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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校友的第一個崇基回憶，都是在熾熱的陽光下，一大班新鮮
人跟着輔導員和大組長，揮着汗水在偌大的崇基校園內跑來跑去，全情投入在大O各

項精彩的活動中。由最耗體力的尋寶和上山會師，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宿舍堂衣時裝表演；還有嚴肅
認真的時事討論和主題節目，更有盡訴心中情的宿舍夜話……可別忘了最「上腦」的營歌營舞和多年後仍會
「被回帶」的dem beat — 這幾天的活動讓陌生的校園變成新生們熟悉的家，大O就是崇基人歡迎新生加入這
個大家庭的一場盛宴。

大O最重要的從來不是活動，而是崇基人。不論是籌委會、執委會各部門的工作人員、大組長還是輔導員，大家都花了幾個
月時間和心血準備這場盛宴。他們或站在眾志堂大圓桌上振臂高呼，或為了設計遊戲節目熬多晚通宵，又或遇上天氣突變時要
果斷地為大家決定是否要提早離營……他們都是營會裏凝聚整個社群的靈魂人物，更是新生眼中崇基人形象的第一批代言人。
三位當年的執委和大組長陳炳華(1986/社會學)、李英豪(2006/訊息工程)和余曉嵐(2017/社工)細數他們那年盛夏的精彩回憶。

整理：梁嘉麗(2004/社會學)、鄭穎茵(2006/中文)、黃佩歡(2006/宗教研究)



深入討論 認真思考
時間有如白駒過隙，我以大學新鮮人身分參加崇基新生輔
導營已經是三十七年前的事。上世紀七十年代是火紅年
代，大專學界都倡議「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
爭取同學權益」。雖然這股浪潮在我踏入大學校門的八十
年代初已開始式微，但當年學生會所舉辦的輔導營還是
滲透着「認中關社」的情懷，也會批評「四仔(屋仔、車
仔、老婆仔、BB仔)主義」。這些深入的思考與討論雖然
讓新生眼界大開，但亦有部份同學感到吃不消。可幸來自
不同背景的同學，都能以開放、包容、尊重和接納的態度
參與營會活動。那時崇基、新亞和聯合三院同學聚首邵逸
夫堂，大家一同唱着「開了山、闢了地」，激昂的中大學
生會會歌振奮着青年的熱心，我們都以成為中文大學 — 
一所中國人的大學之學生為榮。在這樣的薰陶下，我們一
起度過了五日四夜的難忘時光。

深刻擲鞋  難忘颱風 
我在一九八三年擔任輔導營組長，三十多年前的活動片段
仍記憶猶新。有一晚我們擺設了一場「貧富夜宴」，不同
組別獲分配不同的晚餐，其份量和質素都相差很大。那次
同學們切身的體驗，加上後續由張美珍學姐(1985/神學)帶
領的討論環節，帶來很認真的反思和激辯。翌日在崇基禮
拜堂舉行的大會檢討環節上，我組其中一位個性比較率直
剛烈的女組員，由於感覺被騙，又不想留下參與漫長的討
論，於是突然站起來，一邊高叫一邊作勢將鞋擲向輔導營
執委會主席陸世康學兄(1985/社會學)。我頓時大驚，只好
立即安排另外兩位女同學陪伴她離開。除了這一幕，同樣
驚心動魄的是輔導營因為超强颱風「愛倫」襲港而須提早
一天結束。那晚風雨交加，同學匆匆離營的情境就有如鄧
寇克大撤退一般。可幸大家那天都及時安全返家，因為翌
日便懸掛十號風球，風勢強烈得連荷花池(編按：即現時未
圓湖)也翻起白頭浪。境移物在，這年輔導營卻為我留下了
一人一物，就是因輔導營結緣的林少玲(1988/社工)後來成
了我的太太，還有那本到現在還拿來唱頌的中大歌集。

在思考和

嘗試中傳承
陳炳華(1986/社會

學)

