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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校友會像一個大家庭，並非只是一個虛泛的比喻，

如果你認識當中的骨幹人物，就像這一次訪問聚談的會長、

副會長以及理事會正、副主席，他們每一位在社會上、在職

場中，都是獨當一面的人物，只是在交往中，你會發現他們都

是謙遜和睦、親切自然的。原因很簡單，一個再有成就的人，

在家中也就是家庭一份子，是可以親近往來的。更何況，他

們還貢獻自己的時間和能力，服務一眾校友。從這些人身上，

你真的感受到大家庭的氣氛和溫暖。

訪問嘉賓：

校友會會長李國忠先生（86/生化；右三）

校友會副會長何萬森先生（57/經濟；右二）

校友會副會長馮國培教授（73/化學；左二）

校友會理事會主席李劍雄先生（81/財務；左三）

校友會理事會副主席吳麗嫻博士（78/歷史；最左）

校友會理事會副主席林偉雄先生（87/市場；最右）

撰文：

文蘭芳（75/中文）

大家庭裡的傳承與邁進

專訪聯合書院
校友會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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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位師兄師姐參與校友會的資歷都不簡單，固然，何萬森師兄服務一甲子以上的資

歷，足可載入聯合史冊，相信也很難有人超越他，但是其他各位也都在校友會服務了

二、三十年的，算是老資格的前輩。他們對母校情誼深長，令人動容。是因為他們在書

院學習的日子開心又滿足，令他們對書院有很強的投入感？還是有一些人物對他們有

特別的影響？

書院生活愉快難忘

會長李國忠校友說︰「是何萬森師兄叫我加入校友會的。大學四年最難忘的是住宿，那

個年代由板間房到宿舍房間是很大的進步。我第一年就參加宿生會，第二年大膽當起

宿生會主席。那幾年認識了很多朋友。畢業時我們辦畢業晚會，請了很多師兄師姐來，

包括何師兄。何師兄邀請我加入校友會幫忙，從那時候開始參加校友會工作，至今32年

了。我相信影響最多人的典範是何師兄，他的熱心是我經歷過的。」

理事會副主席林偉雄校友笑言自己背景與李國忠校友相近。他說︰「我起初在朋友房

間屈蛇，大三開始入住伯宿，最後那一年房間向海，飽覽吐露港景色！住宿後對書院的

歸屬感愈來愈強。當時讀大學，除了上課就是上班做兼職，晚上回宿舍是很開心的。認

識了很多朋友，不同屆別、不同學系，他們加入校友會，我也跟隨參與活動，後來就入

了幹事會，校友工作一做就二十多年了。在校友會認識了很多人，十分投契。」

愉快的大學生活顯然令理事會主席李劍雄校友難忘，他說︰「我是81年畢業的，我是

伯宿第一屆宿生會主席。我在中學時代就參加很多活動，入大學後覺得這裡環境很開

放，除了學系的功課外，我也選修很多有趣科目，例如哲學、國畫等，帶給我新的視角。

我第一年住湯宿，第二年伯宿建成，可是遲了入伙，宿生要走讀個多月。我與同房去輔

導處投訴，結果只有我一人發言，原來他見到輔導處主任招炳坤先生，才發現招Sir曾是

他的中學老師，所以沈默不語，真是不打不相識！原來入宿後的住校導師正是招Sir。畢

業後不久，招Sir給我電話，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校友會幫忙，我就加入了。」

副會長馮國培校友說︰「我在73年畢業時就加入校友會成為會員，不過擔任幹事是後

來的事。82年我擔任書院的輔導主任，當時的陳天機院長很努力推動校友事務，我們

辦了第一屆校友日。因為搞活動與校友會的幹事如何萬森師兄、張景文師兄等熟稔，

何師兄就邀我在幹事會幫忙。到我擔任聯合書院院長時，我轉為校友會顧問。現在校

友們推舉我出任副會長，我也感到責無旁貸，繼續參與，希望有貢獻。」

眾人的大師兄副會長何萬森校友邀請了很多人加入校友會，他也邀請了自己。1957年

經濟系畢業的何師兄，是推動成立校友會的人。「我是九位註冊委員之一。我與聯合校

