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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漢楷六十甲子義工情

麥漢楷師兄慶祝自己參與義務工作六十周年，同時為他

領導的「香港長者協會」籌款，舉辦「六十甲子義工情慈

善晚宴」，不覺已是兩年前的事了。從1957年跟隨神父

「單車送暖」開始參與義務工作，逾六十載一直堅持下

來，老而彌堅，令人欽佩。

麥師兄本是63年聯合書院畢業生，不過當年只頒文憑，

只好轉入羅富國師範學院讀特別一年制，教書兩年後再

重入聯合，67年取得文學士學位。當時校園條件不佳，

師生關係卻十分融洽，麥師兄任中文學會會長，安排不

少活動。同時，又與英文系老師祁祖堯神父（Fr. Casey）

一起成立天主教同學會。

其後他到當時很偏遠的西貢區中學任教，在校監林柏棟

神父（Fr. Lambertoni）的鼓勵和領導下，全力為學生推

行各種課外活動，同時帶領學生投入義工服務。一個表

表的例子，就是協助成立西貢區的「香港醫療輔助隊」。

麥師兄說：「義大利神父校監曾對我說，在課室裡教學

生，他壞極有限，你看不到他真正的性格，但如果你帶

他出去，他的性格就顯露無遺，你就可以按他的長短而

給予鼓勵。」當年西貢偏處一隅，麥師兄盡力帶學生見

識社會，許多學生今天都成了對社會、對世界很有貢獻

的人，談到纍纍佳果，麥師兄笑不攏口，他也感激他的伯

樂林柏棟神父，啟動他在學校一跑三十年，也鼓勵他多

方參與教區的服務。生命影響生命，服務不單是工作，

更是一種傳承。

麥漢楷師兄微笑自嘲：「我是一隻牛，人家叫我（做事），

我來者不拒。」因為女兒升學，他舉家從西貢搬到九龍，

即受其他業主拜託承擔成立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的工

作，成為社區內的先驅，自此之後，參與地區上很多公

職。麥師兄剛剛退休，九龍城區社會福利處找他幫助開

展區內的義工協調計劃。理念雖好，可是實行不易。麥

師兄說：「我以各種理由包括節慶、升遷等辦社交聚會，

漸漸警務處、社署、社工等都熟絡起來，到後來應對區

內新移民和邊緣青少年等問題，大家都協力合作。」麥

師兄笑言自己因為看到各種成效，「當時雄心萬丈，（團

隊）一起做事。」因緣際會，甚至到中山幫忙訓練義工，一

下子就是幾千之眾。

可以視為際遇，又可看為天主為他安排的道路，退休後，

他重遇中學老師黃澍芬老師，對方力邀他加入「香港長

者協會」接自己的棒。這是一個剛從社聯獨立出來不久

的小機構，提倡「助己助人，老有所為」。麥師兄接棒以

後，一直領導「長協」至今二十載，在長者服務和有關議

題上都有影響力。他直言：「到現在我們的壓力仍是很

大，我們沒有政府的資助，錢，要自己搵；面，也要自己

搵。」即是無論資源脈絡，都要持續努力以赴。

雖然辛勞，麥師兄仍是樂在其中的；他會為合作夥伴、朋

友等撰寫詩句，親自揮毫，小至乘車有人讓座，他也會掏

出一張自己創作的小書籤致謝，因為他相信「對人以誠，

以誠懇待人；好人會有好報」。他是樂觀的人生農夫，堅

持撒種，堅持栽種，佳果終會出現，更添生命的歡欣。

麥漢楷校友（前排最右）攝於1962年中文

學會青山禪院旅行。

麥漢楷校友攝於2008年榮獲第二屆

香港傑出義工獎。

麥漢楷校友出席黃至生教授擔任主席的再生會

二十五周年會慶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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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至生：樂於改寫他人生命的劇本

