎，其貢獻永留青史。

高教授的公祭及告別儀式於10月7日及8日於香港殯儀館舉行。無數市民前往香港殯儀館向這位開創光纖傳訊科技並因此獲頒諾

貝爾物理學獎的「光纖之父」作最後致敬。高錕教授夫人衷心感謝各位聯合校友義工在高教授喪禮盡心盡力的協助。

1993年畢業校友合照。 

1983年畢業校友合照。

1958至1982年畢業校友合照。

嘉賓與全場校友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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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於2018年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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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畢

業）及畢業三十五周年或以上（即1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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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校友謝家祥先生（93/社工）、吳加輝先生（93/化學）

及李啟豪先生（93/工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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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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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煊昌博士（右七）、殷巧兒女士（左七）、余濟美教授（右五）、游應

森先生（右六）、劉行榕教授（左六）、李國忠先生（右四）與統籌委員

會成員以及今屆服務滿十五年的學長主持祝酒儀式。

殷巧兒女士（左五）及嘉賓與連續服務學長計劃十年的學長合照。

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召集人劉行榕教授（右一）及李國忠先生（左一）

頒獎予上屆積極舉辦活動的小組。

余濟美院長於波士頓探訪莫偉民

校友（77/政政）。

羅生校友（68/經濟）致送一套

舊錢幣珍藏予聯合書院。

攝於南加州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歡迎晚宴。

攝於美國大華府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歡迎晚宴。

本屆學長及學員與嘉賓大合照。

岑才生學長計劃2018至2019 
游應森學年迎新午宴
書院岑才生學長計劃2018至2019游應森學年迎新午宴已於

2018年11月3日舉行。當日出席的嘉賓、校友和同學逾一百九十

人，包括書院校友會永遠榮譽會長張煊昌博士、書院校董會主

席殷巧兒女士、院長余濟美教授、書院輔導長兼學長計劃統

籌委員會召集人劉行榕教授及書院校友會會長兼學長計劃統

籌委員會召集人李國忠先生。余院長於席間特別感謝本年度

贊助人游應森先生、歷任書院校董會主席以及各界人士對學

長計劃多年來的鼎力支持。

院長到訪南加州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
及美國大華府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
院長余濟美教授於2018年8月訪美出席國際會議期間，分別

於8月17日拜訪南加州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於8月20日拜訪

波士頓校友及於8月24日拜訪美國大華府香港中文大學校友

會，獲當地校友熱情接待。余院長更親身向海外校友分享書

院及大學的近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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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主辦《摯愛》舞台（圖1）