友會結下不解之緣，到去年剛好一甲子！今年是第六十一年，也是一項記錄吧。」

無私奉獻，代代傳承

理事會副主席吳麗嫻校友指聯合書院影響一生。她說︰「我很幸運四年都住宿舍。在聯

合認識了當時唸電子系的丈夫，是人生重要的轉捩點。讀書時代很開心，我們一群熱

愛打排球的朋友，在體育館練習到關門後，還可以在館外黑暗中打球。84年我在聯合

攝於1991年5月18至23日斯里蘭卡

六天觀光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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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加入校友會，可說是半公半私。我是秘書，除了做

紀錄還有一個重要任務是為張煊昌會長寫演講稿。他總

是很客氣的說麻煩我，其實我覺得很榮幸。在聯合工作

時，我搬入校園居住，三個兒子有兩個都在此出生，所以

這裡是我人生很重要的地方。當時認識了很多後來在校

友會活躍的同學，看著他們成長，事業有成，建立家庭，

又熱心公務，感到十分開心。我在校友會見到老中青各

代的人都有，實在很好。他們都是無私的，不是要得到

甚麼，也不會爭奪甚麼，所以大家相處十分開心。」

李國忠校友指出他們從年輕時就看到了榜樣。他說︰

「我們在青澀的歲月裡，就看到師兄們的榜樣。好像張

煊昌博士，每次主持會議都很準時，他為人有誠信，我們

一直跟他學習。又好像何師兄，活力充沛，毫無私心，全

心奉獻，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們在學習中成長，也看

著後來的人成長。我當律師，我做的第一次證婚就是為

校友會年輕的幹事林寶明而做，看著她成家，然後生了

兩個孩子，真是開心。在校友會有很多這樣振奮人心的

經驗。」

林偉雄校友十分同意︰「我現在同時擔任中大校友會評

議會主席，要主持會議，我是從聯合書院校友會學到主

持會議的。我從張煊昌會長、殷巧兒會長以至國忠兄那

裡學到團隊精神，會議後邀請大家一起去吃飯。吃飯時

不但可以互相交往，談話中也常會帶出新的意見，補充

了正式會議的拘謹。聯合校友會是我學習運作社團的基

地，是我另一所學校。」

學長計劃和專業實習，體現大家庭的照顧承傳

或問︰在校友會工作多年，有甚麼難忘經歷？有甚麼事

令你十分開心？

李國忠會長說︰「我在校友會32年，有很多開心難忘的

事情。我覺得學長計劃是很好的項目，我帶了一張第一

屆的照片來，你可以看到在座的何師兄、吳麗嫻、林偉雄

和我都在照片中。這計劃已完成十九屆，仍繼續發展。

我覺得是很好的貢獻。」

林偉雄校友也有同感︰「我覺得學長計劃的影響是很

深刻的。學長、學員之間有長遠感情，有些十多年前

的學員，至今仍有聯絡，非常可貴。我有一位學員名叫

Elaine，她去了美國做交換生，在假期時到北美旅遊。有

一次她到了多倫多，剛好我也在那裡，她提及很久沒有

飲過湯，我太太就煲湯給她喝，叫她來住好省錢，我們

也開車送她出入，可能我做了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感動

了她，後來她把參加學長計劃的感想寫成文章，並在文

章中稱讚我。如今她已是校友會的幹事，雖然工作很忙，

也盡力參與校友會工作。」

李劍雄校友很慷慨，接受在學的法律系學生到他那裡實

習。「每年都有學生來實習，大家變得相熟，不但是我，

也和我的同事熟稔起來。有一位實習生當年是中大學生

會的內務副會長，正好是學生會決定要把民主女神像迎

入中大安放的那個時候，無論立場如何，責任在身，他就

得負責安排。當時我們就跟他交流彼此的看法和社會人

攝於1997年6月28日的中大校友日

李國忠會長提及到第一屆學長計劃的學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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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反應等。後來他當了大律師，還是由我們遞交申請

