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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湖上，故事處處，足跡斑斑，且看故人，將
煩囂拋到身外，歸來鞍山，閒踏芳徑。有人繪
染一卷斑斕的生態地圖，將只有錦江可媲美的
四時湖景、夢縈魂牽的幾個未圓，在案前鋪
開。撫今不免追昔，七十年代的荷花池，今朝
的明鏡姣貌，不僅載有生活學業的扣心回憶，
也引發對人性修為的理性思索。
照片，心象也，不少校友將暇時拍下的寫懷小
照，精挑嚴選，配以雋句，公諸友好。延目中
流，我愛其靜。這豈只是崇基人的專利？湖邊
幽居的鳥群、飲水思源的茶荷楓杉，同你我般
眷愛此湖。這些睿智的靜觀者，總保持一貫的
沉默。來吧！且進入校友的印象長廊，瀏觀他
們已圓未圓的心靈展覽。

四時未圓
初次見面，是那個熱烘烘的八月。池旁
路上婆娑樹影，翠青的楓香、沉實的芒果
樹，為我們這班初來報到的新鮮人遮蔭。
眼前是無論動作、語調，甚至髮型都比
高溫更誇張、更熱情的學兄學姊們，連向
來以髮型出眾見稱的紅耳鵯都被比下去，
「蕃薯人」難免既害怕又興奮。可惜那年
暑假，因着颱風的來臨，雖不必撤營，我
卻未能跟您盡情歡度迎新營的時光，那是
我和您的第一個未圓。

慶，包含着愛
每年十月下旬，崇基上下都為學院慶祝生
辰，熱熱鬧鬧狂歡一番。
慶典當然要人多才有氣氛。這個晚上，這
邊廂載歌載舞，那邊廂玩得花容失色，更
有多款特色攤檔沿池旁路伸延。創作力量
同幻想都嚇人一跳，外號「崇基熊」的學
兄大膽建議：在池旁路投得攤位一邊吃火
鍋，一邊擺放電腦足球遊戲接受挑戰，
「勝者火鍋，敗者贊助」。在肥牛肉片的
吸引下，這別樹一幟的攤位旗開得勝，挑
戰者只能心甘情願放下銀兩，為我們的青
春和創意送上最實際的支持。
還有那個晚上，秋風送爽，晚霞為利黃瑤
璧樓披上幻彩衣裳。本想在舞會開始前，
我能帶着舞伴，在九曲橋上漫步欣賞倒影
在您身上的紅霞。

天上紅霞消散了，迎面而來的是帶點疲憊
的寶藍色晚裝。
「不打緊，全港的交通在下班時間都擠
塞，你能出席就可以了！」
舞會準時開始，舞伴拖着我穿過南瓜車門，
華爾滋沒有腳踏腳，各位亦十分盡興，但我
知道那是我和您的第二個未圓。

紅，是這季的色彩
每當氣溫驟降，從鹿車掉下的禮物都已被
拆開後，落羽杉、水松、楓香才換上當季
最紅的冬裝。紅葉落入凡間，為樹下讀書
人的黃金屋、顏如玉再添一抹色彩。
風吹，漫天散發；葉落，滿地鋪墊。
換上冬裝，愛美的您更要戴上各種飾物點
綴一番。沿湖栽種的梅和桃，早已褪光綠
葉，為盛放養精蓄銳。這裏一簇紅桃花、
那裏一簇白梅花，爭妍鬥麗。吊鈴兒般的
紅花荷亦不甘示弱，替採蜜的相思鳥抹上
淡淡的腮紅；即使花落以後，仍要用花瓣
把草地染成密麻麻一片桃紅。內斂的香港
茶、山茶和紅皮糙果茶卻嘀咕：「怎麼各
位都後知後覺，難為我們一直開紅花、披
紅皮……」

本期獲各校友及「中大生態地圖」惠賜文稿及相片，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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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規啼血，杜鵑嫣紅，莘莘學子學有初
成，滿城盡戴四方帽；校服三寶：「汗
衫、短褲、拖鞋」也換上了畢業袍。當
然，更多的是悉心打扮的準學士們，為友
誼，為青春，在湖邊切燒豬、開花炮、噴
香檳、留倩影。入口的小竹林、獅子亭的
各種茶花、湖上的木油桐花、與白千層對
望的銀杏，全都生氣盎然，充滿着畢業的
喜悅。最深得我心的卻是嶺南運動場旁
的細葉榕，它的葉片和氣根默默地記錄了
未圓湖的大小事。坐在樹下，氣根隨風擺
動，這位睿智老人彷彿跟我訴說着這些年
來說不完的未圓事。
未種的花、未讀的書、未見的人、未圓的
夢……過去、現在、將來，世世代代在湖
上交織起各種未圓事。那麼，你的「未
圓」呢？