形式改革 自由參與
一年後，我又以戰戰兢兢的心情擔任一九八四年崇基輔導
營執委會主席。我們汲取了過往的經驗，在各執委成員、
參與同學共同努力下，雖然仍保留了一點「認中關社」的
情懷，但開始嘗試以較開放的形式設計活動，讓同學自由
選擇參與。我還記其中一節活動，大會在謝昭杰室放映由
香港電台攝製的《三人行》單元劇。故事講述七十年代兩
男一女大學生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三人日後人生的不同轉
向和發展。另一節活動則是在眾志堂二樓小舞台擺放了結
他樂器，讓同學隨意彈唱 。我和幾位執委為了吸引同學
參與，粉墨登場帶領大家合唱城市民歌《問》和《昨夜
的渡輪上》，回想當時真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此
外，場內外亦同時擺放了大字報和文具等，讓同學發表意
見和感受。重要的是各人可選擇適合自己的活動，甚至回
宿舍睡覺，讓自由參與取代以往必須參加的檢討會環節。
從營後檢討可見，大家都頗喜歡這種各適其適的安排。此
外，當年活動經費有限，為裝飾場地，我們便想到把所有
級社的旗幟都豎立在池旁路上；至於營衣，都是由幹事們
親手曬網絲印；紙扇上的口號呢？就由我和同學們土法手
書吧……我們一班執委互補不足、眾志成城，使輔導營各
項活動在亂中有序的情況下順利完成。我們這群跨屆跨系
的同學亦因這個輔導營而建立深厚的友誼，數十年過去，
我們仍不時聚會，談古話今。

遙望鞍山蒼蒼，擁抱吐露洋洋，我有幸能以不同的角色參
與新生輔導營，與新鮮人和同窗分享校園生活。潤物無
聲，傳承崇基「止於至善」的校訓，對我來說，這是服
務，也是學習。

由當年輔導營一直陪伴我至今的，除了當時
認識的太太外，就是這本中大歌集。

一九八三年輔導營舉行 
時遇上颱風「愛倫」 
襲港，我(後排右一)與同學們 
在提早離營前於何善衡夫人宿舍留影。

我(前右三)與三十多年前參加崇基輔導營及 
學生活動結識的好友，至今仍定期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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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組長的

  歡笑與汗水
主修「崇基」
我是李英豪(2006/訊息工程)，二零零五年崇基新生輔導營
「鬼斧神工」組的大組長。與其說我主修是訊息工程，不
如說我是主修「崇基」還比較準確。我曾參與文林堂宿生
會、傅元國盃，又加入過崇基校慶學生節及新生輔導營的
執行委員會。回想起來，我非常感謝崇基給予這麼多鍛鍊
和學習的機會。

「老鬼」特別多的「鬼斧神工」
我大二時去了外國當交換生，回港參加新生輔導營已經是
大三的暑假了。其他大組多是由大二的同學擔任輔導員
(俗稱「組爸」或「組媽」)，我們組就比較特別，十多名
輔導員中有五人都是大四畢業班同學，是「老鬼」特別多
的大組。大家都對大學及崇基感情深厚，對籌辦新生輔導
營也格外認真。當時為了籌備真實版本的密室逃脫遊戲，
我們參考了很多同類遊戲的設計，又嘗試在遊戲中結合中
大校園和課室的特色。遊戲中組員要彼此合作猜謎破題，
小組間又要互相比拼，通過這遊戲，大家很快就建立團隊
精神，而且過程中都玩得都非常投入。

新生輔導營的精華在晚上小組的了解交流時間。雖然我是大
組長，但我一個不漏地參與了所有小組的交流。同學們在小
組裏打開心扉無所不談，更與剛認識數天的同學分享一些鮮
為人知的事，這是後來大家成為好朋友甚至「一家人」的基
礎，其中更有小組持續十二年都定期舉辦聚會呢！

李英豪(2006/訊息
工程)

鎮定，沒事的！
營會中總有些令人難忘的意外。在最後一天晚上，大夥兒
正要準備從大學出發到火炭吃宵夜時，卻發現有三個小組
共數十人的背包不翼而飛，最可怕是同學們所有財物及用
品都在背包裏！當時大家都很驚慌，但我只能強裝鎮定，
先安排那三個小組跟隨沒受影響的大隊出發去吃宵夜，然
後再留下幾位輔導員幫忙一起找。可幸最後有驚無險，原
來只是大會把那數十個背包搬到別處去了。