的。他很早就加入校友會，相信也是看到了我的參與而

深受影響吧。學長計劃除了教學相長，讓學生更快適應

社會之外，也是給校友會一個承傳的渠道。」

馮教授擔任書院院長十年，與校友會合作無間，他覺得

開心的幾件事都與此有關。他說︰「我做院長的時候視

推動校友事務為重要任務。學長計劃在黃鈞堯院長時

開始，我就想與校友會一起去優化它。當時我們的法律

和建築系學生都需要安排專業實習，可是，聯合同學不

少來自資源不甚豐富的家庭，安排實習機會尤其法律系

相當困難。記得我和法律學院院長一起與國忠校友開

會，討論專業實習的可能。我相信在眾書院中，我們是首

先在校友協助下，安排學生有實習機會的。海外學長計

劃也是對學長計劃的優化，做得相當成功，同學們很高

興，因為不論出外升學、考察、交換以至旅遊，都可以及

早獲得適時而有用的意見。學長計劃真是值得推薦。」

《聯合校友》和《聯合邁進》

馮教授的得意之作，還包括各位讀者手上的這本《聯合

校友》。馮教授說︰「我覺得這刊物是聯繫校友的重要

平台。我2002年八月出任院長時，只有《中大校友》，沒

有書院的校友通訊，我馬上提出設立，校友會很支持，

從校董會那邊取得基金，十二月就出版了第一期。這些

年來從沒有脫過稿。」《聯合校友》不但寄給校友，在校

同學也可讀到，因此「不但達到聯繫校友的功能，更是

把校友的經驗通過訪問傳達在學的同學。」

何師兄指出︰「除了《聯合校友》外，我們還有一本《聯

合邁進》，這本刊物會寄給各中學，讓聯合書院的好人

好事，在中學層面也看得到，對招生也是有利的。」

何師兄認為整個聯合團隊就如一個大家庭，大家都以心

出發，十分溫馨。馮院長說校友會的確用力協助書院發

展。「例如羅德學人講座，又如很多傑出校友的講座，都

是校友回來參與，分享經驗，對學生的支持和鼓勵是很

大的。」

通過籌款讓更多校友參與

馮教授說校友日也是他的開心記憶。陳天機院長時辦了

一次，其後可能是人手或資源問題就沒有再辦。到馮院

長上任便刻意再推動，得到校友會和基金會支持，一直

每年辦下來。「校友離開校園良久，可以回來看看，帶同

自己的孩子重溫舊夢，又有機會彼此接觸，豈不愉快？現

在張祝珊師生康樂大樓地下又裝置了電子記錄系統，收

藏校友名冊，大家只要按鍵便找到自己名字、畢業年份

及學系資料，校友們都很開心。」  

書院看重與校友聯繫，並非只著眼於籌募，更因為大家

是一家人。當然，籌款是必須的，馮教授、何師兄及李國

忠會長曾經組成籌款委員會為書院籌募出謀獻策，其中

一項是設計一個方法讓同屆畢業生集中捐贈，達至集腋

成裘、細水長流的效果。何師兄說︰「我最難忘的事是與

院長合作，在籌款方面，我們合作得很好。書院和校友

會互相配合，令籌款工作更有效。」馮教授說︰「籌款委

員會想出了不少新方法，甚至報章也有報導。」

期盼校友提供意見，讓校友會集思廣益

作為新任會長，李國忠校友說他們還須探討方向和展

望。當然，會員人數必須持續增長，因為每位畢業生都

是校友，但不會自動成為校友會會員，校友會是需要自

己加入的。目前校友會會員三千餘人，佔畢業人數的百

分之十一至十二。李國忠會長說︰「過去幾年，我很鼓勵

年輕的幹事多辦活動，凝聚新的校友。這方面我們還要

集思廣益，我也呼籲會員，告知我們他們喜歡參與的活

動。我們有資源在那裡，也有熱心幫忙的校友在那裡，

歡迎提供意見，讓我們考慮。」

國忠會長語重心長地指出︰「聯合書院很優秀，有很多好

的學生、好的老師，但要保持這個優勢並不容易，需要

很多獎學金幫助學生，也幫助年輕的老師。校友會往後

希望可以加強一點向校友的推動。」

校友會不屬於幾個人，而是校友的大家庭。期望愛護書

院的校友都來參與！

更正啟事
本刊2018年9月《行上有度 務實創新—專訪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文中提及六十年代聯合書院已派出學生代表

到美國交流，首位學生為郭有義校友，第二位應為馬金順校友，第三位為殷巧兒，第四及五位為顧爾言及陳文琬，特此更正，並向 
讀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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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同仁出席華僑工商學院創校八十周年晚宴
華僑工商學院是組成聯合書院五間成員書院之一，1938年由院

長王淑陶教授在香港創立。華僑工商學院校友會為紀念母校創

校八十周年，於2018年11月23日舉辦聯歡晚宴，出席者除本港及