黃至生教授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

層醫療學院，於2012年獲選十大傑出青年。黃校友回想

他的義工服務啟蒙，是中六的時候的一次探訪，他們探

訪一群智障人士。黃校友說：「他們很單純，講很多心底

的話。就那一次之後，心中想去第二次，於是加入了學校

的社會服務委員會。」他發現，「所謂義務工作，也沒甚

麼『工作』，只是坐著聽，但很享受其中人與人的心靈交

流，而且還短時間內就多了幾個朋友。」他覺得，「這些

簡單的義務工作，沒有工作的負擔，卻有工作的樂趣。」

這就是他投入義工服務的初心。

醫學院一、二年級，他與師兄師姐合力寫了一本書給患白

血病的小朋友，畢業後加入「再生會」，也是與長期病患

者及他們的互動小組在一起。他說：「我很珍惜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覺得交流很重要，尤其能以義務工作幫助

到對方就更好了。至今我仍做著相同的事。」

他舉例解釋，一位抑鬱症患者通常會覺得自己很孤單，

當他來到小組，坐下後會發現見到十個人都是抑鬱症

的，馬上會覺得原來自己不是孤單的。黃校友作為組長

或協調員，很大的觸動是他們經歷很多的事。有一個難

忘的故事，是一位中年女士因患風濕性關節炎，手腳不

便，失去工作，丈夫也離開她，她獨力撫養子女，真是很

孤單的，因此十分抑鬱。第一次來到小組，一句話沒有說

過，不過三個月後她開朗起來。她做了一個蛋糕帶來，上

面寫著：致組長，多謝你們改寫我的生命劇本。黃校友

說：「我想，原來義工可以改寫一個人的生命劇本！那很

重要呢。我也由此感到很開心，很有得著，這事給了我很

大的自信。」

當然，義工服務不是不用費力的。黃校友說：「當實習醫

生的時候，是很辛苦的，連續工作三十多小時之後，若有

探訪，我還是想去的，可能當時年輕吧！（笑）又做正職

又做義工，我學會更加小心管理時間。不過到了考專科

試，還是開了缺口。專科試要讀的東西很多，壓力很大，

日間上班、晚上讀書，不可能之後還可以出去做義工，這

時候就要靠團隊幫助了。我有另一個體會：團隊是很重

要的！大家需要互相配合。」

義工服務會帶來榮譽，榮譽對服務者來說，會有正面也

會有反面的作用。黃校友用一個比喻來說明：「義務工

作有如點起一根蠟燭，你如果放它在床下，就不能照亮

房間。也許有人會認為一些義工朋友接受獎項不對，我

想未必，因為他們把蠟燭拿出來，可以照亮別人，又或啟

發其他人做義工。榮譽只是把蠟燭拿出來，說明義工服

務在香港得到認受，是正面的。」

被問到現在體會到參與義工服務的困難嗎？黃校友提出

兩點：「我們醫學院畢業的，沒有社會工作方面的經驗，

而服務的機構是社福機構，怎樣去管理是很大的挑戰。

委員會裡面意見可能很不同，其中學到許多人際溝通的

問題。不懂的就邊做邊學吧。另外的困難是資源，我們

沒有資助，全靠社會人士捐輸。有一年經濟環境很差，財

務狀況跌破警戒線，那時候機構的義工同事很自責，不

知是不是要繼續下去。這種挑戰不是我們獨有，社區內

小型的機構都面對資金壓力。」

對聯合書院的師弟妹，黃校友有這樣的忠告：「參與義

工服務，要留意興趣和學習。我鼓勵他們多嘗試不同種

類的服務，看那一樣適合自己。義工服務要有延續性，興

趣是很重要的。其次，最好不要單獨去做，而是有團隊，

認識朋友之餘，可能還找到人生的導師。」

黃至生教授（後排右四）帶領再生會舉辦「十大再生勇士選舉」。

黃至生教授（前排左二）積極參與

香港傑出義工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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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君洋：點火，讓更多人去改變社會