現在我已經離開學校十多年，也開創了自己的公司。籌辦
新生輔導營的經驗讓我成熟了很多。除了學習與不同的人
合作外，我更體會到做任何事前必須有充份準備，搜集好
資料，再配合現場處境作出計劃；更重要是我學會遇上問
題時處變不驚，冷靜地去尋找解決的辦法。今天不管碰上
多大的難題，我也會想起那數十個背包，同時告訴自己：
「鎮定，沒事的！」

「大組長」畢業了
大組長其實不易為，既要統籌營會中各項活動，又要安排
分工確保營會順利進行；但又不像組爸組媽般可以與新生
有較多的時間建立友誼。雖然如此，但同學們其實是知道
我們的付出和努力的。回想畢業時，我的大組有數十位組
仔組女和我一起合影畢業照。我雖然不是任何一組的組
爸，但他們仍然把我放在心上，讓我非常窩心，這亦是我
大學生涯一個非常完美的結束。

感謝崇基！更感謝新生輔導營讓我的大學生活有這一段美
好的回憶。

「鬼斧神工」大合照， 
  第一排中間， 
  紅頭髮那位就是我。

大O裏不能少的 
dem beat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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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湧湧，究竟
有幾多人參加？
新生：八十年代，營會共有約三十組，每
組七至八人。時至今日，營會設五大組，
每一大組下再設有七個小組，每個小組約
八人，合共三百至三百五十名新生。

工作人員：執委會成員約十五至十九人、
籌委會成員約十四至十八人，各部門工作
人員將近二百人！

上腦的大組beat
「起舞吧，看我帶領這朵花。這四日，每天共你嘻嘻哈
哈，來吧，來吧，來吧……」

這句由容祖兒《跑步機上》歌詞改編的句子，是我當年的
「大組beat」的第一句。看似沒甚麼意思，卻是每個大組
的「靈魂」，配以生硬的肢體動作，就成為每位輔導員和
新生的共同身分象徵。回憶再次浮現眼前，時光荏苒，數
數手指，籌備大O已是五年前的事了。

比上學更忙碌的暑假
二零一四年暑假，我是當年的文質堂堂主，一心為了舍堂
榮耀便戰戰兢兢地參選書院新生輔導營大組長，更僥倖地
獲選了。由挑選輔導員開始到正營，過程中有許多瑣碎而
繁複的工作，加上每星期至少兩次的會議，結果暑假的那
段準備時間我比上學時還要忙碌。與其說是忙碌，不如說

從陌生到齊心
余曉嵐(2017/社工

)

每次輔導員生日，大家
都會花盡心思慶祝。

四院會師後大家在百萬大道拍照留念。 
燦爛的笑容令這張照片成為我的最愛。

(最前粉紅色頭髮那位便是我)

是充實而歡樂 — 我和一班輔導員在這兩個月來一同在
宿舍通宵達旦地開會、為大家慶祝生日、在長洲宿營……
一幕幕回憶，都是美好。

會傳染的眼淚
要數最深刻的畫面，必然是正營的最後一晚。相信曾經歷
一四年大O的同學都仍然記憶猶新。當晚輔導員和新生在
眾志堂吃宵夜。籌備了一整個暑假的大O快要完結，輔導
員都一臉倦容。這時眾志堂響起樂隊Supper Moment的歌
曲《最後晚餐》：「人無法走過每天 / 為求沒有帶著遺憾
活到終點 / 就是你 / 讓感覺從此不再簡單平凡」。這時我
大組中一個較為「眼淺」的輔導員開始留下男兒淚，其他
人就在旁安慰他。眼淚就像病毒一樣迅速傳染到眾志堂內
的每個人，其他輔導員都忍不住哭起來。結果整個飯堂都
是哭聲，各大組的人都緊緊相擁了好一會。一整個暑假下
來，輔導員之間由陌生人變成朝夕相對的好朋友，大家都
全情投入籌備工作中，忙得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到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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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完結前的這一刻，才驀然發現這個一生只得一次的暑假
快將成為追憶，大家都依依不捨。這個大O除了讓新生對
大學生活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同時也為我們一班組長和
輔導員的大學生活帶來一段畢生難忘的回憶。