中大校友會聯會主辦《摯愛》舞台劇環球巡演，為母校籌得

一億四千多萬的捐款，作為弘揚中華文藝等教育經費，由時任

中大校友會聯會主席李劍雄校友（81/財務）負責有關行政事

務統籌。書院校董會主席殷巧兒校友（69/英文）則為演員遴

選委員會成員及台詞指導。

劇中多位聯合校友參與出演，包括: 李振民校友（79/生化）、

馮偉倫校友（92/訊息工程）、張華慶校友（75/工管）、蘇梓

安校友（02/計算機工程）、梁仁添校友（84/電子）、馬振峰校

友（93/工管）、黃正心校友（77/社工）、巫凱琳校友（12/護

理）、陳應杰校友（80/歷史）、李嘉敏校友（06/中文）及郭彥

虹校友（98/計算機科學）。陳越群校友（72/化學）擔任舞台

監督（北美溫哥華）。

本院校友於第五屆中大校友院際高球比賽報捷
第五屆中大校友院際高球比賽，於2018年10月6日，由崇基、

聯合、新亞、研究院及逸夫的隊長帶領下，角逐一衆獎項，結

果如下：

項目 獎項

院際團隊總桿 冠軍—聯合書院（五連霸）（圖2）

六位成績最佳 
聯合球員

梁康宜校友（17/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

隊長梁果華校友（77/數學）

張展翔校友（89/醫學）

葉冠東校友（86/財務）

鄧金榮校友（86/企管）

藍俊峰校友（99/化學）

個人總桿

冠軍：梁康宜校友（17/運動科學與健康教

育）（圖中左五）

季軍：隊長梁果華校友（77/數學）（圖中

右五）

其他聯合參賽球員包括：蘇國良校友（86/企管）、殷衛民校友

（96/專業會計）、林星群校友（95/工管）、劉秋生校友（90/
電子）、林炎南校友（80/市場）、何樂昌校友（85/物理）及劉

振曦校友（15/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

何萬森（57/經濟）（圖3）

由於電台節目早前訪問了新亞校友張浚華女士，因緣際會下逐

步追蹤了一段聯合書院創校的歷史。

張浚華校友是當年《兒童樂園》社長，她引入日本大熱漫畫

《叮噹》，包括叮噹、大雄、靜宜、牙擦仔和技安，也是出自她手

筆，故有「叮噹之母」稱謂。張校友當年在香港兒童出版界無

人不識，陪伴香港兒童成長的流行讀本。張校友極力讚揚「阿

胡」先生，花了不少時間進行兒童樂園1006期的修復上載工

作，將這一份極有教育的兒童文獻，免費獻給全球華人社會，

將此極具兒童教育意義的刊物承傳下去。這位「阿胡」的爺

爺，原來就是胡家健教授。

據何校友憶述，胡家健教授是聯合書院創校時七位院務委員

之一，他曾經在中華民國教育部任中等教育司司長，統領全國

中學教育事宜。聯合書院創校初期，院務委員會是最高行政

單位，主任委員是蔣法賢醫生，其餘五位是書院合併前的廣僑

院長陳炳權、光夏院長王裕凱、華僑院長王淑陶、文化院長朱

夢曇丶平正院長黄文袞，他們都是聯合書院第一屆校董。三院

再合併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後，胡家健任聯合社會系系主任，至

1969年退休。

後排左起：林偉雄（87/市場）、「阿胡」、蔡明都（88/會計）

前排左起：新亞香樹輝校友、新亞張浚華校友、何萬森

李京爽（76/電子）
悼高錕教授

恩師仙遊宇宙間，精靈重現展笑顏，

光纖縱橫佈四海，資訊彈指飛往還。

黃錦冰（78/社會）（圖4）

黃錦冰校友所撰寫的Hong Kong Company Secretar y's 
Practice Manual最近出版第四版。此書專為從事公司秘書專

業服務人士所撰寫，作為參考書之用，極受讀者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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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忠（84/電子）
《水調歌頭》—悼仰光纎之父高錕教授騎鶴仙遊

賢俊眾追憶，修阪望高山。莫言川海丘壑，千里兩相連。放眼

思量心奮，破壁勤磨鐵杵，熬夜視常閒。開竅撥雲霧，修果喜

無眠。

亮昆吾，鳴金鼓，澤人間。曉通萬戶，多國贈冠盛名圓。桃李 
樹人儒事，哺育英才諄勉，啓迪廣聆言。頑疾夫人伺，恩愛羨

鴦鴛。

註：昆吾，古寶劍也，與干將莫邪巨闕齊名。昆與金，是為錕。

黃偉豪（91/政政）（圖5）

本院校友黃偉豪教授最近被委任為中大新的數據科學與政策

研究學士科課程主任，並於2018年11月4日為Genext 為正策

士舉辦的第三屆《策掂—傑出政策人大賽》中學組同學分

享，講題為大數據與公共政策。黃教授希望年輕人明白認識科

技如何衝擊這個世界的重要性，如果年輕人不去掌握和駕馭

科技，便很快被科技取代。

黃至生（94/醫科）（圖6）

世界家庭醫生組織於2018年10月18日宣佈「首屆全球最傑出研

究獎項」九項最頂尖科研，其中三項由本院校友中大醫學院黃

至生教授及其團隊獲獎。此獎項是以研究的原創性及對醫學

界的貢獻作評審標準。

趙詠賢（00/體育運動科學）（圖7）

本院校友趙詠賢女士（中）於第十八屆亞洲運動會擔任女子團

體壁球教練，帶領該隊在比賽中奪得金牌。

李廣宇（01/電子工程）（圖8）

本院校友會理事李廣宇校友於2018年11月8日代表iFWD 獲頒

優秀保險企業大獎2018—最佳網上服務平台。

江韻瑤（13/新傳）（圖9）

江韻瑤校友（左）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18年8月23日頒

發「卓越獎學金」。獎學金計劃旨在資助本地學生在香港境外

升讀知名大學，以期培養具備環球視野的優秀人才，從而提升

香港於全球化知識型經濟環境下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競爭力。

馬悅君（14/心理學）（圖10）

馬悅君校友2014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研究資助局頒發

香港博士研究生獎學金，同年開始在中大攻讀心理學哲學博

士課程。馬校友剛於2018年10月完成博士課程。馬校友自幼患

有肌肉萎縮症，是電動輪椅使用者，除了希望透過研究工作推

廣社會對「無障礙 accessibility」的意識外，她於2014年更

與幾位來自不同背景但有同樣信念的朋友共同創辦「Wheel 
Power Challenge 滾動力量」，積極在社區舉辦各種體驗活

動，收集無障礙環境設施資料，藉此實地推廣「無障礙社會」

意識和同理心，建立共融的社會。

葉幸權（14/物理）
中大物理系王建方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包括本院校友葉幸權先

