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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手指的 
奇妙世界—
訪四位中醫校友

訪問嘉賓（左起）：

梁　晶博士（04/中醫）

陳可昕校友（14/中醫）

朱明章博士（76/電子）

曾覺知校友（15/中醫）

撰文：

文蘭芳（75/中文）

中醫是中國文化古老的承傳，在香港這個華人居民為主的地方，看中醫
吃中藥在民間極為普遍，不過中醫的法定地位卻一直很低，在1999年
立法會才通過規管行業的《中醫藥條例》。九七回歸後浸會大學、中文
大學和香港大學先後開辦中醫學位課程，然而直到今天，中醫醫院的
設立仍然在討論中。中文大學在1999年開辦中醫本科，今年中醫學院
正好慶祝二十周年。這次的訪問嘉賓梁晶博士正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
第一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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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中醫的路

「我都忘了為甚麼當時選了中醫。」梁校友說：「我是對

醫療有興趣的，不過起初想的是物理治療。我是喜歡

新環境的，新的東西有很多希望，也有很多未知數。中

醫與我對醫療的興趣有關，而又是中文背景的，我是很

喜歡文學的；我想這幾個原因令我覺得選讀中醫很合

適。」不過入學面試倒是令她難忘，其他學系面試一般只

有一位老師，問的基本上就是幾個問題。「當天面試是

六七位老師對一個學生。創院院長江潤祥教授說：『你

中文差成這樣子，怎讀中醫啊？』這是因為我中文考試

寫作卷滑鐵盧了。我辯稱我中學會考中文科可是考A的，

當時真是幼稚無知！江教授就叫我去寫字給他們看。那

次面試完畢後，我感到筋疲力盡，渾身是汗，真是出盡渾

身解數。」梁校友的深刻記憶正好說明當時學系的嚴謹

要求。

陳可昕校友本來就讀護理學，兩年後才轉入中醫，其間

有個傳奇的小故事。「那時我受惠於聯合書院的海外交

換計劃，到了西班牙，有一天在街上遇上一名流浪者，

談話很久，他和我談到自由和生命的價值。我從小立志

做無國界護士，所以選擇護理系。可是每天看著病人離

世，感到很傷心。我和那流浪者談話後，覺得要爭取自己

能做的。我希望能為病人做到更多，就是要在其未病之

前先行預防！這就只有中醫做得最好了。另一方面，我住

在陳宿，當時有很多中醫的師兄師姐也住在陳宿。有一

次我發高燒，中醫宿友給我開了一劑藥，吃了就退燒。我

以前從不吃中藥，覺得中醫是騙人的，但那天發現中醫

好厲害，於是決定學中醫去。要從頭開始讀五年，所以

我讀了七年大學。這是一個很堅毅的決定。」

同樣是轉行的朱明章博士，則是中年轉業。他說自己沒

有預先計劃，只是踫上環境和機會而已。他是早期的電

子系畢業生，在美國深造電腦，在美國工作幾年後回港，

一直從事電子、電腦工程師的工作。「回歸後董特首說

要發展中藥港，有一天我偶然在報上看到港大中醫班招

生，心想不如試試。當時我已四十多歲，擔心不知行不

行，於是先報讀坊間的中醫入門課程，遲了半個學年才

申請港大。由於課程接受年長學生和不同行業的人，所

以班上甚麼人都有。課程一開始，嘩，好艱難！教科書多

是國內出版，全是簡體字，老師大多講普通話，閱讀不

大適應，聽又聽不完整，真悲慘。第一年過去，半班同學

不見了。1999年入學，2004年畢業（跟梁晶博士相同），

沙士的時候剛在廣州中醫院實習，臨時撤退的緊張情

況，現在還記得。」行醫幾年後，朱校友於廣州中醫藥大

學攻讀博士學位，其論文以數據研究方法去證明，治療

腫瘤以中西醫結合方法比純中醫或純西醫為好。他其後

開始更多使用中醫藥同步治療正在用西醫方法的腫瘤 

病人。

曾覺知校友讀中醫可說是順理成章，因為她父親是中

醫。父親很想後繼有人，孩子未出生就實行胎教，對著

腹中胎兒念《黃帝內經》。曾校友笑說：「我姐姐喜歡

從商，胎教失敗，我則乖乖去讀理科，入中大讀中醫。我

不是興趣很大，只是遵從家人意願。到哪個時候對中醫

朱明章博士（中排左二）參加中大足球校隊，與聯合、崇基、新亞等 
隊友，奪得1974-75年度的大專杯冠軍。

朱明章博士1976年畢業，當時與未來太太吳麗嫻校友 
（78/歷史）合照。聯合書院是他倆締結良緣的地方。

朱太其後曾任職聯合書院，並一直積極參與聯合書院

校友會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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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熱情？是臨床的時候。我第一份工作在伊利沙伯醫