海外華僑校友外，到賀嘉賓不少為中大及聯合書院要員、中大

校友會聯會、基金會、校友評議會、崇基、新亞、聯合、逸夫、教

近期校友捐款鳴謝
截至2019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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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煊昌博士 1958 經濟 $120,000 張煊昌博士留學獎學金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吳家傑先生 1972 物理 $42,100 聯合書院物理系獎學金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何天正先生 1978 會計 $100,000 何張瑞芳紀念獎學金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歐陽柏權博士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孫南女士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張宏毅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10,000 仁禮獎學金

李玉珍女士 1980 電子 $1,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何啟良先生 1982 電子 $1,000 1982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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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鳳蓮女士 1986 英文 $2,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李國忠先生 1986 生化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陳淑貞女士 1990 中文 $2,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蕭錦華博士 1993 歷史 $1,0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總額 $319,500

岑才生學長計劃：2018-2019游應森
學年中期經驗分享會暨新春團拜
本年度書院學長計劃中期經驗分享會暨新春團拜已於2019年

2月16日（星期六）在中大康本國際學術園舉行，活動包括由

蔡明都校友主講「5G+大灣區：創業與就業的趨勢及規劃」、

學長和學員經驗分享、參觀沙田車公廟及往大圍潮州酒家春

茗。當日出席的嘉賓、校友學長和學員約有一百人，包括校董

會主席殷巧兒女士、院長余濟美教授伉儷、副院長王香生教

授、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召集人劉行榕教授及李國忠先生，歡

度了一個喜氣洋洋的周末。

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召集人劉行榕教授及李國忠先生與嘉賓及參加者於

分享會後大合照。

書院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與一眾嘉賓、學長和學員參加春茗。

院長余濟美教授伉儷與學長和學員一起往沙田車公廟行大運。 

育學院、研究院等校友會會長及代表等，王淑陶院長港美親屬 
王穗頣等亦出席。當晚大會筵開十七席，同賀創校八十周年。會中

聯合校董會殷巧兒主席、余濟美院長分別代表書院致賀辭，王穗頣 
代表王院長親屬致詞，最後由校友會主席葉建生致謝詞。會長

邊陳之娟博士呼籲全球華僑校友繼續支持聯合和中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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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成員中大高爾夫球日報捷
本院校友於2019年1月23日參加第十四屆中大高爾夫球日，在