五年前，陳君洋校友創辦非牟利組織「良師香港」（Teach 

For Hong Kong），才只是位廿餘歲的年輕人，回望起

來，他說：「一開始我有那個想像—覺得改變社會、對

社會關懷的心可以以一個社企形式呈現出來，但不肯定

自己能否做出來，我是想像不到這真可以成為我的事

業。不過我想，廿三四歲，有個項目，就做吧！」他描述那

是一種年輕的衝勁。他由此更相信年輕人的力量很大，

「他們的熱切之心，社會要珍惜，社會將由他們改變，年

輕人是未來的棟樑。」

「良師香港」招募年輕畢業生，到基層的學校擔任項目老

師一兩年，一方面是照顧資源短絀學童的學業和發展需

要，更重要的是通過服務，點燃參與者的心志，「讓他們

把基層教育、基層學生的問題帶到社會其他角落，感染

他人。教育是眾人的事，不可以將責任全放在學校。」

起初的念頭，陳校友形容為一些種子，在大學時候撒下，

好幾年後才發芽。陳校友說自己從小在傳統天主教學校

讀書，很相信群體、相信服務。他拔尖進入香港中文大學

念商科，覺得中大「體現到人文精神，對社會的關懷及對

不同背景的人的幫助」。在聯合書院的日子，「認識的人

是很多樣化的，大家的背景也是多樣化。」他很喜歡聯合

書院的氣氛，「我覺得聯合當時的環境比較輕鬆，對學生

的支援比較多。我認識很多在聯合生活過的人都欣賞她

給學生發揮的空間，這一點是大學生活很重要的。」

陳校友從中學就開始義工服務，大學以至畢業後在投資

銀行工作那三年都有做義工。他說：「義工服務在那一

刻是幫助到受眾的，但之後又怎樣呢？有受眾出現是因

為社會制度有漏洞，保障制度不足夠，或者社會不夠公

平。對我來說公平很重要，怎樣令每一個小朋友不管出

身於甚麼家庭，都有向上流動的機會—通過教育。香

港中文大學真的給予不同背景的年輕人很多機會。但我

在義工服務中發現問題比我想像中大，我在中大見到的

都是讀到書的基層學生，但我發現更多基層學生如果天

賦不受香港教育制度關注，就很容易被這個制度定義為

失敗者。因此，我想為制度帶來一些改變。」

然後，他有 機會 認 識 到一 個 教 育組 織 Te a c h  F o r 

America，這個組織在全球有近五十個分支，其中一個是 

「美麗中國」（Teach For China）。陳君洋校友曾參與

其中的服務，得到很大的啟發。他說：「我接觸到Teach 

For America的老師，他們稱為Fellows的，有些是我在

碩士班的同學，是比我優秀、比我更有理想的年輕人。

他們願意在剛畢業的時候，不去追隨一些社會認為是成

功的行業，而是用一年或兩年時間，全職去一些他們覺

得社會有需要的地方，即基層學生的課室。」最令人震動

的，是這些人覺得學生帶給他們的改變，更大於他們給

予學生的改變。「他們的人生軌道從此不一樣。他們覺

得自己的人生軌道從此與公平教育、基層學生有關。」陳

校友指出，整個社會是環環相扣的，在不同層面和角度，

都可以對制度作出改變，令社會更公平。

從一般角度看，陳君洋家庭背景好，讀名校，成績超級

優秀，可以進入令人羨慕的學校和工作，實在了不起。

不過他卻認為，這是他的際遇比較好，「我相當僥倖。」

這些輝煌的背景，畢竟也是有用的。「我的所謂成就，

容易吸引人的眼球，而做公益事情你需要很多人關注和

支持，有一些吸引人眼球的經歷，令我比較容易獲得資

源。」雖然他是「良師香港」的創辦人，但他認為他只是

代表。「機構中有很多工作和方向是團隊很公平地參與

的。我們團隊很年輕，平均是廿四、五歲，當然我們有不

足和犯錯的時候，但過程中我們是一起成長的。到目前

我們前後有一百位老師參加過項目，全部參與的有二、

三百人，機構是屬於這二、三百人的。」他說自己仍努力

學習成為真正的領袖，「我只是點火那個，火已經在燒，

我負責把火如何在燒告訴別人，我希望自己是撥火的

人。」今年4月，陳校友獲選《福布斯》2019年度亞洲社

會企業家榜的「30位30歲以下精英」。

陳君洋校友（左四）與其他良師香港創始成員。

陳君洋校友（中）帶領團隊與教育局局長會面，介紹良師

香港的成效。

陳君洋校友於良師香港三周年典禮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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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畢業生合照

