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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的校園

攝影：林楚峰(2008/計算機科學)、傅恩濤(地理與資源管理/四年級)
整理：黃佩歡(2006/宗教研究)

崇基的每一個角落，本應充滿着同學們歡樂的笑聲。一場前所未見
的疫症，令本應熱鬧的校園變得冷清，只剩留鳥的叫聲和貓兒
的身影。

也許今天校園變得不一樣，但我們深信一切將回復原
貌。這樣一個帶點超現實的狀態亦讓我們重新了
解，一個熱鬧自由的校園，其實並非必然。疫症
既然已在我們中間，何不趁這時候讓自己放
慢步伐，欣賞樹影婆娑的小徑，靜聽禮
拜堂旁的流水聲，又對比一下曾經
習以為常的熱鬧情境，好好從另
一個角度細味這個不一樣的
校園。



不一樣的 
新生輔導營
那年盛夏的暑假，我們日以繼夜準備新生
輔導營(O Camp)。眾志堂內數百人一起吃
飯、dem beat的聲音，雷動着整座建築物。
晚上我們在池旁路進行小組活動，新生們
玩得多麼投入，大家汗流浹背，青春的熱
血，都盡情地燃燒和揮發。入夜，年青的
身體還未願休息，三五成群的坐在何草，
仰望着漫天星宿，訴說着青澀的心事。

八月中仍空無一人的眾志堂和康樂室，只因今年

連新生輔導營都要史無前例地在網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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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才發現何草的喧鬧聲歡呼聲

原來是多麼悅耳。

一紙「謝絕探訪」、一句「閒人免進」，

平日充滿活力的宿舍變得冷冷清清。

不一樣的宿舍
到了開課後，宿舍內外經常聚滿人，為

了舍音盃、傅元國盃等比賽，年青的學

生努力練習，常常徹夜未眠。校園內發

生的一切，都是這麼單純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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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末總要提早來才爭得一席位的圖
書館夜讀室，如今只得一張張空櫈。

不一樣的崇基角落
走過滿載回憶的崇基廣場(即文質台)、
夜讀室和大學站廣場，深深感到能與
同學們共度的時光原來是這麼珍貴。

望着空空如也的大學站廣場， 

叫人特別懷念FM530的樂韻悠揚。

縱使校園有多不一樣，崇基貓 Grisha 依舊在文質

台上午睡，只是少了來找牠慰藉心靈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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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 Final Year
疫情對上年Fina l Year的同學影響甚

大，他們在事業剛起步之際已遇上不

少困難；對未畢業的同學而言，珍貴

的崇基校園生活一下子就被劃上一個

無情的休止符。

一場世紀疫症令全世界都停頓下來。

回望校園，正好教我們明白一切的美

好都不是必然。深信陽光總在風雨

後，崇基校園，永遠都是我們的家。

在重新檢視珍惜我們擁有的同時，也

希望校友能多支持提攜學弟學妹，發

揮崇基一家的互助團結精神。 

今天大學之道，在網絡上、在直播

鏡頭前、更在崎嶇險要之處。

惜別週會後的放汽球儀式，
只好在幻想中進行。

Photo Day本是池旁路最熱鬧的一天，但汽球和

鮮花如今只換來一份對未來的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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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校友會於七月十一日舉行了周年會員大會，

會上選出新一屆(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二年)的幹事會。

在此感謝前任會長陳樹偉(2000/物理)過去四年對校友

會的貢獻外，我們邀請了新一屆崇基學院校友會會長

廖健華(2004/經濟)、兩位副會長魏敬國(2004/計量財
務)和關皓揚(2015/工商管理(國際貿易及中國企業))分
享他們的心聲，以及展望未來兩年幹事會的工作。 使命莫辜負
 會長 廖健華 Kinson (2004/經濟)

從未間斷的崇基情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間已經畢業十六年了。

讀書時期我已是個活躍份子，求學三年均緊扣着學生活動，一、二年級參與過中大
及崇基學生會代表會、崇基經濟系會、籌備過新生輔導營和校慶、也當過學院不同
委員會的學生代表。三年級畢業在即，原本打算「收心養性」，專注學業，但得知
畢業班級社「缺莊」，深感如果沒有同學錄及畢業聚餐會非常遺憾，於是又組莊參
與了。結果直到結業試都結束了，我仍在為畢業班活動奮鬥。