陳錦江 (2011/生物)

此情此景，在校園散步才是正經事，可
是這小伙子竟視而不見。這次「未圓」
卻要待即將畢業離開，他才懂細心珍惜
欣賞。沿湖走了一遍便覺足夠了？沒賞
湖影只算白走，那便多看一遍吧─反
正，它從來都是百看不厭。

陳錦江與另外兩位中大生物系校友李敬華、黃銘妍在學時都來去匆匆，畢業後才發現
錯過了校園很多好風景。三人於是在二零一三年成立了「中大生態地圖」facebook 專
頁，透過收集不同的故事和照片，將校園更美一面與人分享。早前他們更趁着紅葉盛
放，舉辦校園導賞團，講解未圓湖、禮拜堂、小橋流水等崇基校園地標的生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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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更珍惜回來

「中大生態地圖」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CuEcomap

天光雲影共徘徊

湖畔所思
(左上) 心不知所措，寧靜天空，追蹤仰望；不知我是誰，
月半掩，彷彿心傷過。
(右上) 家鄉的建築，是否依然？人散聚，然後又獨自過活。
(下) 就算幾許的風霜 ，不變舊形象。

(攝影：陳彬權)

春日微寒，粉雨霏霏，縱目拱橋上，暮色迷濛。獅子
亭前遊人杳跡，耳際響起養德池的幾聲鴨音。湖上噴
泉多姿，如持瓶的仙女，如低飲的醉獅，忽地，不知
誰將噴泉汲滿，舞至半空，再灑落湖心，化成一瀾晶
碎。圍岸嬌柳參差，垂下玉葱似的纖指，撥弄那樂游
的錦鯉。近晚，前雨初歇，徐來清風，縠紋蕩影，寂
寞地開了層層小圈；月色金黃，拖曳成欲長欲圓的淡
淡光影。遠處曲橋九彎，欄燈鱗次，宛若一串明珠列
臥湖上。回首方才雨點蕭瑟處，思似潮生：崇基在湖
畔建圓亭，布置如斯美景，所含深旨，實在耐人尋
味。人生本多未圓，圓湖圓亭而稱未圓，豈非勸我輩
不求且過、唯求至善？紛紛世俗，終日多營役於求田
問舍。 勞形之餘，閒步於斯，在天光雲影中，舀一勺
活水，清滌心靈，豈不快哉！

林楚峰 (2008/計算機科學)

董就雄 (2001/中文)

沒有答案，但有慰藉
未圓湖，轉過千百回。一草一木，一魚一鳥，都是那麼熟悉親切。

南有「未圓」北有「未名」
崇基未圓傲香江 燕京未名冠京華

黃偉豪 (1971/會計及財務)

深夜、清晨、黃昏，漫步小徑，或佇立樹下，或閒坐池邊，思考人
生，思考世事，思考情感；多少問題，沒有答案，但有慰藉。
告別校園，投身社會；茫茫大海，載覆浮沉。謹守着這一片平靜心
湖；世間事，縱無完美，仍孜孜不倦。

陳彬權 (2005/社會學)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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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而過的鬱金香
說未圓湖是崇基校園中最美麗的風景，相信沒
有人會反對。初春山城花開，未圓湖亦換上新
裝，趁着有閒到湖邊漫步賞花。無憂樹下的鬱
金香花期只有二月中的兩個星期，平常還不容
易看到。恰似求學時期，時光匆匆就過，學習
忙碌時很少停下來欣賞如此美景。畢業後，我
仍依戀崇基的風光，故不時會回到這片校園，
欣賞四時變化的未圓湖山水。

未圓湖賞荷
昔日荷池通徑稀 校場隔網探芳菲
芙蕖念我汗揮處 今互沿橋看細微
(註：未圓湖建成前，嶺南體育館彎道為最佳觀荷點)

何麗華 (1979/化學)

高家朗 (2013/物理)

熟悉又陌生
畢業多年我仍心繫中大，記掛崇基。

不可替代的足跡
每次返港探親，總想回到崇基，重遊未圓湖，
今次亦不例外。
五月的未圓湖，依舊美不方收。這裏盛載了青
葱歲月時很多美好的回憶，這些珍貴片段，從
沒隨時日褪色。
加拿大又大又美的湖不少，但就是欠了崇基人那
份情懷，也欠了未圓湖那些不可替代的足跡。

鄭良華 (1981/經濟)