1994年畢業生合照

1984年畢業生合照

1994年畢業生合照

畢業二十五年及畢業三十五年或以上校友院慶千人宴
與同屆校友聚舊。

書院於2019年8月底寄發邀請咭予1994年畢業及1984年或以前畢業

的校友，敬請各位校友踴躍支持。

適逢聯合書院慶祝六十三周年院慶，書院將於2019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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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畢業校

友），及畢業三十五周年或以上（即1984年或以前畢業校友）參加，

近期校友捐款鳴謝
截至2019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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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書院校友會

有限公司
HK$1,000 

聯合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 

學業優異獎

華僑工商學院

創校80周年紀

念統籌委員會

華僑工商

學院
HK$100,000 

華僑工商學院創校80周年紀念 

通識專題討論優異論文獎

鄧志成先生
華僑工商

學院
HK$10,000 鄧志成通識專題討論優異論文獎

陳堅成先生
華僑工商

學院
HK$50,000 

華僑工商學院總務長陳君榮伉儷

紀念獎

何萬森先生 1957 經濟 HK$1,000 何萬森書院服務優異獎

梁國安先生 1957 經濟 HK$1,000 梁國安書院服務優異獎

李鉅能博士 1961 工管 HK$100,0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張訓聰先生 1965 社會 HK$1,56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方鶴初女士 1968 社工 HK$10,0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HK$25,000 1969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HK$100,000 維德入學獎學金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HK$256,000 維德領導才培育計劃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HK$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英汝興先生 1970 化學 HK$50,0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高靜芝女士 1970 工管 HK$2,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姜趙玉蓮博士 1972 中文 HK$10,000 
姜趙玉蓮博士明德新民校友 

學業優異獎

魯煥珍女士 1972 中文 HK$30,000 1972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魯煥珍女士 1972 中文 HK$30,000 常宗豪教授紀念獎學金

吳巧萍女士 1972 地理 HK$50,000 
馮嘉華先生地理及資源管理學 

學業優異獎

吳家傑先生 1972 物理 HK$42,100 聯合書院物理系獎學金

麥慧文先生 1972 物理 HK$500 一般用途捐款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HK$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周麗娟女士 1974 中文 HK$5,000 李輝英教授紀念學業優異獎

周麗娟女士 1974 中文 HK$5,000 梁簡能教授學業優異獎

鄭偉南先生 1974 工管 HK$300,000 鄭袁慧珠紀念獎學金

蕭國興先生 1977 政政 HK$200,000 蕭國興出類拔萃獎

陸炯鉀先生 1977 經濟 HK$10,000 陸炯鉀明德新民校友獎學金

陸炯鉀先生 1977 經濟 HK$1,000 陸烱鉀書院服務優異獎

捐款校友姓名 畢業年份 學系 捐款金額
（港幣）

捐款項目

陸炯鉀先生 1977 經濟 HK$1,000 陸烱鉀書院服務優異獎

何天正先生 1978 會計 HK$15,000 
1978年專業會計明德新民校友 

學業優異獎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HK$5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HK$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HK$10,000 仁禮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HK$10,000 孫南女士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HK$100,000 張宏毅本科生卓越研究獎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HK$10,000 張宏毅獎學金

張宏毅先生 1979 會計 HK$10,000 歐陽柏權博士獎學金

曹錦成先生 1979 電子 HK$7,8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李玉珍女士 1980 電子 HK$2,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陳浩賢先生 1981 會計 HK$10,000 陳浩賢會計師事務所獎學金

黃鈺應先生 1982 市場 HK$1,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丁立榮先生 1982 政政 HK$130,000 三立獎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HK$2,000 一般用途捐款 

吳宇光先生 1985 物理 HK$1,5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扈國強先生 1985 財務 HK$30,000 扈朱建萍女士紀念獎學金

王良享先生 1985 財務 HK$10,000 鄭玉棉女士獎學金

莊偉茵女士 1986 政政 HK$10,000 潑墨人生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何慧玲女士 1986 歷史 HK$10,000 1986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李國忠先生 1986 生化 HK$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彭張華醫生 1986 醫學 HK$17,500 彭張華第一代大學生入學獎學金