近日疫情也使我回想起二零零三年的「沙士」。當時我是二年級學生，疫情爆發，
學期提早結束。當我正準備跟大部分同學離開校園及宿舍之際，偶然留意到學院處
理疫情的應變小組(Task Force)招募學生代表，意見多多的我又忍不住報名參加了。
結果「沙士」抗疫的幾個月我都留在宿舍，每天早上與學院一眾管理人員跟進校園
的抗疫措施及配套安排。

畢業後我旋即加入校友會服務至今，和崇基的聯繫從沒有間斷，甚至與母校的感情更加深厚。與其說我畢業了十六年，更
準確的說法應為今年是我成為崇基人的第十九個年頭。

傳承與開拓的四個平台
校友會過去四年在陳樹偉會長帶領下，校友活動多姿多彩，為年輕校友舉辦的活動更深受歡迎；加上各資深校友熱心指
導、年輕幹事積極籌劃，上下一心，校友會幹事團隊更是生氣勃勃。

展望未來校友事務發展，我期望校友會能成為四個主要平台：

1. 維繫感情的平台：透過不同類型的聯誼活動(如：Happy Hour、興趣班、茶聚、行山等)，提供機會讓昔日同窗好友，
甚至跨年代的校友連結，維繫崇基人感情之餘，也讓校友們從忙碌的生活中放鬆一下。

2. 薪火相傳的平台：「崇基人」身份認同感很強，許多師兄姐十分關心學弟妹的在學及工作情況，希望將自身見識與經
驗與學弟妹分享，無私地擔當嚮導之角色。校友會透過與學院合辦學長計劃，促進了學弟妹與學長的人生經驗交流，
擴闊同學們視野。另外校友會又透過職場講座、文化考察及實習體驗計劃等不同活動，啟發同學們從更多角度了解就
業、創業與人生各種挑戰。過往這些深具意義的工作都十分受歡迎，我們希望在過往成功的基礎上繼續發展。

3. 回饋母校的平台：鼓勵及推動校友們積極以他們感興趣的方式，貢獻寶貴的時間、專長、經驗及資源，為母校持續發
展出謀獻策和提供支持。多年來，校友間推動成立的獎學金，不計其數；
提供之建言與資源，更促進了學院的持續發展。近年，校友們更積極為興
建中的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出心出力，希望各校友能繼續大力支持。

4. 成就理想的平台：透過校友之龐大網絡，我們期望能連結不同校友的經驗
和資源，促進校友間互相扶持，幫助部分有心校友達成理想，共同貢獻社
會，發揚「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止於至善。

為落實校友會目標，今屆校友會幹事會非常注重不同年代校友結合，確保有
老、中、青不同的聲音(由六十年代起，每個年代均有代表)。我們幹事會期
望未來在不同場合，多聆聽大家意見，積極連繫熱心校友，齊心回饋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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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會長 關皓揚 Eric (2015/工商管理(國際貿易及中國企業))
「崇基好『chur』㗎，又要上(比其他書院更多次)週會！」還記得當年選書院時，中
大的師兄師姐都是這樣說的。話雖如此，但我卻被崇基的文化深深吸引，一心一意
希望加入崇基。最後我如願以償，在崇基過了四年「chur」的生活：參加新生輔導
營、住新宿(利樹培堂)及擔任崇基工管系會會長。

在眾多活動中，讓我正式與崇基校友會結緣的就是學長計劃。當年我幸運地獲編配成
為時任副會長陳志豪(1997/專業會計)的學弟，他給我不少職業路上的寶貴意見，更
讓我認識了崇基校友會。沒想到今天，我繼承了我的學長，成為了校友會副會長。

還記得首次為校友會籌備活
動是二零一五年的聖誕聯歡
派對，我與幾位幹事構思了

整晚的活動，還擔任當晚司儀，認識了不少校友，之後便順理
成章地成為年青校友幹事會的召集人，亦出任了中大校友會聯
會的代表。我在校友會服務了五年，與其他師兄師姐相比經驗
尚淺，所以今屆能夠擔任副會長實在是我的榮幸。我有信心可
以幫助校友會凝聚一班年青校友，為校友會注入一些新構思，
從而團結各屆校友，回饋母校，傳承崇基精神。

 副會長 魏敬國 Anthony (2004/計量財務)
Chung Chi Col lege has always been my beloved home when I w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and after I graduated. It has been my absolute honor to 
serve as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Chung Chi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for the 
last four years and for the next two years. I am excited to continue to contribute 
back to my alma mater.