週末有空，我便會到崇基校園逛逛，
緬懷當年無憂無慮又多姿多彩的青蔥
歲月。看見這短短幾年間校園內的快
速轉變，包括大興土木和新增多個書
院，一種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覺油然而
生，很特別。這和我對中、小學母校
的情感截然不同。
我將於今年中秋佳節在崇基校園附近
的科學園展開人生新一頁，也算是和
中大再續前緣吧！

范頌敏 (2005/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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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崇基人，心裏都有一個未圓湖
讀書時總覺得未圓湖沒甚麼看頭，頂多只為我們在眾
志堂吃雞腿沙律時提供了一幅悅目的背景圖畫，還有
就是孕育了那些天一黑便引吭高叫的青蛙。
當離開再回來，我才知道這湖有多好。畢業十年，我
才發現眼前這漫天紅葉 — 原來我一直錯過了這一
抹色彩；大概，我也錯過了身邊不少美好的事物……
幸好我仍有一件不悔的事，就是我曾實實在在地
「游」過未圓湖！

劉振強 (2003/物理)

未圓的點滴
七十年代的荷花池，陪伴我等披着長髮喇叭褲鬆糕鞋的
同學在崇基成長。那時我毫不欣賞荷花池 — 無花、少
水、多蚊、多污泥，所以很少在那裏蹓躂。直至畢業前
在當年剛建成的獅子亭留影時，才回首注意到她的美，
更回想在崇基的幾個年頭，還有很多未圓的夢。
畢業二十五年後，荷花池已變成未圓湖，我亦開始了職
場的新一頁。這時我才有更多時間重温昔日情懷︰趕校
巴，上週會，逛校園，觀錦鯉，賞荷花……慢慢彌補當年
之未圓。早前在未圓湖畔巧遇盧廣鋒師兄(1967/歷史)，
他熱情地介紹這校園的故事，從崇基建校的三百英畝
造林區，到海山勝境及未圓之意義，驚覺自己以往之不
足，亦讓我開始關心崇基，希望盡一分力回饋母校。

未圓湖隨想
八零年初，我參加了教會於崇基學院舉辦的退修
營，被這校園的湖光山色深深吸引。在九三年我
入讀護理系，便毫不猶疑地選擇了崇基。我總愛
在未圓湖畔閒逛，週末跟家人同遊，在眾志堂茶
聚，大家談天說地，閒話家常，好不寫意。
如今我居於澳州悉尼，任護士經理。光陰飛
逝，大兒子已投身會計行業，今年九月成家立
室；次子則正修讀建築及創意設計。人生長
路，彎彎曲曲，都匆匆走過，真盼望有天能故
地重遊，在未圓湖畔再逛一圈，細味舊時。

林瑞珠 (1995/護理)

近年無意中發現未圓湖畔在一、二月間紅葉處處，我常
躺在「止於至善」的草坡上，細看紅葉，遠眺曲橋，靜
思校訓的意義。頃刻之間醒悟我們只拼命追求理想，忽
略很多「人性」的自我修為。自此以後，我常約舊同窗
回校賞花品茶，細味當年。
當了學長，我也隨學弟學妹到湖畔談人生，說往事，想將
來。自由之聲隨微風飄蕩，正是崇基傳承的一幕好風景。
我也鼓勵年輕校友，多帶小朋友回來未圓湖畔遊玩，享受
親子之樂，亦一同感受那股山水靈氣。不過在思想自由馳
騁之前，也提醒各位最好穿上長褲，否則像我兩位學妹被
不識趣的蚊子叮至「遍體鱗傷」，便十分掃興了。
人生總多未圓的夢，母校這片「未圓」正好提醒我們在
每事上都要力求圓滿，止於至善。

潘智海 (1980/人事管理)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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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圓湖畔，有你，有我，還有……

相片及資料：中大生態地圖

夜鷺 Black-crowned Night Heron
一次颱風把一棵台灣相思吹倒在未圓湖上。在湖邊生活的夜鷺，很喜歡站在這相思
樹的枝幹上，全神貫注地等待牠的獵物游近。大家經過未圓湖時，可以找找夜鷺的影
蹤。

池鷺 Chinese Pond Heron
除夜鷺外，池鷺亦是另一種常在湖邊出現的鳥類。牠以細小的魚類為食物，
三月開始是池鷺的繁殖期，頭部的羽毛會變成酒紅色。

紅耳鵯 Red-whiskered Bulbul
全身偏褐色，頭頂有直立的黑色冠羽，好像塗了定型水一樣。黑色的頭、嘴和腳，
面部有紅色頰斑，臀部更為橙紅色。因而得其別名：高髻冠、紅屎忽。

