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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柏克萊風箏節

寰宇一家
放眼寰宇，崇基人足跡從不限於這小
城。在校友之中，有離開香港闖一番
事業的中青代，也有移居海外多年的
資深崇基人。大家年代專長雖不同，
但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雖然身處外
地，但心裏總常記掛着「未圓湖畔是
一家」。

第安石
遊覽柏克萊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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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明燈。在美國生活多年的李張綺蓮
(19 68/ 社工 ) 跟多 位校 友， 十多 年來
都接待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參加海外留

學計劃的崇基同學，不單幫助年輕學
子適應當地生活，更安排特別的遊覽
參觀活動，帶領他們一起親身體驗最
好的通識文化課；在兩岸三地廣告界
打拼多年的蘇雄(1979/社會學)，全力
為崇基學院學長計劃推動今年首辦之
「上海專業研習計劃」，讓曾參與學
長計劃的同學，聯同其他中大學生到
上海考察實習，親身體驗當地的工作
文化，為將來事業發展作好準備。
無分遠近的崇基情，從不因地域界限
而生疏；校友的無私奉獻，更顯一家
人的緣份珍貴。

參觀上海世界
博覽會會場
訪問中國金融

期貨交易所

敲門，門就會開 —

李張綺蓮談加州「學長組」與同學的十五載情
鄭穎茵(2006/中文)
美國西岸的夏季乾爽怡人，在廣濶的藍天及西式建築校園裏，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上課，最是吸引，這使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成為暑期留學的熱門選擇。過去十五年，曾經到柏克萊分校暑期留學或當交換生的崇基同學逾九百人，大家可能不
曾見面，卻有特別的共同回憶 ─ 乘坐中大校友的座駕遊覽加州，以及到校友家作客。其實早在出發前，同學均會透過崇基
院務室和學生輔導處跟Cecilia李張綺蓮及她丈夫Paul(李啟宇，聯合/1968/社工)聯絡。他們還會收到一份長達十八頁介紹當地
實用資訊及文化差異的「天書」，以及一份列出十多項活動的清單，全都由十多位移居加州的校友特地為同學設計統籌，讓同
學可以預先報名參加各項活動！

十五年前 地主之誼
細說從頭，加州校友接待崇基同學是怎樣開始的呢? Cecilia回憶道：「崇基在一九九九年首次舉辦暑期留學計劃，其中
一間合作的大學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當時院長李沛良教授邀請住在柏克萊附近的校友照應到加州的學弟妹，校友熱心回
應，於是就接待第一批暑期來留學的崇基同學。」最初同學人數少，由一兩個校友家庭負責接待也覺輕鬆，但後來人數愈來
愈多，於是香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北加州)在二零零二年起成立了學長組，以便更有系統地接待同學。
多年來學長組接待過的同學多不勝數，Cecilia強調這是學長組無私付出的成果︰「現時約有二十多位來自中大不同書院
的校友參與其中。我家最近柏克萊，於是因利乘便地成為大家的聚腳點了！」

關懷協助 無微不至
每年都有新同學來訪，如果校友們年復年地帶他們到相同的景點，可能會有點
悶吧？Cecilia和學長組早已想到這問題：「我們的原則是盡量不安排當地鐵路BART
及穿梭巴士可直達的地方，所以我們常常構思新活動！」這些「非一般」的行程包
括由許智萍(1973/中國語言及文學)安排同
學參觀三藩市高等法院並與法官會面、訪
問廢物回收中心了解當地廢物處理過程、
到果園採摘鮮果及野餐、參觀Google總部
及其他科技公司、參加風箏節等，這些都
是接觸當地文化的好機會。除了用心安排
活動，學長組對這班遠道而來的年輕人的
照顧也是無微不至︰「有一次我們到San

Cecilia(左一)夫婦帶同學參觀
回收
其中交換區可為有用的物件尋找新 中心，
主人，
有同學更在此找到老師要他讀
的書

Mateo Huddart Country Park露營，一位
校友駕車到就近鐵路站接兩名同學到營地，同學到達後才發現
原來那位校友只是專誠接載他們而自己並不入營，他們受寵若驚之餘更有感自己雖