重聚、再重聚
大O的主角畢竟是新生，所以即使開學後，大家仍不忘照
顧自己的組仔組女。除了在課餘時間聚會，大家亦會趁着
週會時間見見面。輔導員努力與組仔組女維繫關係，如父
母般協助他們適應大學生活，可見大家都是衷心希望在四
年大學生涯中互相倚靠，甚至成為摯友。到了今天，輔導
員仍不時聚首，令我深信崇基新生輔導營不是一個只有玩
樂的迎新營，更是凝聚崇基人的重要活動。

五年過去，當年不論輔導員和組仔組女都已投身社會。不
久前大家聚會都不再是「頹tee踢拖」，而是西裝骨骨或
一身OL打扮；話題也不再是「邊科靚grade」或舍堂八掛
事，而是討論工作近況和打賭誰會先結婚。縱然大家已離
大學的青蔥歲月漸遠，但當年新生輔導營帶來的情誼，卻
是一輩子的。我非常慶幸我的大學生涯中曾經參與籌備新
生輔導營，留下一段寶貴而值得珍惜的回憶。 

不論PreCamp(預備營)
或正營，吃飯後總
要站到枱上dem 
beat，回想起來，
其實有點不明 
所以。

預備營期間集訓部大組長及
輔導員一齊玩遊戲。

註：每年的組織架構或會因當時需要而略有不同

執行委員會

財政及文書主節部
負責將營會主題帶
給新生，讓他們認
識自己，計劃大學
生活。

副主席(文宣)
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有
文宣部(文娛及宣傳
部)，後來成為集訓部
外最大的部門負責帶
動營會氣氛，轄下設
有三個部門：

副主席(集訓)
所有大組長及輔導
員均屬集訓部，為
新生適應大學生活
的引導者，是人數
最多的部門。

副主席(內政)
資源管理
包辦營會膳食、紀
念品製作、攝影、
宿舍安排、物流等
工作，是不可或缺
的幕後功臣。

出版及設計
於二千年代中期開
始，除出版營刊及
於營會期間每天報
導外，亦負責大O
的美術設計工作。

晚會－準備兩齣舞台劇
歷奇－負責接新生、尋寶、上山
競技－負責大型遊戲和Campfire

主席

籌備委員會
負責籌組執行委員會。

新生輔導營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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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大O*精彩回顧
崇基學院校史檔案館收藏了不少歷年大Ｏ的營刊、相片和紀念品，是崇基人的集體回憶。

*	 大O的「正確學名」數十年間亦有轉變：

 七十年代前︰新生指導 
八十年代初︰新生輔導週 
八十年代中︰新生輔導營 
九十年代初︰崇基迎新營 
千禧年代至今︰新生輔導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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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營刊可見，大O的活動亦隨年代有轉變，例如：

六十年代： 主要有植樹、茶會、環校跑、時事討論等(宿舍晚上會關門！)

七十年代： 開 始 有 營 歌 ， 營 刊 內 收 錄 歌 詞 多 達 數 十 首 。 部 分 是 
流行曲，亦有當時中國內地流行的歌曲，例如《我的祖國》、
《松花崗上》等。

八十年代： 有土風舞、體育活動、介紹屬會、話劇、選級社籌委等；營
刊資訊更見豐富，介紹大學生活、崇基歷史、校園趣聞等。

九十年代： 開始有「主節部」─ 以不同形式的主題節目，提供思考 
空間，讓新生認識自己、計劃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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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校友室添置新設備
承蒙崇基一九七五年畢業班「臻社」校友
捐贈，位於崇基學院行政樓地下一層的校
友室近日新添置了電視機、卡拉OK設備
及咖啡機，以鼓勵校友多回崇基相聚。

崇基校友如欲租借校友室相聚聯誼，歡
迎聯絡崇基院務室麥小姐(電話: 3943 
6449 / 電郵: yvonnemak@cuhk.edu.hk)
了解租借詳情。

 崇基校董及校友獲頒特區政府殊榮
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回歸以來第二十二份授勳名單，頒授典禮將於十一月初舉行。校友會
仝人祝賀各獲授勳銜之崇基校董及校友：

銀紫荊星章： 陳家亮教授(1988/內外全科醫學)
  劉燕卿女士(1973/社會學)

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朱敏健先生(1975/地理)

銅紫荊星章： 郭志樑博士(崇基學院校董會成員)