普通翠鳥 Common Kingfisher
牠翠藍色的翅膀及圓潤的身軀，吸引不少鳥攝愛好者專程來到未圓湖拍攝。
牠喜愛站在水閘或樹枝上靜待捕捉魚兒的機會。

落羽杉 Bald Cypress
未圓湖畔一排高大的喬木，其中以這棵落羽杉最為人熟悉。
落羽杉葉片看似複葉，如一片又一片羽毛；
細看之下，其實是長條形的小葉，在小枝兩邊排成兩行。
(節錄自CUHK Tree Project http://treedb.greeneducationcuhk.net/TreeDetails.aspx?tid=12)

楓香 Sweet Gum
細看落葉會發現楓香葉多為掌狀三裂，
與加拿大的楓樹的掌狀五裂葉不同，兩者亦屬不同科。
楓香果實如流星鎚，在樹下常見，名為路路通(楓香聚花果序)，
這果實是一種藥材，功效祛風通絡，利水除濕。
路路通每個小孔都藏有種子，而每個小孔互通，因而得名。

紅花荷（吊鐘王）Rhodoleia
紅花荷約於每年二至四月開花，花期適逢農曆新年，鮮艷的紅花更深受中國人喜愛。
紅花荷曾被大量砍伐用作年花，以致野生數量銳減，現受本港《林務規例》保護。

香港茶 Hong Kong Camellia
香港茶於1849年被依歷上校（Colonel Eyre）在港島太平山初次發現，
因而其學名Camellia hongkongensis Seem. 以「香港」命名。
香港茶是本港唯一開紅花的野生茶樹，亦是瀕危植物，受本港《林務規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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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LARINE CHUNG 2015
回 ‧ 家」展覽

開來紹往弘鴻健 ─
新界醫療服務及公共衛生回顧展

由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及伍宜孫書院合辦，並由中大
文物館協辦的「LARINE CHUNG 2015回‧家」展覽，於
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八日在崇基學院行政樓大堂展覽廳舉
行。崇基、聯合及伍宜孫書院同邀鍾蕾琳女士為本年度訪
問藝術家。鍾女士擅長素描及油畫，二零零二年畢業於中
大藝術系，其後赴美鑽研西方傳統畫藝，曾獲多個藝術獎
項及獎學金。

由崇基學院、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及博愛醫院董事局合
辦之「開來紹往弘鴻健 ─ 新界醫療服務及公共衛生回顧
展」開幕典禮已於五月二十八日在崇基學院行政樓舉行。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中大署理校長華雲生教授、崇
基學院校董會主席郭志樑先生、崇基學院署理院長陳浩然教
授、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所長梁怡教授、博愛醫院董事局乙
未年主席譚姜美珠女士、李紹鴻教授夫人、前醫院管理局主
席梁智鴻醫生出席剪綵。

開幕典禮於三月二十五日舉行，(下圖左至右)中國文化
研究所所長梁元生教授、崇基學院校董會主席郭志樑先生、
本年度訪問藝術家鍾蕾琳女士、訪問藝術家計劃藝術顧問利
漢楨教授、伍宜孫書院院長李沛良教授、聯合書院院長余濟
美教授，及崇基學院署理院長方永平教授出席主禮。
訪校期間，鍾女士亦主持洽蕙藝文計劃訪問藝術家講
座「回顧我的藝術之路」，回顧她過去十年藝術之路，分
享她對選科擇業的想法，並透過其畫作展示個人藝術造詣
的成長。

是次展覽主要取材自《繼往開來．服務社群 ─ 新界醫
療服務及公共衛生回顧》一書，該書由學院已故資深導師李
紹鴻教授編著。李教授曾出任衛生署署長一職，從事公共衛
生工作多年，貢獻良多。本展覽會展示大量有關醫療服務的
照片，特別回顧新界區公共衛生的種種挑戰及變遷，藉以紀
念李教授在本港醫療服務及公共衛生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及心
血。
展覽由五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在崇基學院行政樓
大堂展覽廳舉行，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
時。如有查詢，請聯絡院務室王先生（電話：3943 8140）。

教職員聯誼會周年晚會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於四月三十日舉辦周年晚會，讓
崇基教職員於學期末共度一個輕鬆又溫馨晚上，同時歡送榮
休在即的資深會員，包括：(下圖左三至左五)教育心理學系
鄭佩芸教授 (1997/哲學)、生命科學學院梁國南教授及體育
部盧遠昌先生，祝願他們退休生活愉快。