林偉雄先生 1987 市場 HK$100,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何少欣女士 1990 中文 HK$50,000 何林佩賢紀念學業優異獎

陳淑貞女士 1990 中文 HK$2,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許晶女士 1994 工管 HK$10,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許雲龍先生 1995 訊息工程 HK$1,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楊于銘先生 2004
風險管理

科學
HK$100,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陸貞元博士 2005 政政 HK$10,000 陸貞元勵志獎學金

劉子敬先生 2006
系統工程

管理學
HK$3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謝潔女士 2008 心理 HK$3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曾海倫女士 2008 社會 HK$3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總額 $2,0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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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成員獲特區政府授勳
於2019年7月1日公佈之授勳名單當中，本院校友獲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頒授勳章，詳見下表：

本院成員 勳章/委任

黃灝玄校友（82/工管） 金紫荊星章

張仁良校友（82/數學） 銀紫荊星章

李思廉校友（82/數學） 銀紫荊星章

陸慧玲校友（86/政政） 銅紫荊星章

廖莉莉校友（80/經濟） 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陳綺麗校友（93/社會） 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榮譽獎章

孫勵生校友（82/社工） 榮譽勳章

林建群校友（89/內外全科醫學）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陳烈輝校友（92/社工）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陸志聰校友（86/醫科） 太平紳士

王鳴峰校友（94/工管） 太平紳士

游應森（75/經濟）（圖1；左）

本院校友游應森先生心繫母校，慷慨捐出港幣1,000萬元支持

大學項目。大學為表感謝，今年5月10日在校園舉行了簡單而

隆重的「感謝校友捐款支持大學發展銘謝典禮」。

鄧國偉（78/生化）（圖2）

聯合書院校董會宣佈通過接納鄧國偉先生為校董會新成員，

任期由2019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止。鄧校友曾任律政司

首席政府律師。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常務委員會

的榮譽法律顧問、消費者委員會法律保障事務小組增選委員

及上訴委員團（城市規劃）成員等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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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同學在畢業前獲取實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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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

黃芷澄（法律/二）

（圖4；左）
8/5/2019 - 31/5/2019

黎彥伶（法律/一）

（圖4：右）
14/5/2019 - 6/6/2019

梁欣曈（法律/二）

（圖3：右）
22/7/2019 - 9/8/2019

李劍雄校友（81/財務）

（圖5；左一）

林茜（法律/四）

（圖5；中）
14/5/2019 - 31/5/2019

馬熙鈿（法律/一）

（圖5；左二）
15/5/2019 - 31/8/2019

李國忠校友（86/生化）

（圖5；右一）

廖天朗（法律/二）

（圖5；右二）
14/5/2019 - 7/6/2019

梁欣曈（法律/二） 13/8/2019 - 30/8/2019

李敏兒校友（85/政政）

（圖6；右）

陳諾嫻（法律/二）

（圖6；左）
18/6/2019 - 28/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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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健（93/物理）（圖7）