榮譽勳章： 陳麗群女士(1986/社工)
  鄭新文教授(1978/音樂)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郭文坤先生(1988/化學)

 崇基校董會消息
崇基校董會最近委任兩位新校董，亦有多位校董續任。各新任及續任校董之任期自二零
一九年八月一日起生效，為期三年。

新任校董
香港各教會團體代表： 劉偉海博士(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楊有志牧師(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續任校董
香港各教會團體代表： 蒲錦昌牧師
  邢福增教授

推選校董： 陳晴佑先生
  鄺榮昌先生(1968/會計及財務)
  蘇雄先生(1979/社會學)
  曾陳桂梅女士(1980/社會工作)

院務委員會代表： 馮通教授
  蕭鳳英教授

 新任學院榮譽院務委員及
資深導師
兩位崇基前院長梁元生教授(1972/歷史)
與陳偉光教授(1983/音樂)於二零一九年
八月一日起出任學院榮譽院務委員；前
崇基成員黃根春教授(1984/宗教)亦於同
日起出任學院資深導師。

 百年燕京：校史考察與近代著名教會大學尋訪計劃 
(北京，2019年)
崇基校牧室今年舉辦之「百年燕京：
校史考察與近代著名教會大學尋訪計
劃(北京，2019年)」於六月八至十三
日順利完成。此團由全國基督教大
學同學會協辦，除二十四名崇基同學
外，另有二十三名校友及崇基友好一
同參訪北京大學，了解昔日著名學府
燕京大學的歷史傳承。訪問團亦參觀
了清華大學、北京通州潞河中學；又
參加崇文門教堂主日崇拜、到燕京神
學院交流，並參觀利瑪竇及明末清初
來華傳教士墓群等。

 《一九四一的聖誕》電影
放映、映後談及展覽
獨立電影《一九四一的聖誕》由美籍導
演 Craig McCourry 執導，講述二次大
戰期間香港人和洋人軍民共同保衞香港
的故事。部份電影道具和幕後製作短片
於九月十至二十五日在崇基學院行政樓
大堂展覽廳展出。

展覽開幕典禮已於九月十日舉行，並於
同日晚上在校園內舉行電影放映及映後
談，由麥欣恩教授及Craig McCourry 先
生擔任嘉賓。

 崇基學院新生入學禮
崇 基 二 零 一 九 年 新 生 入 學 禮 於 八 月
二十六日上午在崇基禮拜堂舉行。典禮
上舉行了校友座談會，邀得梁淑瑜女士
(2006/社工)、江振鴻先生(2009/專業會
計)及黃梓浩先生(2015/運動科學與健康
教育)三位校友擔任嘉賓，與新同學暢談
在崇基讀書時的難忘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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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質堂四十周年堂慶
為慶祝文質堂建堂四十周年，文質堂新舊宿生將於十一月九日舉辦慶祝活動，包括下午
三時至六時的文質茶聚，以及晚上七時於眾志堂聚餐，歡迎所有文質堂的新舊舍友及親
友參加。活動詳情及餐費等資料，請參閱網上報名表格。有意參加的舍友，請於網上
報名。如有查詢，歡迎致電/WhatsApp：6754 5533聯絡余曉嵐校友(Hannah)(2017/社
工)，或電郵至wenchihtang40@gmail.com。

 崇基協社畢業五十周年母校重聚活動
崇基協社(一九六九年畢業班)將於十月舉行慶祝畢業五十周年的重聚活動。協社同學聚
餐將於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六時於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會所餐廳舉行；而協社校友亦會
於十月二十五日校慶日聯袂參加校慶感恩崇拜及千人宴，當日下午將舉行校園導賞遊及
茶會等活動。此外，「南丫島及港島中西區海濱長廊一日漫步遊」將緊接於十月二十八日
舉行。報名及查詢，歡迎聯絡崇基學院校友事務統籌張小姐(電話：3943 6015 / 電郵：
christinecheung@cuhk.edu.hk)。

 崇基學院六十八周年校慶
千人宴
十月二十五日是崇基學院六十八周年校
慶的大日子，校慶千人宴將於當晚六時
在嶺南運動場舉行，歡迎崇基校友參
加。有關門票及其他詳情，請聯絡學
院通識教育辦公室李小姐(電話：3943 
6445)。