院，以腫瘤科著名，我父親也是出名治腫瘤的，他要退

休，就把一些病人介紹過來。我雖然看著他給人治病很

多年，但我初出茅廬，沒有經驗，十分害怕。可憐病人掛

了私家號來看病，一看到醫師是個小女孩，比我更害怕！

我只能把驚恐變為動力，每天下班回家就請教父親，寫

下醫案，修正藥方，醫術也在不斷學習修正中進步了。」

三根指頭的堅持

中醫雖然流傳久遠，不過古典語言要作現代釋義，並不

容易。朱校友就提到當年電子系同學對他提出尖銳問

題。他說：「當初我們是高錕教授的學生，他是搞光纖

的，那是尖端科學，所謂state-of-the-art，我們學的是

最新的東西。後來去讀中醫，卻是學最舊的東西，《黃帝

內經》是戰國時的作品。電子系的同學問我：『西醫的教

科書每三五年就換一個版，你們《黃帝內經》幾多版？』

我們真的是幾千年一直是1.0版本。我想出一個答案去

回答同學的問題，中醫的立足點是研究大自然，是取象

比類，太陽幾千年都是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下，到今天

仍是1.0版本。陰陽五行都是大自然的描述，並沒有改變

過，不需要改版。就這樣，我從最高尖轉向最古老。」

朱校友引述基本教材上所指中醫的特點，是中醫有整體

觀念。人的內臟是一個整體，人與大自然也是整體；另

外就是辨證論治，東漢張仲景已有這觀念。他說：「到

現在，病治得好不好，與醫者的辨證準確與否有關。西

方醫學有很多長足進步，特別是檢查方面，我們望塵莫

及。西醫檢查用驗血、X光甚至磁力共振，我們還是用

三隻手指，不可能作微觀診斷。不過這正是中醫獨特之

處，即使在有限條件下，甚至在病未出現時，我們已知道

不妥，因為把脈、舌診已可知那人體內有無陰陽不平衡

的宏觀狀態，從而作出調理或治療。」

梁校友是中大首屆中醫畢業生，自言得到很多珍貴機會

和良師的親授，在本科時得梁頌名教授為老師，而完成

博士學位後，原廣州中醫藥大學呼吸科主任梁直英教授

退休來中大任教，帶領她參與中醫藥治療肺積塵病的

臨床研究，奠定專科研究的路向。梁校友說：「肺積塵

這種病在中醫還是要看辨證的。哮喘、慢阻肺、支氣管

擴張……西醫有很多病名，但中醫看裡面有很多相通之

處，只要搞懂了就可靈活變通。而中藥對肺病療效真的

很好。」今天梁校友在教學上會結合現代科技，使用立

體化圖片，補足因為沒有中醫醫院，學生缺少觀察實例

的機會。「比如我今天上課講肺脹，會給學生看肺片，辨

病辨證相結合，不可忘了老祖宗的傳承，是以中醫方法

去治病。中醫是不可以用西藥的，這其實是優勢，你要

在中醫的框框內解決問題。」

靈活創新，開拓自己的路

陳可昕校友畢業後，任職於中大的中西醫結合醫務中

心，一些朋友來找她看診，許多時候掛不上號。「這一

來，陰差陽錯地推動了我自己開診所。由於要照顧朋友，

在外面找地方，下班後診治他們，人數漸多，晚上常常診

症到十一、二點，那實在不行，於是自己開診所了。」成立

了自己的診所，帶來很大的滿足感，「可以管理自己的病

人，而且說甚麼都可以了，比如說，叫病人不要再來看診，

去行山吧，這樣對抑鬱有幫助。最大的滿足感是在病人

身上融合不同療法，因應其體質而想出一個方法給他，

可以很靈活。」

2000年8月，聯合書院領袖訓練學會創會會長梁晶博士

（前排左二）與第一屆莊員在藝墟招募會員。

梁晶博士（右）於中大中醫專科

診所為病人診症，並同時指導中

醫學生（中）。

3



她的病人多是較年輕的人，其中也有港隊及中大運動員。

「我們要幫助他即日迅速康復，翌日才可以比賽。所以要

想很多辦法，每個案例都有考驗，但是很有樂趣。」

陳校友用心鑽研針道，走遍大江南北去尋醫學道，拜師

學藝，故此對針方研究有其秘訣法門，擅長用針灸方法