華人社會服務學習會議
崇基學院於
五月二十二日舉
辦「華人社會服
務學習會議」，
讓從事服務學習
研究的教研人員
及前線同工交換
心得和經驗，以
推動服務學習的
學術發展。是次
會議由崇基學院
服務學習中心主辦，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及南開
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協辦。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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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學長計劃委員會舉辦「上海專業研習計劃」
為讓同學考察內地經濟發展、企業文化及社會生活，增強與內地工作校友的
聯繫與經驗分享，崇基學院學長計劃委員會於今年五月十七至三十日期間，與伍
宜孫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上海校友會聯合主辦文化考察及企業實習計劃，讓十位
崇基學院同學和十九位伍宜孫書院同學，一同前往上海考察實習和體驗生活。
五月十八至二十二日期間，十位崇基同學獲分配到六間商業機構實習，包括
五星級酒店及從事投資、地產、公關、市場研究的公司，體驗上海的商業及工作
文化，從中觀察學習。此外，他們更獲邀參加中大商學院上海校友會主辦，由游
建邦校友主講的晚餐講座「中國製造業之現況與工業4.0」，並與在上海工作的
中大校友聯誼交流。

探訪當地兒童藝術活動中心

同學於五月二十三至三十日期間則前往多家商業機構參觀考察，
包括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中國銀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分行、
上海國際機場地面服務有限公司、利豐亞洲上海的營運中心等，加深
了解上海的商貿發展。此外，他們亦訪問了上海復旦大學，與其本科
生座談交流，並探訪當地兒童藝術活動中心。

參加講座及與中大上海校友會聚餐

活動期間，同學更把握機會遊覽上海各處、以至鄰近的蘇州、杭
州，親身體驗當地經濟發展、歷史文化，以至社會民生概況，為職前
規劃及投身職場作好準備。

黃壽林教授紀念交流獎學金
黃壽林教授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在美國三藩市辭世，一
群敬愛黃教授的崇基校友為感謝他的教導，表揚他於五十年
代在崇基學院創辦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系，以及對香港中文
大學的貢獻，遂由黃怡蕙女士（黃壽林教授女兒）、李沛良
教授（1965/社會學）、陳世德（1966/社會工作）、黃志涵
（1967/社會學）和李張綺蓮（1968/社會工作）成立籌款委
員會，積極鼓勵校友捐款成立獎學金以紀念黃教授。
承蒙黃教授之學生及親友的鼎力支持，截至二零一五年
四月，籌款委員會共籌得港幣五十二萬捐款成立獎學金。經
與崇基學院商議後，現決議成立「黃壽林教授紀念交流獎學
金」，由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開始，以捐款所得利息每年設
一獎項一萬元，或兩項各五千元獎學金，以獎勵及資助前往
海外作交換生之社會學或社會工作系的崇基學生，冀能透過
此獎學金把黃教授對教學的奉獻精神和熱誠傳承下去。
捐款者芳名可瀏覽以下網址：www.cuhk.edu.hk/ccc/alumni/
newsletter/WSL_MemSch_DList.pdf。歡迎校友繼續捐款支持此獎
學金，查詢捐款詳情，請聯絡fionleung@cuhk.edu.hk。

文林堂舊生會重聚活動
文林堂舊生會將於八月份在文林堂舉行兩日一
夜的兄弟聚舊歡樂營，讓文林兄弟聚首一堂，
重溫昔日情懷。有興趣參加的校友請聯絡
蔡彥宗(2008/工管) (電話：64959796、電郵：
wenlin.alumn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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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七屆傅元國盃
第卅七屆傅元國盃於二月三日開幕，十所宿舍及走讀生
舍堂的同學均積極參與，在十星期內全情投入十項比賽，包
括各類球賽、足毽、拔河、競技及牌藝等，比賽熱烈精彩。
本屆各項賽事已圓滿結束，總冠軍由應林文質隊奪得，
利樹培堂及何善衡夫人宿舍隊則分居亞季軍。閉幕典禮於四
月十六日在夏鼎基運動場舉行，由學生輔導長高永雄教授、
通識教育主任陳浩然教授及校牧許開明牧師主禮，學生宿舍
及走讀生舍堂舍監、學院教職員及各舍堂同學亦到場支持。

淳社 (2015年) 畢業聚餐
在四月十七日惜別週會上，崇基學院二零一五年級社淳
社社長代表畢業班向學
院致送同學自製的透明
崇基禮拜堂模型，以答
謝母校多年的培育。
此外，淳社於五月
十四日晚在旺角朗豪酒
店舉行畢業聚餐，畢業
生與崇基師長度過了一
個難忘的晚上。