 崇基校友日
本年崇基校友日將於十月二十六日舉
行，歡迎不同年代校友參加。今年特別
號召五九、六四、六九、七四、七九、
八四、八九、九四、九九、零四、零
九、一四、一九年畢業校友組隊出席校
友日活動及晚宴。查詢詳情，請聯絡崇
基院務室麥小姐(電話：3943 6449)。

 崇基暉社畢業四十五周年
重聚活動
崇基暉社(一九七四年畢業班)為慶祝畢
業四十五周年，將於十月至十二月期間
舉辦多項活動，包括：十月二十五日校
慶日聯袂參加校慶感恩崇拜、校園導賞
遊、茶會及千人宴等活動；十月二十六
日參加校友日聚餐；十一月二日下午三
時於崇基校友室舉辦講座，題目為「香
港和我們這一代」，邀得孔繁盛(經濟)
擔任主持，趙仕鴻(工商管理)、梁海國
(經濟)、方蘇(經濟)、葉漢明(歷史)及謝
家駒(社會學)五位暉社校友主講；十一
月四日為「海洋公園一日遊」；十一
月五日舉行「唱K飯聚」及於十二月二
至八日舉辦「東馬來西亞及汶萊優悠
遊」。以上活動詳情容後公布。如有
查詢，歡迎聯絡崇基學院校友事務統
籌張小姐(電話：3943 6015 / 電郵：
christinecheung@cuhk.edu.hk)。

 晚餐講座 ─  
衝突宜「解」不宜結
崇基學院校友會於八月二十八日舉辦晚
餐講座，由國際調解及衝突處理專家梁
淑瑜校友(2006/社會工作)擔任主講嘉
賓，分享如何應用調解技巧靈活處理糾
紛，修補雙方關係，達至雙贏的結果。

 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
崇基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已於七
月十一日順利舉行。陳樹偉會長
(2000/物理)於會上報告過去一年的
會務，並分享校友會將如何繼續積
極支持母校的發展。去年校友會主
辦並與學院合辦二十多項不同類型
的活動均獲校友踴躍參與，令人鼓
舞。校友會將繼續努力聯繫各年代
崇基校友，增進彼此的崇基情。

 親子日本和諧粉彩體驗班
崇基校友會於七月二十日舉辦「親子日本和諧粉彩體驗班」，由日本和諧粉彩認證導師周
淑儀校友(2002/心理學)擔任導師。十多位校友和子女一同發揮創意，以指代筆在畫紙上創
作出一幅幅美麗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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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陳以衎(1972/哲學)  陳碧儀(1990/工商管理)
林金輝(2000/政治及行政)  鄭映雪(2001/新聞與傳播)

比若 鄰

陳永華(1979/音樂)今年六月二十二日率香港樂團及加拿大管弦樂
隊於多倫多演出「Voices of the World」音樂會，其新作《第九交響
曲：仁愛大同》是其中一首重點樂曲。陳校友以西方樂理探討中國
聲韻，曾以交響曲來演譯《三國誌》、《長城》及《蒼茫大地》。

本 刊 編 委 鍾 啟 然
(2000/翻譯)暑假
隨兒子鍾致遠赴美
國參加為期九天的
小太空人訓練營。
致 遠 從 二 千 多 位
參 加 者 中 脫 穎 而
出，與另外七位小
朋友同獲選為「二
零一九萬通小太空
人」，獲贊助與家
人赴美進行太空探
索之旅。父子倆先
在阿拉巴馬州的太
空火箭中心進行模
擬太空人訓練，試
玩多軸椅和模擬太

空船駕駛艙等設施，及後又轉到甘迺迪太空中心參觀穿梭機和火
箭發射台等。二人除了大開眼界，更親身感受到「凡事皆可能」
的探索精神。

鄺頌安(2002/工商管理)早年不幸患青光眼，僅餘一成視力的鄺校友
卻沒有氣餒，在報章撰寫專欄外，又參與舞台劇創作，曾獲嘉許為
十大再生勇士。鄺校友今年獲國際教練協會認證為 Certified Masteries 
Coach，透過對話方式啟導學員，鼓勵他們積極面對逆境。