去解決不同疾病。「針灸不止能醫痛症，其實可用於治

療大多數的疾病。例如心理病中最常見的焦慮症，可以

用針法立即使患者平靜下來。不過精神疾病大多是源於

心理，心病還需心藥醫。故此我也很喜歡同患者慢慢聊

天，從中找出他們的癥結所在和痛苦根源，再由那個結

去解。」除了痛症病人，還有不少婦科病人，腫瘤、肌瘤、

不孕等等。「有些不孕，是源於養生有問題，用中藥加上

針灸，使她回復陰陽平衡後就能生孩子了。」

曾覺知校友畢業兩年後父親退休，她承繼了父親的診

所。除了繼續在治療腫瘤方面下工夫外，她也開創自己

獨有的路，修讀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碩士課程。 

「臨床病人除了腫瘤科外，還有精神科或情緒有關的

病—很多的，例如失眠、月經紊亂、緊張性頭痛、胃痛

等等。大家都知道癌症難治，我的體會是情緒病一樣難

搞。」雖然她在西方醫學範疇修讀心理衛生，但她認為

中醫治療情緒病非常有用。「《黃帝內經》說：『恬淡虛

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即人能保持平靜

的心或懂得紓解情緒，抗病力就會提高。華人社會精神

病、情緒病很容易被人標籤，中醫反而能提早介入。病人

訴說胸口悶、失眠、心煩、吃不下，說他肝鬱人人都能接

受。中醫門診能幫助那些精神如繃緊的橡皮筋的人，效

果很好，方法很多，比如讓他練八段錦或太極拳，都是

已經證實能提高血清素或增加抗病能力的。」

啟發她去修讀精神健康的是剛畢業時在醫院診治的病

人。「例如有一位癌症已康復五年的病人，還是覺得渾身

不適，常常擔心這裡那裡有個瘤而檢查影像沒照到。我

發現腫瘤科病人因為經歷了一場大仗，沒有安全感。我

觀察父親治療這些病人，用的是傳統方法，並沒有照顧

他們的心理需要，我認為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於是我

開始看心理方面的書，發現其中道理絕不簡單，於是去

報讀碩士課程，好好認識這種病。」

中醫既然能在防治心理情緒病方面有效，曾校友就認真

去努力推廣。「這兩年我到不同機構組織做中醫講座，

兩年內做了一百五十場，有一半都是講情緒的。」

「上醫治未病」

《黃帝內經．素問》說：「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

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這句比較難解，

是指人體內的陰陽之氣與體外大自然的陰陽之氣相格

拒。）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

謂也。」順乎自然的陰陽變化，就不會生病，這是「治未

病」，即是養生防病。「治未病」的思想在內經中多處

可見，所謂「春夏養陽，秋冬養陰」，就是加強體質防止

疾病發生；而「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

敗」則是有病早治。此外，治病時要防止其沿五行相剋

的方向轉變，這一點後來的張仲景十分重視。

陳可昕校友（左二）榮獲2014年聯合書院明德獎。

陳可昕校友（左三）參與聯合書院國術會，並與 
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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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的思想，是中醫的重要原則。梁晶校友解說： 