暉社 (1974年)
畢業四十年講座系列
一九七四年畢業班暉社校友為慶祝畢業四十周年及回饋
母校，於本學年舉辦一系列共六講講座，由暉社校友擔任嘉
賓講者，與超過三百名校友分享歷史、教育、社會、健康以
至哲學課題。第一至第四講已於一月中至三月初舉行。

崇基校友會晚餐講座─
「SoLoMoCo: 解構數碼媒體
營銷的力量」
崇基學院校友會第六次晚餐講座於四月十四日舉行，
由崇基校友會幹事、域思集團創辦人暨行政總裁陳樹偉校友
(2000/物理)
擔任講者，
與三十多位
校友暢談數
碼媒體營銷
的力量。

崇基校友會副會長廖健華(2004/經濟)(右)
致送紀念品予陳樹偉校友(左)

第五講於三月二十八日舉行，講題為「香港作為亞洲
社企之都──意義、挑戰及動力」，由仁人學社創辦人及首
席導師謝家駒博士(1974/社會學)(上圖左五)主講，方蘇校友
(1974/經濟)(上圖左四)擔任主持，謝博士與校友分享他十年
來在香港開設社企的經驗、得著及所面對的挑戰。
第六講的講者則為崇
基學院資深導師、前任中大
哲學系系主任及大學通識
教育主任張燦輝教授(1974/
哲學)(圖中)，講題為「論老
年」，從西塞羅(Cicero)的
《論老年》談起，進而討論
近代人口老化現象帶來的哲
學問題，暢談對年老和死亡的想法。講座於四月二十五日舉
行，由徐志成校友(1974/地理)(右一)擔任主持。

崇基學院校友會
「Happy Hour @ 金鐘」
崇基學院校友會自去年六月底開始舉辦每月一聚
「H a p p y H o u r@金鐘」，讓校友們下班後輕鬆共聚，師
兄弟姐妹把酒言歡，增進情誼。四月二十三日，「H a p p y
H o u r@金鐘」
邀得體育節目
主持人龍華琛
先生(肥S a m)
為特別嘉賓與
參加者分享交
流 ， 場 面 熱
鬧。

臻社 (1975年)
畢業四十周年母校重聚活動
一九七五年畢業班臻社校友計劃於本年十月舉行畢業
四十周年重聚活動，初擬節目包括十月三十日回母校參加
校慶感恩崇拜、導賞校園遊、千人宴，和翌日的「崇基校友
日」社友話舊、校友日聚餐等，歡迎臻社校友對重聚活動提
供寶貴建議，並將消息向本港與海外社友廣為通傳。
有關母校重聚活動建議或詳情，請電郵至
class1975cc@gmail.com、發訊息至852-9333 5958，或
聯絡臻社社友阮健驄(社會學)、張越華(社會學)、白耀燦(歷
史)、梁錦濠(地理)、或崇基院務室梁小姐(電話：852-3943
6194 / 電郵：fionleung@cuhk.edu.hk)。

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
崇基校友會將於七月舉行周年會員大會，邀請校友踴躍
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七時正
地點：華商會所 (中環干諾道中21-22號華商會所大廈8樓)
餐費：每位港幣二百五十元
報名及查詢：崇基院務室麥小姐(電話：3943 6449)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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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聞
崇基學院前院長傅元國教授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四日在美國伊利諾州內珀維爾市辭世，享年八十二歲。本院仝仁謹致以深
切悼念。
傅元國教授一九三三年生於山東省威海市，一九五七年畢業於崇基學院工商管理學系，其後赴美深造，於一九六二年獲
楊百翰大學會計學碩士，一九六八年獲伊利諾大學會計學哲學博士學位。完成博士學位後，傅教授隨即返回崇基工商管理學
系任教，自此盡心竭力服務學院及大學凡二十七載，至一九九五年榮休。期間兼任多項行政要職，包括於一九七零至七二年
及七三至七四年出任崇基工商管理學系系主任，七四至七七年出任崇基會計及財務學部主任，七六至七七年出任崇基工商管
理學院院長，並於八零至八四年出任中大會計及財務學系系主任。
傅教授一直關心崇基學院，自學生時期已熱心學院事務。崇基在一九五六年遷入馬料水現址，在此之前傅教授曾率
眾在荒蕪校園植樹，校園搬遷後獲委任男生第一臨時宿舍舍監，對馬料水新校址的建設及早期發展，貢獻良多。傅教授於
一九八一年至八八年間獲委任為崇基學院院長，為崇基畢業生出任母校院長之第一人。傅教授任內積極推動學院各方面的發
展，其中於一九八二年成功籌辦黃林秀蓮訪問學人計劃，至今三十三年來邀得多位國際知名學人訪校演講，擴闊師生
視野；又致力增加學院獎學金，例如胡格非紀念獎學金，扶掖後進。傅教授甚為關注崇基學生成長，一九七七年任
崇基宿舍委員會主席期間創立「傅元國盃」，鼓勵宿生參加運動比賽，促進各宿生之間的情誼，活動迄今仍每
年舉行，成為崇基優良傳統之一。傅教授退休後定居美國，但仍心繫崇基，經常於傅盃舉行期間返港，勉勵學
生。
傅教授為人寬厚謙和，處事熱情投入；他畢生貢獻教育，惠澤後輩學生無數，亦為很多同事的榜樣。他
對崇基學院的愛護與付出，尤令學院仝仁銘感於心。傅教授之遺愛遺教，將為崇基仝仁與同學永遠懷念。