We have an amazing group of dedicated alumni serving on this Alumni Associ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 who are so devoted and exceptionally committed to 
providing the best programs and events for all alumni.  It is an inspiration to work 
with them, find support from them and it is an honor to call them my friends.

Personally, I have been delighted to work with Kinson, my classmate, hall-mate 
and a longtime friend. His dedication to Chung Chi College and to our Alumni Association is unmatched, and I am 
extremely fortunate to have his leadership as the Chairman in the coming two years. 

The mission and commitment of our Alumni Associ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 remains the same, to keep our alumni connected to our 
College, and each other, and to support the students who will follow as 
future leaders. Building on traditions from the past, creating new ones, 
and refocusing our efforts to build upon a strong history and foundation 
will be our goal as we move forward. 

Chung Chi College belongs to all of us and is a place of immense 
meaning to all alumni. I also invite you to join us in shaping our Alumni 
Association for this year and future years. You can participate by 
volunteering at our events or join as a participant like myself many years 
ago.  Lastly, I hope everyone is safe and sound in this difficult time, but I 
have faith that we will come out stronger together after this health crisis.

情 繫 同 窗    7情 繫 同 窗    7



會長： 廖健華(2004/經濟)

副會長： 魏敬國(2004/計量財務) 關皓揚(2015/工商管理(國際貿易及中國企業))

義務秘書： 陳寶蘭(2014/工商管理)

義務司庫： 蔡國浩(2001/專業會計)

董事： 馬紹良(1969/數學) 陳慧卿(1973/工商管理) 白耀燦(1975/歷史)  

 黃劍文(1983/會計) 盧碧瑜(1991/音樂) 姚　穎(1998/英文)  

 陳樹偉(2000/物理) 鍾啟然(2000/翻譯) 林中青(2001/專業會計) 

 葉詩彤(2014/工商管理)

幹事： 鄺榮昌(1968/會計及財務) 劉世鏞(1971/會計及財務) 顏　龍(1971/地理)  

 陳以衎(1972/哲學) 侯運輝(1972/經濟) 陳碧橋(1973/社工) 

 張越華(1975/社會學) 廖昭薰(1977/社會學) 陳早標(1979/生物)  

 魏文富(1981/市場學) 吳遠興(1983/企業管理) 陳碧儀(1990/工商管理) 

 陳銘基(1994/經濟) 謝連輝(1996/經濟) 謝偉明(1997/專業會計) 

 袁兆豐(1998/工商管理) 姚金偉(1999/經濟) 林金輝(2000/政治與行政) 

 鄭映雪(2001/新聞與傳播) 詹佩鳳(2001/食品及營養科學) 董就雄(2001/中文)  

 江燕妮(2001/新聞與傳播) 羅鈞全(2001/專業會計) 蘇　雋(2001/工商管理) 

 劉君豪(2004/計量財務) 梁嘉麗(2004/社會學) 楊宏安(2004/地理與資源管理) 

 李俊蔚(2005/工商管理) 麥金華(2005/翻譯) 杜溢康(2005/工商管理) 

 鄭穎茵(2006/中文) 梁淑瑜(2006/社工) 黃佩歡(2006/宗教研究)  

 温浩賢(2009/經濟) 鍾莉筠(2012/法律) 張天朗(2014/地理與資源管理) 

 黃梓浩(2015/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 陳樂瑤(2016/翻譯) 蔡潔瑩(2016/生物化學) 

 郭　希(2016/工商管理) 麥嘉輝(2016/新聞與傳播) 阮珮恩(2016/英國語文研究與英國語文教育) 

 謝苡琳(2017/工商管理) 潘駿生(2018/化學) 盧頌恒(2019/政治與行政)  

 趙芷滺(2020/文化研究) 李樂施(2020/信息工程)

崇基學院校友會幹事會名單(2020-2022)