「治未病固然是未病要防，防其發生；已病也要防，是

防惡化。現代很多疾病是因代謝失常，糖的代謝失常是

糖尿，脂肪的代謝失常是高膽固醇，蛋白質的代謝失常

是痛風。為甚麼是現代問題，是因為現代的經濟社會環

境所致，這正是中醫強調一方一地因人因環境而異的

道理。這些病連帶會造成更嚴重的疾病如腦血管病、 

中風等，所以已病防變十分重要。推演出來，最好是放

在公營醫療架構中從社會健康去著想，不要把人都推向 

醫院。」

陳可昕校友回應：「在學時我獲得匯豐銀行獎學金，當

時為此寫過一篇文章，表達我希望開一間治未病診所，

我也想到這類東西可以融入公營醫療系統，是很重要

的。」將來建立中醫醫院，這些意念也許可以放在其中？

朱明章校友指出：「中醫不是只醫病的，《黃帝內經》可

講清楚了，是養生的書。上醫治未病其實講養生，據天時

地利人和來調理身體。中醫的養生是與大自然有奇妙的

關係，人體內部要陰陽平衡，那就妥當了。」

通過臨床的體會，尤其是心理衛生方面，曾覺知校友認

為，「除了藥物，人與人的關係、生活的節奏都是重要

的，應該在門診給予病人調節，效果好又有價值。」

憑實力繼續開創

陳校友提及十年前要轉系從頭讀起的時候，「當時護士

月入二萬三千元，而中醫畢業生還不知有甚麼就業機

會，若去坐藥材鋪月薪八千。院長梁榮能教授問我：『你

真的想清楚了？』我說，八千元夠溫飽了，理想和幫人更

重要。」年輕女子追求夢想夠豪氣，不過反映的現實狀

況叫人難堪。朱校友也清楚表達，現在中醫收入實在偏

低，這是不合理的。

梁校友作為第一屆畢業生，也說畢業後起初三年最困

難。「當時沒有現在這些診所，只有非政府機構的診所，

廣華醫院算是最大型，但僅此一間。幸而現在有很多機

會。我們當時根本不懂問這些問題，現在入學時倒有很

多家長問。」從初期的篳路藍縷走過來，今天中醫學生

的道路寬廣得多。而不斷努力的，包括梁校友這些早期

的創路人。她說：「雖然現在沒有專科認證，但只要努

力，找到一個方向鑽研，無論認證不認證，你的立足點

總在那裡。我們現在做很多傳承的工作。事實上很多同

學很優秀，他們有許多夢想，但缺乏一個平台。」繼續為

中醫學開拓境界，是梁校友自覺「責無旁貸的責任」。

幾位校友都提及，療效很重要。因為在公營醫療系統

內，中醫其實是弱勢的，仍然有不少西醫會反對病人吃

中藥。在勞工福利方面，例如開病假紙，中醫藥也是後

來才取得平等的地位。不過如果中醫藥有效，有實質的

貢獻，病人總會作出選擇。朱校友難忘診治一位婆婆

時，婆婆對他說，還是喜歡看中醫。「她說上次去看西

醫，進診症室坐下到離開，醫生沒有看過她一眼，只是看

著前面的電腦。中醫就不同了，好好傾—其實是進行

情緒紓解。」朱校友強調：「這是治人和治病的分別。」

繼續憑實力憑努力去走出自己的道路，也為後來者開拓境

界，似乎是幾位同樣醉心治人治未病的校友共同的願望。

曾覺知校友已主講逾一百 
五十場中醫保健講座。

曾覺知校友（右五）與百全堂的莊員畢業時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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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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漢楷先生 1967 中文 $200 聯合書院發展基金

殷巧兒女士 1969 英文 $3,0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吳巧萍女士 1972 地理 $50,000 馮志光先生學業優異獎

馮國培教授 1973 化學 $6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田為群先生 1976 英文 $3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盧偉江先生 1976 歷史 $500 聯合書院桂冠學人-高錕教授基金

何天正先生 1978 會計 $100,000 何天正1978專業會計學業優異獎

黃玉蓮女士 1978 社會 $300 聯合書院簡易助學基金

羅慧芳女士 1979 中文 $100,000 羅新先生紀念獎學金

梁冠鏗先生 1981 會計 $1,500 1981年明德新民校友學業優異獎

易永發先生 1982 商管 $8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周純燕女士 1984 市場 $3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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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麗群女士 1985 英文 $5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周文亮先生 1985 商管 $5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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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慧儀女士 1990 政政 $25,000 政政系1990年畢業生獎學金