天涯若比鄰

整理：陳以衎(1972/哲學) 陳碧儀(1990/工管)
林金輝(2000/政政) 鄭映雪(2001/新傳)

香港中文
大學校友
高爾夫球
會三月下
旬在東莞
觀瀾湖舉
辦了第二
屆中大校
友院際高

由黎朗謙(2013/心理)、黃君浩(2013/經濟)及黃裕安(數

球挑戰賽，崇基學院隊在隊長曾陳桂梅(1980/社工) (下圖

學及數學教育/三年級)等籌組成立的利樹培堂舊生會已全

左二)的帶領下，勇奪隊際總桿比賽亞軍、「新新貝利亞」

面投入運作，三月在「何草」舉辦的頭炮活動「新宿回

隊際讓桿比賽季軍等。個人獎項方面，陳豪傑(1979/化

魂夜」晚宴有近三百名校友參加，沈祖堯校長也抽空出

學)、林智然(1988/會計)包辦個人淨桿冠亞軍，林校友更

席。利樹培堂舊生會將

同時奪得三桿最近洞獎。另

舉辦電影會、手工藝工

外，即將畢業的生力軍李卓

作坊、遠足及職業分享

達(工管/四年級)亦摘下了最

會等活動，校友可到其

遠距離獎。當日比賽的詳細

f a c e b o o k專頁或w w w.

戰況，亦已上載至該會網頁

lspalumni.com 查閱最

www.cuhkaga.hk。

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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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若比鄰
北加州崇基校友會幹事

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六年的梁復基(1973/英

及董事，今年五月在當

文)，退休後在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學校

地酒家香滿樓聯歡，會

兼職編寫職業英語課程，閒時亦積極做義

長古正夫(1960/物理)

工，如幫助國內清貧學生升讀大學、探訪

特意邀請剛移居北加州

老人院等。近日梁校友更參加了中大醫學

的校友參加，舊雨新

院的「無言老師」計劃，希望日後捐贈遺

知，濟濟一堂。

體以作醫學教學用途，為學生們上最後一課。

陳惠源(1959/中文)與妻李順安(1962/社會學及社會工作

方敬海(1979/數學)現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

學)長居美國加州，日前往東岸省親，順道與身在紐約及新

州立大學市場學和統計學系任教，二零一

澤西的崇基校友茶聚。

零年至一三年，他亦曾擔任該校市場學系
主任。方校友亦獲多個統計和分析學會推
選為主席及院士。

羅靄儀(1986/音樂)曾於香港校際音樂節以指揮身份獲得
「初級合唱總冠軍」和「全年度最佳合唱團」等大獎，及
陳惠源(後排左二)、李瑞安(前排左二)夫婦與美東崇基校友

後又在威尼斯舉行之「世界合唱節」取得金獎。移居加
拿大多倫多後，羅校友獲邀加入安省匯藝音樂協會合唱
團擔任指揮，帶領合唱團於Kiwanis Music Festival比賽

陳佐才(1958/英文)近期出版了新作《陳
sir》。此書是其「三自小叢書」中「緣

中勇奪冠軍，並於五月代表多倫多巿參加該省之音樂節總
決賽。

來如此」系列之教育「緣」。曾任幼稚
園、中小學校長及崇基學院代院長的陳
校友結合基督教信仰，記錄其數十載教
育生涯，包括學校的宗教工作、公民教
育及在崇基的教育生活點滴。陳校友的
「三自小叢書」既代表中國教會方向的
自治、自養和自傳，也代表他退休後出版方向的自娛、自
省和自費。

梁寶華(1987/音樂)任職香港教育
學院二十年，致力將粵劇納入正規
音樂課程。她編著了《學校音樂創
作教材套》及一系列適合本港學校
需要的音樂教科書。梁校友去年十
月升任教授，最近更獲委任為文化
與創意藝術學系系主任暨博文與社