流，
同學前往三藩市高等法院與法官交
了解當地法庭運作程序

然只是學生，但師兄姐們卻待如貴賓好友﹗」
校友除了帶同學到他們自己難以前往的地方，還為同學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
題提供資訊或直接協助。Cecilia舉例說，一位同學在當地租房子，怎料那租給他的
二房東原來事先根本未得屋主同意，結果同學雖簽了租
約仍要被屋主趕走。及後校友找到熟悉租房法規的朋友
研究有關文件，再向同學解釋租房法規，過程中一直為
他提供十分有用的意見。其實同學身處外地遇到的問題
層出不窮，有一次一位同學發現室友在房內吸食大麻，
校友便解釋說當地因醫學理由食大麻是合法的，同學如
果不能接受，可以試試跟舍監申請調房。就是手提電腦
壞了、眼鏡破了，校友都盡力協助。校友又跟同學解
釋當地的文化禁忌：「各地文化不同，我們要避免不小
心冒犯了別人；例如即使是玩笑也不可以稱黑人為『黑

同學與中大校友到果園採摘車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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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他們聽得懂，就像稱華人為『Ching』一樣都有
輕蔑之意，這方面特別要小心。」

Cecilia接觸過十五年來不同年代的同學，他們有何變化和特點？「早年來的同學比較看重成績，我每每苦口婆心勸他
們，如只求讀書何不乾脆留在中大圖書館﹖遠道而來當然要嘗試中大沒有提供的科目，更重要是預留時間發掘和體驗不同的
文化！」近幾年的同學已經「遵聆教誨」，更開放自己。從前互聯網不及現在發達，同學對當地溝通習慣不甚了解，「蝦
碌」場面屢見不鮮。一次Cecilia約同學在大學宿舍附近集合，同學只答出宿舍編號，卻不知道兩街交界(cross street)的位
置。Cecilia笑說︰「我唯有逐間宿舍打電話問有沒有香港學生，就像瘋婆子找兒子一樣呢！另外現在的同學十分擅長活用科
技，以Google地圖一查便知地點，更反過來告訴我某個手機應用程式可以查到鐵路BART的時間表，並建議我某時可到某處
集合！」

雙向交流 同步成長
校友付出大量心血和時間，Cecilia認為這是雙向交流。她從學弟妹身上，亦多了解了中大的近況和發展︰「問他們的主
修科目，很多新學系我以前都沒有聽過。」同學亦不時向她解釋新科技新資訊，讓她獲益良多，與時並進。
看着學弟妹藉海外交流擴闊眼界，Cecilia說一封簡單的致謝電郵，或一張小小的心意卡，已是很大的回報：「有一年回
到中大，走在路上突然聽到同學大喊我的名字，並說曾在某年到加州時到過我的家；在崇基千人宴我上台拍照時，突然一大
班同學湧出來，嚷着一起合照，讓我十分驚喜。」這一點一滴的感動，都累積成珍貴的美好回憶。
十五年過去，推動Cecilia和加州校友們繼續接待同學的就是一顆回饋的心：「一九七一年我和Paul初到加拿大讀書，那
時我們舉目無親、孤立無援，幸得校友的幫助才可渡過難關。其實很多校友都有類似經歷，我們得到幫助後，更希望在有能
力時幫助別人。」從Cecilia的分享，可深深感受到這種回饋的精神和漣漪效應。年紀漸長，Cecilia謙稱：「雖然我仍『行
得走得』，有能力駕車，但說不上何時會應付不來，所以最近幾年也積極找年輕的校友加入接班。」總結十五年的經驗，
Cecilia寄語同學一定要主動：「敲門，門就會開，校友一定盡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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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mie n(後排右四)統籌
的音樂小組，
在Ce cilia家後園舉行「
東西風」小型音樂會