戴永強先生 1990 政政 $3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駱佩傑先生 1997 政政 $5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梁秀慧女士 1998 工管 $3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梁文謙先生 2004 地理 $1,000 聯合書院學長計劃

總額 $295,100 

截至201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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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新民校友 
學業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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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 

1966年 $6,500 

1967年 $24,000 

1968年 $79,940 

1969年 $50,900 

1970年 $55,500 

1971年 $39,760 

1972年 $96,400 

1973年 $78,800 

1974年 $55,880 

1975年 $21,600 

1976年 $87,700 

1977年 $51,000 

1978年 $79,300 

1979年 $25,780 

1980年 $65,300 

1981年 $83,000 

1982年 $26,500 

1983年 $99,390 

1984年 $75,100 

1985年 $111,980 

1986年 $47,700 

1987年 $59,800 

1988年 $13,100 

捐款進度報告（截至2019年10月31日）

捐款項目 金額  總計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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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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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0 

2019年 $0 

總額  $1,650,740

2019年聯合書院校友日
2019年書院校友日已於2019年10月26日在聯合書院校園舉

行。書院希望透過校友日，讓校友及家人一同回到母校慶祝聯

合書院六十三周年院慶，互聚情誼，加強校友與母校的聯繫。

當日逾一百二十位校友及家人一同參與校友日。院長余濟美教

授及校友會會長李國忠先生（86/生化）於校友日歡迎會上致

辭，校友並於本院學生飯堂參加院慶生日會及享用下午茶。校

友隨後分組參加三項活動：（一）與書院思源文娛中心管理委

員會合辦的親子蝴蝶酥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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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嘉賓主持校友日生日會切餅儀式。 
左起：副院務主任陳文軒先生、院務主任李雷寶玲女士、校友會理事

會主席李劍雄先生（81/財務）、副院長兼校友事務及發展委員會主席

王香生教授、基金會副主席兼校友會副會長何萬森校董（57/經濟）、

院長余濟美教授、校董會主席殷巧兒校董（69/英文）、校友會會長李

國忠校董（86/生化）、前院長馮國培校董（73/化學）、副院長兼輔導

長劉行榕教授、副院長兼通識教育主任李鴻基教授及校友會理事會

副主席林偉雄校董（87/市場）。

大合照。

親子蝴蝶酥工作坊。

校友及家人參觀書院校友徑及各項設施。

校友及家人使用體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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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智強（83/經濟）（圖1）

前環境局常任秘書長/環境保護署署長唐智強先生於2019年10
月21日出任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房屋署署長。

唐智強先生1987年7月加入政務職系後，於2018年4月晉升為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他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包括

運輸署、前工商科、前政務總署、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

處、前新機場工程統籌署、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前

環境食物局、食物環境衞生署及民政事務局。他於2008年10
月至2014年2月出任香港駐美國總經濟貿易專員，於2014年3
月至2016年9月出任勞工處處長，並於2016年9月至2019年5
月出任環境局常任秘書長/環境保護署署長。

程鼎一（86/英文）（圖2）

程鼎一先生獲旅發局委任為總幹事，2019年11月1日履新。程校

友曾於國泰航空出任行政、市場推廣、傳訊及國際事務等高層

職位，在2017至2019年間出任恒隆地產執行董事。

葉文娟（87/政政）（圖3）

現任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女士於2019年10月21日出任保安

局常任秘書長。

葉文娟女士1987年7月加入政務職系後，於2015年4月晉升為

首長級甲級政務官。她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包括前民

意匯集處、前運輸科、前憲制事務科、前新機場工程統籌署、

前貿易署及工業貿易署。她於2006年9月至2009年9月出任衞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安老服務及社會保障）（後改稱勞