約五十名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畢業的崇基校友於五月二十八

會科學院副院長，以及廣東外語外
貿大學客座教授。

日回母校舉辦「崇基校友一家
親」活動，上午他們在崇基神
學院聖堂舉行校友懷舊崇拜，

即將成為中國首位竹笛演奏博士

由白耀燦 (1975/歷史) 分享〈崇基真、善、美〉；午餐於

的楊偉傑(2003/音樂)，將於六月

眾志堂飯聚，更邀得香港中文大學許敬文副校長、崇基學

二十四日晚上八時於香港演藝學院

院署理院長陳浩然 (1995/生物化學) 教授、中大校友事務

賽馬會演藝劇院，聯同廣東民族樂

處處長鄭健文
(1987/歷史) 及

團和幾位著名中樂演奏家演出一場
「粵竹—竹笛協奏曲音樂會」。

多位嘉賓參加。

楊校友以一級榮譽畢業於音樂系，

午餐後大家更到

後繼續留校修讀民族音樂學哲學

崇基校友室話當

碩士，並在香港演藝學院任教中國音樂史等科目。他於二

年，分享大家在

零一二年考進北京中國音樂學院，隨笛簫大師張維良教授

學時的趣聞妙

攻讀博士學位。楊校友於繁忙演出和教學之餘，亦勤於筆

事。

耕，多年來已發表多篇論文、樂評、作品分析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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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若比鄰
五月中旬，中文大學

譚秉源(1977/地理)畢業後

美東校友會聯會設宴

一直從事教育工作，先後在

招待到訪紐約巿的沈

三間中學擔任校長，亦身體

祖堯校長。席間沈校

力行地持續進修，多年來曾

長向校友講述中大近

修讀輔導、訓育、教育規劃

況，校友亦十分關心

及行政碩士等。譚校友曾任

中大學生參與香港社

多項公職，包括教協監事會

會運動及香港政治環

主席、香港教師中心主席、

境的現況。簡新(1993/醫學)(右)代表崇基校友接受沈校長

學校訓輔人員協會會長及顧問等。他目前正享受退休生

贈送紀念品。

活，歡迎校友電郵至pingyuentam@yahoo.com.hk聯絡。

曾於二零零一年參加首屆李韶文化交流計劃的許文傑

歷史系鄧聰(1977/歷史)教授在四月二十五日代表中大中國

(2004/會計)，在今年農曆新年相約十多位同樣曾參加交流
計劃的同學一同拜訪李韶博士伉儷，感謝李博士推動交流
計劃，讓青

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在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東翼二
樓會議室，舉辦講座「良渚王與良渚玉工」，詳細介紹盛
極一時的良渚文化玉器技術。

年得以擴闊
視野，增長
見識。

悼

葉蓮喜(1959/宗教教育及社會工作)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因病
離世，享年七十九歲。葉校友在新加坡出生，年輕時來港讀

許文傑(後排左
一)向李韶博士
夫婦(前排正
中)拜年。

書，大學畢業後移居加拿大蒙特利爾，在麥基爾大學取得社
會工作碩士學位，及後又在佛羅里達大學獲法律學位。她後
遷往三藩巿定居，從事法律相關工作。葉校友服務社會不遺
餘力，曾任三藩巿地標保育諮詢委員會委員。二零零五年海
外校友會籌備出版《中大人在舊金山》，葉校友亦有投稿支

余凱婷(2013/新傳)畢業後曾任職無綫電視新聞部，現於澳門

持。葉校友與世長辭，各地校友均深感惋惜。

從事傳媒行業。她聯同其他身在澳門中大校友，成立中文大
學澳門校友會，歡迎崇基校友暢遊濠江時相約一聚。如希望
參加中大澳門校友會，可電郵至macau.cualumni@gmail.com
或在其facebook專頁「香港中文大學澳門校友會CUAAM」留
言。

黃耀柱 (1972/物理) 三月下旬與世長辭。黃校友熱心支持
學院的學長計劃，分別於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及二零零八
至一四年度擔任了六年的學長，指導崇基學弟妹。他的喪
禮於四月二十二日在紅磡世界殯儀館以佛教儀式舉行。校
友會表示深切的哀悼，並對黃校友家人致以真摰的慰問。

前學院成員梁覺(1981/生物)教授於五月廿五日辭世，享
年五十七歲。梁教授一九八五至九九年間曾任教崇基心理
系，二零一四年獲頒香港中文大學卓敏管理學教授席。
他主力研究正義與衝突、創意、國際管理、社會公
理，及跨文化研究方法，曾發表逾一百八十篇學術
文章。校友會對梁校友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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