中大工程學院機械人團隊「工無不克」，七月在「全港大專生機械
人大賽」勇奪冠軍。隊長葉俊華(2014/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就讀本
科時已成為隊員，畢業後繼續帶領師弟妹作賽，傳承經驗。是次比
賽以「飛奔大漠中」為主題，參賽隊伍須設計手動及自動操作的機
械人各一，於三分鐘內征服多個模擬大漠地理環境的障礙，並完成
一系列任務。團隊更於八月代表香港出戰在蒙古烏蘭巴托舉行的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並贏得冠軍，成為首支奪冠的香港
隊伍。

劉卓熙(2013/音樂)於七月二十四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的
香港合唱指揮比賽總決賽暨亞太合唱高峰會閉幕音樂會上取得第
二名的佳績，校友會同仁謹以致賀。

李醒良(2000/日本研究)從事專業日本清酒教育多年，主力在內地
及港澳訓練清酒侍酒人才。最近李校友獲著名清酒品牌「獺祭」
委任為官方培訓員，為前線銷售人員設計及教授培訓課程，有興
趣的校友可與他聯絡(av455@hotmail.com)。

現任金融管理局副總裁余偉文(1986/企業管理)，將於十月一日起
接替現任總裁陳德霖(1976/社會學)出掌金管局。余校友認為，目
前香港面對很多不明朗外圍因素，他首要工作是維持本港金融穩
定，並將香港建設成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資本市場的橋頭堡，並
且加快香港金融科技和綠色金融的發展，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

圖中前排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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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敬國(2004/計量財務)(下圖中)去年與兩位中大校友成立非牟利機
構「Just Feel 感講」，致力推廣「善意溝通」。「Just Feel 感講」
鼓勵兒童了解及正視社交情緒，學習以善意溝通方式向他人表達感
受，同時為學校提供社交情緒教育支援。魏校友於八月十九日接受
香港電台節目「有你同行」訪問，分享善意溝通的心得。

林明祥(1997/經濟)乃Eminent Global Technology Limited創辦人
兼總裁，獲「崇基至善一家親」之邀，分享飲食養生之道。林校
友曾成功於三個月內減掉三十磅，並透過飲食改善高血壓。他以
自身經驗與校友分享健康的飲食減脂妙法。

李明心(2010/工商管理)創立的本地健康生活科企C o n t a c t 
Beverage在九月推出了智能健康茶飲平台Lify，結合手機應用程
式、智能沖泡器及自家研發的專利草本茶餅，為用家提供個人化草
本茶飲用體驗。顧客會先回答約三十條問題，然後程式便分析其身
心狀態，並根據當時的天氣變化，建議合適的茶餅；再配合智能沖
泡機，顧客就能享用最適合自己的健康草本茶飲。

陳用(1974/化學)從事教師培
訓多年，現專注書法教育，
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香港分
會理事，亦於中大藝術系任
教。陳校友於今年七月香港
書展期間舉辦了題為「初習
書法應有的知識」講座。

鍾倫納(1972/社會學)剛出任
美國亞肯色州立醫科大學公
共衛生系教授。五月出版新
書《研究社會的方法：科學
在社會生活中的應用》精簡
地介紹了社會科學應用研究
中的常用方法。

崇基前校牧許開明(1983/神學)兩年前榮休後，擔任中華基
督教會合一堂主任牧師至今。許校友曾著書十七本，近著有  
"A Study of T. C. Chao's Christology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China 1920-1949"，中文撮要版為《中國社會變遷中的趙紫宸人
格基督論1920-1949》。

中大生物系榮休教授畢培曦
(1972/生物)最近出版新書
《日日植物日》，書內文章結
集自他於《明報》撰寫多年的
專欄文章，以時節和宗教節期
來劃分主題，亦特別介紹多種
具地區性、時節特色的植物特
性和背後的故事。書中描述
崇基生活和人物的章節也非
常多，包括〈中大冬青念秀
英〉、〈菩提多為樹〉、〈雞
蛋花與高牆〉等，並有辛世民
教授和崇基前校牧伍渭文牧師
的代序。

趙權惠(1968/化學)(下圖右二)
已移居美國印第安納州，將出
席十月二十四日協社五十周年
聚會。如欲聯絡趙校友，可電
郵至kllpcchiu@gmail.com。