崇基學院校友會特別會員大會暨周年會員大會已於七月十一日順

利舉行，今年大會以線上線下同步方式進行，當日共有五十多名

不同年代的崇基校友親臨或透過線上參與支持。特別會員大會上

通過了會章的修訂，使內容得以更配合社會及科技之最新發展。

周年會員大會上除討論及通過校友會過去一年的工作及財政報告

外，新一屆幹事亦正式上任。院長方永平教授及院務主任張美珍

博士亦有出席支持。跨年代的校友就崇基學院及校友會的發展方

向踴躍發言，熱烈交流。

崇基學院校友會特別會員大會暨周年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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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續任崇基學院院長 
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方永平(聯合/1983/生物
化學)獲大學校董會再次委任為崇基學院
院長，由本年八月一日生效，任期三年。
方永平教授自一九八九年加入崇基以來擔
任多個重要崗位，對學院的行政和學生事
務有逾三十年的豐富經驗，包括曾任走
讀生舍堂首任舍
監、學生宿舍委
員會主席、學生
輔導長、服務學
習中心首位主任
及副院長，並由
二零一六年八月
起出任崇基學院
院長。

 崇基校董會消息
崇基學院校董會於二零一九年十月的會議中，通過崇基學院憲章第四條有關校董會組成
的修訂，增加校董會成員人數由不多於三十三名至不多於四十五名，新增成員如下：
(一)當然成員：學院副院長一名和神學校董會主席、(二)教會或基督教團體代表四名、
及(三)推選校董六名。

因應憲章的修訂及新校牧任命，學院校董會自二零二零年八月一日起有以下新任當然校董：

副院長：高永雄教授(1989/生物)       神學校董會主席：蘇成溢牧師(1985/神學)

校牧：高國雄牧師(1998/宗教)

另外，校董會亦委任四名新校董，同時有多名校董續任。各新任及續任校董之任期自
本年八月一日起生效；除另有註明外，校友會推選校董任期為兩年，其餘校董之任期
為三年。

新任校董

推選校董： 陳德霖先生(1976/社會學)     錢永勛先生      魏敬國先生(2004/計量財務)

崇基學院校友會代表：廖健華先生(2004/經濟)

續任校董

推選校董： 陳鎮榮先生 侯運輝先生(1972/經濟) 梁鳳儀博士(1970/歷史)

 李國謙先生 呂元信先生 雷兆輝醫生 彭玉榮博士(1973/經濟)

崇基學院校友會代表：陳樹偉先生(2000/物理)

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推選董事：胡錦文先生(任期一年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新任學院校牧 
崇基學院校董會經中華基督教會香港
區會同意借調，委任高國雄牧師(1998/
宗教)出任學院校牧，任期自本年八月
一日起生效。高
牧師於二零零八
年取得中大神道
學碩士學位，從
事學生福音工作
二十多年；到任
學院校牧前為梁
發紀念禮拜堂副
主任牧師。

 新任學院副院長、副學生輔導長及資深導師
崇基學院新委任兩名副院長，一名副學生輔導長及兩名資深導
師。除現任副院長兼學生輔導長高永雄教授(1989/生物)外，另
委任本院通識教育主任、教育心理學系副教授蕭鳳英(1990/心
理)及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陳浩然(1995/生物化學)出任副院長；社
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黃敬歲為副學生輔導長。

此外，前教員江紹佳教授及邱永強先生獲委任為學院資深導師。
以上任期皆自二零二零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新任副學生輔導長 

黃敬歲教授
新任副院長兼通識教育

主任蕭鳳英教授
新任副院長陳浩然教授

 崇基六十九週年校慶及校友日
本年十月三十日為崇基六十九週年校慶的大日子，校慶感恩崇拜邀得中大校長段崇智
教授為主禮嘉賓。此外，當日更會舉行七十週年校慶啓動禮，並介紹校慶標誌及標語
設計比賽的得獎作品。屆時現場將同步進行網上轉播及錄影，讓未能現場出席的校友
亦能於網上收看，有關詳情將容後公布。而崇基校友日則緊接校慶日，於十月三十一
日舉行。

 新任崇基學長計劃主席
黃劍文(1983/會計)於本年七月中旬起
接任潘智海(1980/人事管理)擔任崇基
學長計劃委員會主席。黃校友於二零
一零年起擔任崇
基 學 長 計 劃 學
長，近年為學長
計 劃 主 講 多 場
「 C V 急 救 站 」
及「求職面試升
級班」講座，深
受同學及年青校
友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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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陳碧儀(1990/工商管理)  林金輝(2000/政治與行政) 
鄭映雪(2001/新聞與傳播)