不是過客，是「自己人」— 從海外交流見崇基情
簡悅勳(計量財務/四年級)
我在二零一三年暑假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下稱UCB)交流，至今已經兩年了。當時在加州的所見所聞，依然歷歷在目。
還記得第一次與校友的接觸，是在院務室和學生輔導處的安排下於崇基活動室與已在加州定居的校友Paul會面。他是香
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北加州)學長組成員，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輩。每年崇基都會舉辦到UCB的暑期留學計劃，其中與校友
一起的活動，很多都是Paul安排的。如果同學在當地遇上甚麼困難，他也很樂意幫忙。
第一次出國，人生路不熟，當時我參加了很多與校友會面的活動，包括到當地莊園採摘車厘子、見識在香港看不到的大
型 warehouse、參加由校友演奏中西樂器的小型音樂會，以及乘坐校友的車到處觀光遊玩等。其實活動的內容還是次要，
最重要的是我們與校友的互動和得着。他們就像我家中的長輩、學校的導師一樣照顧我們。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兩位是
Amien(劉艾文，1989/崇基兼讀音樂)以及他的學生Wilson Tam。Amien外表看似嚴肅，其實非常平易近人。雖然他行動不便要
用拐杖，但仍很樂意親自駕車載我跟幾位朋友到處觀光。旅途上他分享了很多在加州生活的點滴，以及這些年來香港和加州的
轉變。Wilson則是在UCB畢業數年的碩士生，他跟我們分享了很多當地年輕人面對的學習和生活問題。他曾在香港唸中小學，
所以常跟我們討論兩地學習文化的差異。最深刻的要數我上機離開加州的那一天，我剛巧碰上地鐵及巴士員工抗議，他們罷工
罷駛，幸好Wilson要到機場附近而順道載我一程，在我最焦急的時候，Wilson的幫助簡直是及時雨。
在離開三藩市的時候，我一直在想，每年到UCB的同學有很多，或許我們與
已移民加州多年的校友，只是彼此漫長人生旅途上的過客。即使如此，他們也把我
們這些過客當作「自己人」，並給予很多真誠的分享和幫助，讓我們在六星期裏對
上一代中大人及崇基人的生活了解更深。這份寰宇一家的情誼和傳承實在是難能可
貴，亦體現了立於嶺南運動場東側、未圓湖畔的對聯上聯「崇高惟博愛，本天地立
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的精神。
再過一年，我便會成為中大以及
崇基的畢業生，這意味着我也將會成為
校友大家庭的一分子。我希望將來有機
會再次到加州的時候，能相約當地的校
友們吃頓飯，以感謝當年他們的照顧；
當然我更希望成為日後各位師弟師妹的
一名小小「自己人」，把這段崇基情誼
延續下去。

旅途
幸得Wilso n(右二)載 的最後一天，
我(右一)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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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 en(右二)帶我們到當地的
wareho use購物

放眼大中華 — 家在三地的蘇雄
江燕妮(2001/新傳)
「大學時代是一生中最快活的時光，大家都有回饋母校的心。我們就是希望讓年輕崇基學生透過職場的體驗，及與內地
工作的校友、學生交流分享，親身從多角度認識內地，不再停留在固有的成見中。」說這話的，正是崇基學長計劃在今年五
月首辦的「上海專業研習計劃」背後的一位重要人物 ─ 蘇雄。縱橫廣告界數十載的他，身體力行地幫助新一代崇基學生拓
闊視野，為將來投身職場作好準備。籌辦這個計劃的動力，除了是希望分享他在兩岸三地的工作和生活經驗外，更重要的就
是為改變其一生的崇基，貢獻一分力量。

改變一生的契機
「我能投身商界，實在要感激崇基！」一九七九年，陳特教授找社會學系的
蘇雄在崇基畢業禮上代表應屆畢業同學致辭。「內容我倒忘記了，但相信尚算幽
默，因記憶中台下反應熱烈。我最有印象的是一位外籍聽眾頻頻點頭示好，後來
我才發現原來他便是香港中文大學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 (後改名為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教授兼副所長艾詩伯教授 (Professor John L. Espy)。」蘇雄
那時在李沛良教授和黃暉明教授的鼓勵下已報讀中大工商管理碩士，雖然筆試成
績一般，但面試時竟再次遇上艾詩伯教授。「憑着多年辯論經驗，面試從來也難
不到我。尤其遇上了艾詩伯教授，他竟主動趨前表示非常欣賞我的畢業演辭！」
有了好印象自然事半功倍，蘇雄最後在激烈競爭中獲得取錄，由社會系轉投商業
世界，畢業後更加入了廣告界。