中大工程學院院長黃定發教授及電子工程學系本科課程主任李丹
教授到訪三藩市灣區，北加州崇基校友會會長古正夫(1960/物理)
與校友們於七月二十七日在三藩市半島香滿樓酒家與兩位教授茶
聚，傾談甚歡。崇基北加州交換生更藉此機會代表學院贈送校友
會學院紀念品一份。

(前排左起)黃定發教授、鍾月萍(1962/史地)、李丹教授；(後排左起)何澤琛
(計量金融/二年級)、古正夫(1960/物理)、尚思齊(計算機科學/三年級)及黃
伯熙(1964/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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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若 鄰

崇基校友網上版 
編輯委員： 陳以衎(1972/哲學) 陳碧儀(1990/工管) 
 林金輝(2000/政政) 鍾啟然(2000/翻譯) 
 江燕妮(2001/新傳) 董就雄(2001/中文) 
 鄭映雪(2001/新傳) 梁嘉麗(2004/社會學) 
 鄭穎茵(2006/中文) 麥嘉輝(2016/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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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省崇基校友會八月十日在奧沙華市的湖景公園(Lakeview 
Park)舉行「夏日湖畔樂逍遙」，不同年代的校友及家屬一起遠
足、野餐及玩集體遊戲，氣氛熱鬧。

陳浩然(1995/生物化學)(下圖右一)及呂愛蘭(2003/生物化學)(下
圖右二)與另外二十九位年青科研學者獲邀出任香港青年科學院創
院院士。香港青年科學院由香港科學院成立，旨在鼓勵本港跨領
域科創發展，並推動中學科普教育，培養科學人才。

圖：轉載自《中大通訊》第五四零期

中大院士何萬森(1955-56/史地)(前排左五)早前前往紐約探望兒
孫，並於九月七日與中大美東校友會二十多位校友茶聚，分享近
況，暢談甚歡。

蔡凌輝(2019/信息工程)(右圖中)與四位崇基同學劉觀明(信息工程/四
年級)(右圖右一)、譚文新(電子工程/三年級)(右圖右二)、陳冠滔(信息
工程/四年級)(右圖左一)及符仕玟(政治與行政/三年級)(右圖左二)發起
眾籌，透過「超『越』單車」活動募款支持學院興建「崇基學生發展
綜合大樓」。五位健兒七月三日起由崇基學院出發，騎單車經廣東、
廣西等地到越南，旅程穿州過省，總距離逾一千四百公里，歷時十八
天。到達河內後，更探訪當地孤兒院。

鄭榮坤(1965/工管)九月五日於加拿大溫哥華離世。
鄭校友定居溫哥華逾五十年，在當地從事旅遊業工
作。告別儀式於九月十六日舉行，校友會同仁對鄭
校友的離世深表哀悼，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曾海球(1967/經濟)於七月四日因病辭世。曾校友於一九七八至
一九八零年曾任崇基校友會會長，更是中大校友會聯會第一屆創

會會長，退任後亦參與崇基校友會顧問委員會，
為校友會的長遠發展提供寶貴意見。曾校友對母
校和社會貢獻良多，校友會同仁對他的離世深表
哀悼，並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余儷玲(1973/社工)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於加拿大温
哥華安詳離世，其夫婿為林賢生(1973/哲學)。追
思晚禱及告別彌撒已分別於九月四及五日於温哥華
舉行。校友會同仁對余校友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陳松起(1961/新亞/商學)於七月三日因病辭世。人稱「壽哥」的陳
校友乃崇基女婿，與太太張愛玲(1961/中文)一九六五年結婚，為
首對在崇基禮拜堂舉行婚禮的新人。夫婦一起加入崇基校友會幹
事會逾二十年，一直熱心參與學院和校友會
的各項事務和活動，在聯絡海外校友方面更
是貢獻良多。校友會對陳校友的離世深表惋
惜，並向其家人致以真切慰問。

陳耐持(1975/神學)在荷蘭生活四十多年，七月與五十位藝術家在
荷蘭Gorcums博物館中央展覽廳舉行藝術展覽「What Moves」， 
有關片段可參閱以下網址：

在音樂節拍中
書寫數百米中
國古典詩詞︰

工作坊「Playing 
with lin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於河內留影

與越南孩童赤腳踢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