張永德(1995 /醫學科學；
1998/內外全科醫學)畢業後
在聯合醫院擔任骨科醫生，二
零零三年「沙士」期間曾自
願走上抗疫前綫，現時他為
醫療集團家庭醫生。張校友
二零一五年成立「旭日持續
發展基金」，為有特殊學習需
要(SEN)的學童和家長提供支
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間，
張校友應衞生署邀請，成為合
約兼職醫生，與十多位醫生輪
流在家居檢疫組熱綫中心接聽
家居隔離人士的來電，為身體
不適者進行初步醫學評估。

曾於二零零四年南亞海嘯時到
布吉協助尋找失蹤港人的衞
生署首席醫生方浩澄(2002/ 
醫學)年初參與策劃多項有關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緊急行
動，協助醫護及政府人員從日
本鑽石公主號及武漢接回滯留
港人。他表示行動最大挑戰是
各地文化不同，且訊息不斷轉
變，有關行動安排亦要根據最
新情況不斷調整，務求安全及
迅速地把滯留港人接回來。他
又讚揚港人在危難時刻更見人
情，且配合防疫措施，同心對
抗疫情。

陳思樺(2006/工商管理)畢業後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College)修讀國際傳媒碩士。二零一零年回港在國際廣告公司任
職，及後再被調派往倫敦辦公室。二零一三年她獲邀加入當地
頂尖廣告公司，負責可口可樂在英國的媒體宣傳策略。一年後
陳校友毅然在倫敦創立廣告公關公司
Comms8(信吧)，二零一八年在香港和內
地開設分公司，主攻歐亞兩地的綜合市
場傳播策略，公司早前榮獲歐洲商業雜
誌《The Drum》數碼廣告主席大獎。陳
校友自二零一七年開始提供倫敦廣告公
司實習機會給香港大學生，今年更於崇
基設立海外深造創業獎學金，希望學弟
妹藉此能開闊眼界，發揮潛能。

前 中 大 哲 學 系 系 主 任 張 燦 輝
(1974/哲學)在「攝相」領域有
豐富經驗。張教授認為拍攝的對
象是萬物之現象，是「相」而非
「影」，故「攝相」比「攝影」
更為準確。他把多年遊歷世界各
地的「攝相」作品輯錄成書，並
以「域(scape)」為主題，在六
月於灣仔Eastpro Photo Gallery
展出一系列相片，並發布三本新
書，以獨特的視角與觀眾分享
「冰域」、「城域」及「層域」
的自然風光與城市風貌。

岑美霞(1981/生物)獲中大校
董會委任為大學副校長，任期
三年。岑教授早年獲裘槎基金
會獎學金負笈英國劍橋大學修
讀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並於英
國國家醫學研究院接受發育遺
傳學博士後培訓。岑教授現為
國際著名發育生物學家，曾任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助理院長
(研究)、生殖及發育研究中心
主任及生物化學系系主任、香
港大學協理副校長(科研)及生
物醫學學院教授。

中 大 市 場 學 系 教 授 陳 志 輝
(1977/市場學)(圖左)獲粵港澳
大灣區最大的民辦商科高等教
育集團「中滙集團控股有限公
司」委任為集團深圳大灣區商
學院董事會副主席，負責該集
團商學院的整體籌辦及日常運
作。陳教授精研策略市場學和
跨文化市場學，對中國市場研
究特深，曾於國際學術期刊發
表多篇論文。

陳德霖(1976/社會學)獲香港城
巿大學頒授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
銜，以表彰其多年服務香港政府
及社會，及維護香港銀行和金融
體系穩定、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的貢獻。陳校友執掌金融
管理局期間，曾推動多項重要金
融政策及項目，包括發展香港金
融基建，以及建設香港成為全球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圖：轉載自中大資訊處

中大歷史系榮休教授、中國文化研究
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崇基
學院前院長梁元生(1972/歷史)七月四
日應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之邀，擔任
「名家講座」系列之《學史五十年》
講者。兩小時網上演講內容豐富，梁
教授娓娓細說當年在香港、美國及新
加坡之歷史學習和講學經歷。校友如
欲重溫講座精彩內容可
瀏覽YouTube片段。

圖：轉載自中大資訊處

10    心 懷 母 校



郭善伙(1975/哲學)近日賦詩兩首，與校友分享：

青蔥歲月(一) 懷大學生活
猶記當年論道頻，青蔥歲月去留痕。
悲歌慷慨懷家國；淺醉低迴說藝文。
縱有閒情思窈窕，空餘幽夢化煙雲。
相逢今日人俱老，且喜仍存百病身。