本院校友黃偉健先生及胡宏俊先生為香港天文台研發的「小渦

旋」預報系統，該系統可於數小時前預報降雨和閃電的區域、

時間和強度，以支援天文台的暴雨預警服務。黃校友及胡先生

憑該系統於2019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奪得商業方案獎。

陳俊雄（94/工管）（圖8）

本院校友陳俊雄先生於2019年7月香港書展出版了第一本著作

《稅務藏寶圖》，集廿多年的專業經驗而寫成的工具書，讓讀

者可以在稅務條例中尋回他們專屬的寶藏，書中更附有藏寶

地圖，讓讀者輕鬆掌握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在賺錢的同時

減低稅務負擔。

王建明（98/建築）（圖9；右）

本院校友王建明先生於2019年5月參與了新加坡養老服務機

構Ageing Asia舉辦的「第8屆亞太區創新老人照顧服務大獎」

（Asia Pacific Eldercare Innovation Awards），在芸芸參賽

者中脫穎而出，獲頒「年度青年建築師─醫療保健」（Young 
Architect of the Year – Healthcare）的殊榮，以表揚他在未

來養老服務建設與規劃作出的改變和熱忱，及推動長者積極

參與社區設計項目。校友王建明現職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助

理總幹事兼發展部總監。

黃得勝（03/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圖10）

本院校友黃得勝博士榮獲美國青年科學家與工程師總統獎，

是美國政府授予青年科技人才的最高榮譽。

楊竣堯（06/心理學）（圖11）

本院校友兼成員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楊竣堯教授

於2019年6月9日代表香港出戰橫濱龍舟競賽，於賽事中的香

港杯龍舟賽戰勝其餘十七支勁旅，成功奪標。橫濱龍舟競賽

始於1994年，今年吸引約一百九十支隊伍參加共四天的賽事。

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贊助的香港杯龍舟賽

是其中一項重點賽事。

王啟敏（09/自動化與計算機輔助工程）（圖12；中）

本院校友王啟敏女士獲選為2019「全港時尚專業女性」，此

選舉由城市女青年商會主辦。王校友除了參與鐵路工程外，

憑藉當初追夢的心，創立跳樂劇團，大膽嘗試將工程及藝術

結合，開創革新的STE AM舞台藝術教育，並製作全港首個

STEAM兒童音樂劇。透過多姿多彩的音樂及戲劇元素，讓學

生能更有效地體驗科技與數理學習，發揮創意，從而學以致

用、建立探究和解難能力。為了照顧不同階層或有特殊需要的

兒童，創立個人化STEAM workshop，因材施教，助他們發揮

潛能。

巢景峯（13/法學）（圖13）

本院校友會理事巢景峯先生於2019年7月20日與雷美瑜小姐

共諧連理，謹祝兩位新婚快樂，白頭偕老!

黎正邦（19/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圖14）

本院校友黎正邦先生獲邀加盟匈牙利職業球隊Lv Spor t 
Pénzügyőr Se，成為香港首位加盟歐洲職業球隊的香港排球

運動員，成為香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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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書院院長連任
大學校董會於2019年6月18日的第三次會議，通過聯合書院

院長余濟美教授連任，任期三年，由2019年8月1日起生效。余

濟美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卓敏化學教授、環境、能源及可持

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香港中文大學校董及香港中文大學聯

合書院校董。

余教授是材料化學領域的知名科學家，擁有多項納米光催化

材料的專利。他於2005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為2009
年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

授及於2014年獲選路透社

「2014世界最具影響力科

學家」，並入選過去十一年

材料科學領域中「最高引

用率研究人員」，即在該段

時間其論文獲引用最多的

首百分之一的學者。他同時

獲Clarivate Analytics譽為

「2018年最廣獲徵引研究

人員」，即他的研究獲全球

其他學者廣泛引用。

院長余教授於2019年5月

15日假書院思源文娛中心

與學生、教職員及校友公開

會面，在場人士踴躍發表意

見，氣氛熱烈融洽。

澳洲悉尼大學暑期課程
四十名書院同學在課程生命科學學院朱利民教授帶領下，於

2019年6月22日至7月7日前往澳洲悉尼大學修讀有關環境保

護及持續發展暑期學分課程。除了課堂學習，課程也安排同學

們到訪悉尼市議會與議員會面及參觀農場等，以對當地的環

境保護的工作有更深入了解。周末期間，朱教授及同學們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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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極地專家何建宗教授主講 
「北極科研在香港」

由中大聯合書院校友會、華僑工商學院校友會、中大新亞書院

校友會主辦，於2019年7月17日邀請「香港極地專家」何建宗

教授假香港遊樂場協會禮堂主講：北極科研在香港—「紫荊

站」和斯瓦爾巴群島的風貌。參加者反應熱烈。

潮州美食三天團
聯合書院校友會與聯合書院書院生活委員會於2019年7月26至

28日合辦港珠澳大橋、高鐵（清遠、順德三天團）已順利舉行。

聯合書院校友會2019年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 2019年10月22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7時正

地點： 香港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8號香港童軍總會8樓粵品匯

敬請各會員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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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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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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