個人及團體比賽中均有出色表現，而且成功衛冕中大杯。書院

謹祝賀各位得獎球員。獲獎名單如下：

• 中大盃隊際淨桿獎冠軍：聯合書院，隊員包括劉秋生校友

（90/電子；最右）、梁復興校友（86/企管；右二）、葉冠東

校友（86/財務；最左）、梁康宜校友（17/體育運動科學： 
左二）（圖1）

• 東方表行公開盃隊際淨桿獎亞軍：聯合明德隊，隊員包括

劉秋生校友（90/電子）、梁復興校友（86/企管）、葉冠東

校友（86/財務）、梁康宜校友（17/體育運動科學）

• 億京慈善基金男子組個人總桿獎：梁康宜校友（17/體育運

動科學）

吳自豪（72/物理）（圖2；中）

吳自豪博士於2018年11月22日獲香港理工大學頒授院士銜，

以表揚他對社會作出的重大貢獻及支持。

姚沈宛（73/社工）（圖3；中）

「傑出校友訪問計劃」是香港中文大學於2018年推出的全新

計劃，每年邀請一至兩位來自本地或海外的傑出校友回到校

園，為期三至五天，與學生、校友及教職員分享他們的行內

睿智及真知灼見。傑出校友訪問計劃的首位校友為聯合書院

1973年社工系姚沈宛校友。其中傑出校友訪問計劃—湯宿

夜話於2018年11月8日晚上假書院湯若望宿舍舉行，姚沈宛 
校友回到母校，擔任主講嘉賓，以「生命是有彈性」為講題，與

聯合同學分享她的心得。

張宏毅（79/會計）（圖4）

本院校董張宏毅校友於2019年2月1日起獲委任為監護委員會

委員，任期三年。

黃鈺應（82/市場）（圖5）

校友會顧問黃鈺應校友近日獲博柏學會委任為總裁，負責監

察中國、香港及澳門的運作。黃校友擁有超過三十五年保險市

場豐富經驗，歷任兩岸三地多家知名跨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黃校友現時為Kinder Management Academy的首席主任 
導師。

盧永鴻（82/政政；最左）； 
古偉牧（07/新傳；左二）； 
劉霆鋒（16/生物醫學工程學；最右）（圖6）

本院三位校友於2018年11月10日出席SDSN香港（聯合國可

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香港地區分會）與賽馬會氣候變化博

物館合辦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論壇系列」之「商業與可持續發

展」論壇，探討如何才能有效地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融入商業策略中。論壇主講嘉賓及座談會主持為中大政治與

行政學系系主任盧永鴻教授，香港公平貿易聯盟行政總監古

偉牧校友則獲邀為專題演講及座談會嘉賓，而「SDSN香港」

青年網絡統籌劉霆鋒校友也獲邀為座談會嘉賓。

陳永良（85/政政）（圖7；中）

作為律師行的合夥人，陳永良校友雖然工作繁忙，但仍不忙服

務弱勢社群，熱心參與義工服務。陳校友再度獲得2018年度

的香港律師會社區服務獎銀獎，他已連續四年獲得此獎。陳

校友一直抱著終身學習的精神，最近考取了中國司法部委託公

證人資格，為日趨頻繁的跨境法律事務，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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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潔儀（86/經濟）（圖8；左）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財務總裁馮潔儀校友於2018
年12月4日獲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及新城財經台頒發大灣

區傑出女企業家獎。

李國忠（86/生化）（圖9）

本院校董會副主席兼校友會會長李國忠校友獲聯合書院校董

會推選，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任期為三年，由2019年3月

16日起生效。

林偉雄（87/市場）（圖10）

本院校董林偉雄校友（右）於2018件12月14日獲香港工業專

業評審局頒授榮譽院士名銜，以表揚他一直以來在鐘錶業的

成就與貢獻。何萬森校董（左）到場致賀。

梁敬國（88/政政）（圖11）

書院與校友會於2018年11月20日邀得本院校友嘉華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主席辦公室秘書長梁敬國校友（左二）擔任「聯合