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於2009年9月至2013年7月出

任保安局副秘書長，並從2013年7月起出任社會福利署署長。

鄧愷悠（05/醫學）（圖4；左）

鄧愷悠女士於本年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行的歐洲玻璃體與視網

膜協會（European Vitreoretinal Society）年會上發表年輕

糖尿病視網膜脫落手術的最新技術，獲得最佳演講獎。

陳君洋（10/工管）（圖5）

非牟利機構「良師香港」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陳君洋先生榮選

為本年度十大傑出青年。陳校友與一眾對教育有熱誠的青年

成立「良師香港」，招募大學畢業生用一年時間到基層學校全

職擔任項目教師和帶領學生參與課外活動，讓基層學童在學

業和成長方面獲得更好的機會。計劃更期望大學生從中得到

啟發，就算不選擇以教師為職業，在社會其他崗位上也以教育

為念，發揮影響力。

葉曉慧（16/社會）（圖6；左二）

葉曉慧女士是社企妳想煮意創辦人。妳想煮意是一間有志促

進婦女充權、就業及推廣健康飲食文化的社會企業。都市人

愈趨注重健康生活，但繁忙的工作令他們無暇兼顧飲食健

康。另一方面，家庭主婦擁有豐富營養配搭和煮食經驗，但社

會缺乏有效轉化這些技能的企業，浪費大量勞動力和民間智

慧。妳想煮意聘請最具相關經驗的婦女，負責設計食譜、代

購食材及製作即煮餸盒，希望為在職家庭節省準備晚餐的時

間、滿足他們對健康飲食的需求，同時亦為婦女提供發揮所長

的機會。妳想煮意的餸盒菜式由具資深煮食經驗的婦女設計

及製定，考慮食材的配搭特性及運用時令食材，應用「不時不

食」的傳統飲食智慧。每款餸盒附上煮食貼士，即使不諳廚藝

的人士也能輕鬆自煮。

岳如冰（19/生化）（圖7）

應屆畢業生岳如冰女士於2019年10月18日舉行的聯合書院

六十三周年院慶典禮上分別獲頒本年度的「聯合書院明德

獎」。由於岳女士已赴英國留學，獎項由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

士（左）頒發予岳女士之家人岳雲飛同學（中），並由院長余濟

美教授（右）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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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2019年周年會員大會
聯合書院校友會於2019年10月22日晚上假香港九龍尖沙咀柯

士甸道8號香港童軍總會8樓粵品匯3號房順利舉行。

會員招募
為鼓勵應屆畢業同學加入聯合書院校友會的大家庭，校友會

理事劉鴻昌先生（96/電子；右）、何婉玲女士（94/工管）、幹

事許玉麟先生（84/中文）及梁秀慧女士（98/工管）於2019年

11月7日聯合書院畢業禮中，在本院湯若望宿舍設置攤位招募

會員，成功招募應屆畢業同學加入校友會。

岑才生學長計劃： 
2019-2020林偉雄學年
岑才生學長計劃：2019-2020林偉雄學年於2019年10月展開。

這項計劃是由聯合書院與書院校友會合辦，旨在提供機會讓

校友學長與在校同學互相交流和分享人生經驗。為使各參加

者清楚了解此計劃的詳情，學長計劃統籌委員會於2019年9
月17日及10月3日，分別舉行學員及學長簡介會。本屆迎新午

宴也於2019年11月9日於九龍旺角帝酒店舉行。當日出席的嘉

賓、校友和同學逾二百人，包括書院校友會永遠榮譽會長張煊

昌博士（58/經濟）、書院校董會主席兼校友會榮譽會長殷巧

兒女士（69/英文）、院長余濟美教授以及書院輔導長兼學長

計劃統籌委員會召集人劉行榕教授。李國忠會長（86/生化） 
於席間特別感謝本年度贊助人林偉雄先生（87/市場）及學長

們對書院學長計劃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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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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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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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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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聯合校友》截稿日期
書院六十三周年院慶紀盛
聯合書院六十三周年院慶典禮於10月18日於大學邵逸夫堂舉

行，書院邀請了書院校董會主席殷巧兒女士（69/英文）和香

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敬文書院院長、生物醫學學院院長陳偉

儀教授（74/化學）擔任主禮人，並在典禮上致辭。

典禮上頒發了「聯合書院傑出青年學者獎」，獲得此項殊榮的

青年學者為本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朱偉傑教授。「聯合書院

傑出青年學者 」蒙書院校董張宏毅先生（79/會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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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教授致力研究透過微型機械人及3D打印技

術進行低入侵性眼部手術，研究成果甚豐。

眾嘉賓主持切生日蛋糕儀式。

主禮嘉賓殷巧兒主席。 主禮嘉賓陳偉儀副校長。

聯

合

記

事

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