青蔥歲月(二)
詩酒文章和唱忙，青蔥歲月記疏狂。
泛舟月夜尋佳句，聽鳥黃昏賞夕陽。
四載同窗緣早結，半生回首意難忘；
校園今日多變改，不及當年好風光。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
系客座首席講師許為天(1978/ 
數學)(圖左)，最近因疫情而多留
在家中工作，並加入YouTuber
行列，於平台上分享教育評議、
短片介紹、人生經歷以至修身減
肥的體會。有興趣的校友歡迎瀏
覽「WT Hui」的頻道。

黎育科(2004/地理與資源管理)在中大完成學士及碩士後，負笈加
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取得博士學位，並於二零一八
年開始任職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他早前與來自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史丹福大學
等科學家組成國際研究團隊，在米
埔自然保護區的紅樹林濕地進行為
期三年的野外監測，創建出全球首
套亞熱帶河口紅樹林生態系統甲烷
排放數據庫。研究結果已於生物多
樣性保育及環境科學領域的頂尖學
術期刊《Global Change Biology》
發表。

譚家博(2013/哲學)今年六月
取得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神學
與宗教研究系博士學位，論
文題為《論齊克果文化哲學
及其於中國與日本脈絡下之
應用(1842年後)》，全文已上
載至格拉斯哥大學網站(http://
theses.gla.ac.uk/81400/ )。

陳少華(1984/市場學)接替 
余子平(1966/化學)擔任溫哥
華崇基校友會聯絡人。陳校
友電郵聯絡為：warren_sw_
chan@hotmail.com。

羅天碩(2012/英文)(圖左) 
經不懈努力，早前獲北京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取錄
修讀博士課程，一圓清華
園深造之夢。

馬志堅(2007/訊息工程)熱愛
賽馬，現修讀英國愛丁堡大
學開辦的馬匹科學(E q u i n e 
Science)碩士課程。馬校友
本身為專業估值師，先後任
職兩所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如希望與他聯絡，可電郵至
kennethma@moore.hk。 

梁寶華(1987/音樂)現任香港
教育大學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
教授及系主任，兼粵劇傳承研
究中心總監，本年更當選為國
際音樂教育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ation) 
主席。梁校友畢業後投身教
育 ， 獲 澳 洲 新 南 威 爾 士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學 位 。 如 希 望
與 梁 校 友 聯 絡 ， 可 電 郵 至
bwleung@eduhk.hk。 

劉燕卿(1973/社會學)早前獲委任為本港首個專注乳健教育及患者
支援的非牟利慈善組織「香港乳癌基金會」總幹事。劉校友早前代 
表基金會接受商業
電 台 《 政 好 星 期
天 》 及 《 有 誰 共
鳴》節目訪問，分
享她加入基金會的
緣起及對全民乳癌
篩查的看法。兩個
節 目 分 別 於 八 月
二十三及二十八日
播出。

社會學及社會工作系一九六八年畢業班校友成立WhatsApp群
組，希望聯繫同屆同系同學。校友現可透過群組分享近況與生活
點滴，若有意加入群組，請傳短訊至1-669-265-7390與楊懷曾
(1968/社工)聯絡。 劉蘭芳(1968/社工)更為此撰詩一首：

網絡天涯手牽手，天天開心向前走； 
夕陽路上不用愁，好一界快活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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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題字：靳杰強(1966/物理)

聯絡統籌：梁頌茵、張芷蔚(崇基學院院務室)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行政樓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友會出版
電話：(852)3943 6449     

傳真：(852)2603 6210     

電郵：cccaa@cuhk.edu.hk     

設計承印：思捷概念 2897 6270
[來稿本編委會可作刪改]  版權所有  二零二零年

崇基校友網上版 

前崇基物理系系主任關錫鴻教授退休後移居美國休士頓，六月時
遇交通意外不幸離世，享年八十五歲。關教授熱愛旅遊，曾踏遍
南極洲外的世界其餘六大洲，又積極參與中大校友會德州分會的
活動。他退休後發表多篇學術以外文章，最後成書作品為二零