書院校友講座」第二十六講嘉賓，講題為「知命回顧：學習、工

作、生活」。

鍾國威（90/物理）（圖12）

鍾國威校友從事金融行業二十多年，現為全職財經網誌作

者（「股壇老兵鍾記長勝之道」ht tp://bennychung wai.
blogspot.com），除了讓一眾散戶了解價值投資的理念外，還

教他們如何選擇優質股及正確地評估公司的內在價值，並透

過港股實例加以說明。鍾校友最近出版第三本財經書，名為

《讀財報 學選股 計估值》。

張偉康（90/會計）、張珍珍（90/生物）（圖13）

相隔三十年，張偉康校友和張珍珍校友的兒子張皓壹於2018
年8月正式入讀中大，主修工商管理及法律雙學位課程。很高

興他也是聯合的一份子，一家三口聯合人，希望他能在大學發

揮自己所長，享受大學生活，識古知今，開來繼往。

莊耀洸（91/政政）（圖14）

莊耀洸律師於2018年12月9日獲義務工作發展局頒發第四屆

紫荊領袖義工獎，同時獲香港律師會頒發公益律師金獎。

趙思緯（07/政政）（圖15）

英國牛津大學科技及全球事務研究中心趙思緯博士獲駐英國

的法國領事館邀請，於2018年12月7日和法國AIRBUS的代表

在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擔任演講嘉賓，講題為「太

空可持續發展和國際衛星科技及管治」。

杜韋瑤（13/新傳）（圖16；左）

杜韋瑤校友2017年創立補習社Hillstar Education，為學生

提供一對一補習和小班教學，希望有充足的時間與每位學

生溝通和交流，讓他們得到足夠的教學支持。杜校友經常前 
往不同中學，與中學生分享，如時間管理等題目，以生命影響

生命。

蔡頌思（15/英文）（圖17）

蔡頌思校友參與近期上映的電影《家和萬事驚》演出，《家

和萬事驚》由邱禮濤執導，吳鎮宇、古天樂、袁詠儀、張達明

演出的黑色喜劇。蔡校友與一眾演員合作開心，學習到很多 
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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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聯合校友拜年
書院校友會於2019年1月28日假上海總會召開理事會及幹事

會會議，並於會議結束後與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共晉晚宴

祝賀殷主席生辰。眾人更藉此機會，向各位聯合校友拜年，祝

願大家新的一年，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中大校友日
2018年中大校友日於2018年11月24日舉行，當日聯合書院校

友會於大學本部百萬大道設有兒童遊戲攤位，與眾同樂。書院

亦為校友安排暢遊校園活動。院長余濟美教授於書院學生飯

堂設晚宴招待聯合書院校友及家人。當晚逾二百二十位校友

和家人一同參與，共度一個歡愉的晚上。

尋味順德美食文化三天遊
書院校友會主辦的「尋味順德美食文化三天遊」活動於2018
年12月7至9日舉行，參加者享用順德美食，大快朵頤。

校友會健步行
書院校友會、評議會聯絡及推廣小組及電子工程學系校友會

分別於2018年12月16日及2019年1月27日合辦「健步行」—

大棠賞秋楓及新春遊東龍活動，參加者十分踴躍。 

「蔡繼有教育及慈善信託」與 
「蔡冠深教育基金會」支票捐贈儀式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於2018年11月29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大

學行政樓祖堯堂舉行「蔡繼有教育及慈善信託」與「蔡冠深

教育基金會」支票捐贈儀式，以鳴謝捐款人蔡冠深博士及蔡關

穎琴女士慷慨捐贈港幣五千萬港元，支持聯合書院的發展。當

天主禮嘉賓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中

大校董會主席梁乃鵬博士、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聯合書院

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聯合書院院長余濟美教授、蔡繼有

教育及慈善信託與蔡冠深教育基金會代表蔡冠深博士及蔡關

穎琴女士。逾一百位嘉賓，包括多位中大及書院校董、大學行政

人員、政商界人士及書院好友蒞臨出席，見證這個重要時刻。

編輯委員會
顧問：殷巧兒女士（69/英文）李國忠會長（86/生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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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聯合校友》將於2019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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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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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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