生研發出一種低成本的納米芯片。他們將高質量的金或銀納

米顆粒製成溶液，塗抹於玻璃片上，製成適合拉曼光譜儀使

用的納米芯片。芯片能在一般實驗室製作，可放置有機及無機

化合物。除孔雀石綠及三聚氰胺等常見有害物質外，芯片檢測

範圍更擴增至如可卡因、海洛因，甚至爆炸物等；而相比其他

同類產品，納米芯片的檢測效果更優勝。

陳俊匡（18/護理）、王立欣（18/翻譯）（圖11）

陳俊匡校友（中）及王立欣校友（右二）於2018年10月19日舉行

的聯合書院六十二周年院慶典禮上分別獲頒本年度的「聯合書

院明德獎」及「聯合書院新民獎」。獎項由校董會主席殷巧兒

女士（左二）頒發予陳校友及王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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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光

輝

聯

合

人



《聯合共敘》
《聯合共敘》之「青雲路線圖」已於2018年9月18日舉行，主講

嘉賓是經驗豐富的人力資源管理及策略計劃顧問李漢祥先

生。他分享了求職的策略和技巧、要邁向事業高峰所需注意事

項，以及想轉工或轉行時應考慮的地方。超過一百位校友報

名，反應踴躍。

書院六十二周年院慶紀盛
聯合書院六十二周年院慶典禮已於10月19日於大學邵逸夫堂

圓滿舉行，書院邀請了書院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和香港賽

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先生擔任當天的主禮人，並

在典禮上致辭。

典禮上頒發了於本年度新設的「聯合書院傑出青年學者獎」，

獲得此項殊榮的青年學者為本院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盧怡

君教授。「聯合書院傑出青年學者 」蒙書院校董張宏毅先生

慷慨捐款成立，旨在鼓勵追求研究卓越，以及嘉許在研究方面

有傑出成就的新進學者。

聯合書院學生會也於10月12日至19日期間籌辦了連串的活動

以慶祝書院院慶，包括聯合起跑、大笪地、舞會及千人宴等。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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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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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校友如不欲收取印刷版本，請電郵至alumni-
uc@cuhk.edu.hk。

下期《聯合校友》截稿日期

黑暗中對話體驗
三十位聯合書院校友和家人於2018年9月25日參觀「黑暗中

對話體驗館」，在全黑暗裡用眼睛以外感官去探索四周環境。

今次更加插了盲人點字活動和視障導賞員的分享環節。

校友會2018年周年會員大會
聯合書院校友會於2018年10月22日晚上假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43-59號東美中心22樓太平洋保險有限公司會議室順利

舉行。是次會員大會選出第二十四屆（2018-2020）理事會成

員，名單如下：

會長 李國忠先生（86/生化）

副會長 何萬森先生（57/經濟）、馮國培教授（73/化學）

主席 李劍雄先生（81/財務）

副主席 吳麗嫻博士（78/歷史）、林偉雄先生（87/市場）

秘書 張麗影女士（74/英文）

司庫 劉鴻昌先生（96/電子）

理事 何萬森先生（57/經濟）、李國忠先生（86/生化）

 文振球先生（88/中文）、蔡明都先生（88/會計）

 何婉玲女士（94/工管）、林寶明女士（94/生化）

 梁嘉珩女士（98/英文）、李廣宇先生（01/電子）

 梁國斌先生（03/應用化學）、巢景峰先生（13/法律）

會上，李國忠校友代表理事會感謝殷巧兒會長對校友會的鉅

大貢獻，過去十年擔任會長，為校友會出心出錢出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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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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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何萬森通識專題討論優異論文獎

梁國安先生 1957 經濟 $2,000 梁國安通識專題討論優異論文獎

梁國安先生 1957 經濟 $1,000 梁國安書院服務優異獎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何路德女士 1970 社會 $1,000 何路德學業優異獎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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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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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俏軒女士 1980 市場 $5,500 張俏軒獎學金

陳浩賢先生 1981 會計 $10,000 陳浩賢會計師事務所獎學金

丁立榮先生 1982 政政 $120,000 三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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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張華醫生 1986 醫學 $17,500 彭張華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李國忠先生 1986 生化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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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額 $183,400

近期校友捐款鳴謝
截至2018年1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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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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