一九年出版的《青春歲月若流星》。編委會對關
教授遺孀范秀霞(1967/中文)和其家人致以深切慰
問。關教授家人在臉書設了紀念專頁「Dr Kwan Sik 
Hung Memorial Page」，校友可在上面留言悼念。

王誌信(1965/中文)六月十八日在波士頓家中主懷安息。王校友
八十年代初已在美國波士頓生活，他是道濟會堂主任王煜初牧師
曾孫，亦為合一堂教友。王校友對王氏族譜及道濟會堂歷史均有
深入研究，曾四出尋訪，據實考證，成書
《道濟會堂史1826 - 1926》。編委會對王校
友遺孀李超霞(1967/社會學)和其家人致以深
切慰問。

關萍(1961/物理)於八月五日辭世，享年八十歲。關校友一九六四
年負笈美國，一九七二年獲馬利蘭大學大氣物理學博士，旋即加
入貝克特爾電力公司(Bechtel Power Corporation)工作，至二零

一七年退休。關校友科研成就超著，一九九六年被
選為該公司第一位女性科研院士，同年獲美國總統
最佳女性工程科研獎，由時任第一夫人希拉莉親手
頒發。她與夫婿萬宜生均為美京華府區中文大學校
友會多年來的活躍會員。校友會同仁對關校友的離
世深表哀悼，並對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蕭粵中(1992/醫學)服務公立
醫院急症室多年，閒時喜愛野
外及長跑活動，早前獲出版社
邀請著書《野外醫學：求生與
救援必備知識》，把多年來的
野外醫學心得，以簡易文字與
同好分享，冀提高大眾對野外
活動的安全意識。

雷榎華(1968/社工)早前於
新 加 坡 出 版 詩 集 《 … 步 輕
風》，是雷校友的第一本中
英文創意詩詞及對聯文集，
收集了她自一九八七年至今
的 作 品 ， 內 容 包 括 緬 懷 崇
基、感歎環球疫情等。書名
是表達雷校友在輕風中步行
以保持健康快樂之心境。

譚立恒(1978/社工)曾任職IBM中國/香港人事部和亞太區總部行政
經理，主力招聘工作，曾為兩百多個工種主持五千場面試。譚校

友及後出任香港城市大學高級輔導主任，
專職大學生人生及事業發展培訓工作。多
年來他把招聘及職場心得著書七本，部
分與太太梁慕貞(1978/社工)合著。今
年譚校友出版第八本作品《揾工、見
工、轉工》，新著是一本有聲書(audio 
book)，由聯合電子出版社的應用程
式(App)「知書」發行。

林可兒(2006/訊息工程)曾在Google和Amazon擔任產品經理，累
積十年網絡營銷經驗。女兒出世後，她遇到各種育兒難題，因而
開始著手研究不同育兒法，如蒙特梭利和瑞吉歐等方法，並於社
交平台上創辦「下午茶媽媽」專頁與其他父母分享育兒心得。以
往從事營銷的工作經驗更啟發她創辦社交商務(Social Commerce)
的念頭，設立網站售賣益智教具，創業首星期只賣出約十本兒童
圖書，三個月後卻已成功賣出逾一萬本圖書。

溫漢璋(1959/宗教教育及社會工作)於八月三十一日主懷安息，
享年八十四歲。安息禮拜已於九月十四日在灣仔循道衛理聯合教
會國際禮拜堂舉行。溫校友為崇基資深校友，對崇基及中大貢獻
良多。他於一九七一至七三年期間任崇基校友會會長，在任時促
成校友會註冊成為有限公司；自二零零二年起擔任崇基學長計劃
學長，深受學弟妹愛戴；近年亦積極推動和參與「崇基校友一家
親」群組的活動，聯繫一眾崇基資深校友。此外，溫校友曾於中
大任職二十三載，於一九六九年至九二年間任職學生事務主任及
首任校友事務主任，任內推動中大學生會及中大校友會聯會之成
立。溫校友亦為中大職員協會名譽會長，對中大的學生、校友以
至職員都關顧有加。

溫校友在社會方面亦建樹良多，積極參與社會公益及社會服
務，包括曾任西貢區區議會主席及香港小童群益會執行委員
等。一九八七年，溫校友獲當時香港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並於
一九九三年獲頒贈英國員佐勳章(MBE)，以表
揚他對社會的傑出貢獻。

校友會同仁對溫校友的離世表示哀悼，並對其
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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