從香港到大中華

蘇雄希望「上海專業研習計劃」
能讓
同學初嚐在國內工作生活的滋
味

天生愛冒險，讓蘇雄闖進了廣告世界，也開闢了他在大中華的天地。一九八六年，他為智威湯遜廣告公司(J W a l t e r
Thompson)開拓當時相對落後的內地廣告巿場；兩年後他被派到台灣成立分公司，並毅然舉家移民當地。他二零零六年退
休，又在翌年移居上海。
蘇雄在八十年代中到內地發展，屬第一代走進內地的廣告業開荒者︰「那時沒幾個廣告人願意長駐內地，因當時市場依
然落後，又沒甚麼具規模的廣告公司，只有分屬北京、上海、廣州的政府廣告機關，主要做招牌廣告，談不上甚麼創意。」
那時媒體全屬官方機構，就連廣告公司職員也持有記者證，代表其備受尊重的社會地位。他們技術落後，心態卻排外，蘇雄
面對着這樣的當地同業，更要耐心地「循循善誘」︰「起初他們認為廣告是邪惡玩意、資本主義產物，我們唯有加強溝通，
建立互信。」過程不容易，但只要肯堅持，求同存異，多加包容和理解，便能成事。
在內地打拼兩年後，蘇雄又到台灣另闢天地。那時台灣鮮與外國廣告業接觸，要引入歐美廣告模式並不容易。「今天的
台灣是華人地區最優雅的地方，但她三十年前與現時的內地非常相似。大家的遣詞用語、工作環境生態差不多，要開拓新巿
場之難度不足為外人道。」蜀道雖難，卻未令蘇雄凋朱顏。他待人以誠，視同事如朋友，終打破雙方文化隔閡，逐漸獲得台
灣業界認同，更重要是贏得多年的友誼：「要別人尊重你，你必先尊重別人，並付出時間和努力。」至今台灣廣告界的對外
事務，不少仍由蘇雄籌劃。
在兩岸三地奔走多年，哪兒才是蘇雄的家？「其實，三地都是我的家；我在三地各有緊密的連繫，從沒間斷。」對他而
言，三地文化分別不像想像般大︰「某些內地人的言行也許會令人側目，但那可不是他們的錯。試想他們在自己老家也是如
此，有誰告訴他們哪些行為不妥？香港不也經歷了數十年才發展到今天的模樣嗎？三地華人本性相去不遠，都可以透過教育
去改變。」他對中華民族感情深厚，以中國人的身分自豪：「中華民族本是個優秀的民族，可惜自清朝至改革開放前，都沒
有好好地發展過，我很希望國家民族的前路會愈走愈好。」

人在異地 倍思母校
離港多年，蘇雄在中台兩地都建立了緊密的人際網絡，內地、台灣同業友好自是不在話下，還凝聚了身在內地的中大
人：「我們上海校友會辦得很不錯，四年前開始，每個月也舉辦一次活動，校友多聚在一起，大家相熟了，自然倍添歸屬
感。」人在異地，校友們都渴望能在當地找到所屬的團體，可以聯誼，也可以互相照應，尤其各人均在不同領域發展，可
以從不同層面互相支援。不說不知，上海校友會辦得有聲有色，亦有賴「微信」群組的威力，現時上海校友會群組便有超過
二百四十名成員。他笑稱：「有『微信』，『踢』校友入會也較容易。」另外，由於愈來愈多內地生到港升學，中大在內地
原來也累積了為數不少的內地校友。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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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蘇雄遇上了兩岸三地發展的時機，他十分希望年輕人不要只放眼於
香港：「年輕人不要把視野設限，應好好利用大中華這個後盾；舉例說，美
國人也不會只放眼於紐約巿吧。大家講求的是區域、國家的發展方向。香港
年輕人在內地發展依然有良好的優勢，國際企業進軍內地巿場，要聘用員
工也會特別注重其誠信和忠誠度，香港人在這方面仍然甚有優勢。」
人生自是要多體驗，如果自己不肯嘗試，很多事情怎也不會發生。如
果當年蘇雄選擇留港發展，可能只是安穩中成長的一個，但他肯冒險往外
闖，便成為行內先驅。剛過去的「上海專業研習計劃」，正是他跟一班有
心校友身體力行提供機會，讓崇基同學們初嚐在外工作和生活的滋味，為

同學和蘇雄(前排左七)在游建邦
(前排左五)主講的
中大商學院上海校友會的晚餐
講座互相交流

將來的事業發展多預備一扇往外闖的大門。

萍水相逢以至緊緊相連 — 上海實習有感
陳婉蕾(中國語言及文學/四年級)
是甚麼，使一名企業家願意邀請一班萍水相逢的大學生參觀他的工廠？
是甚麼，使多位管理級高層對素未謀面的青年毫不保留地傳授經驗和職場心得？
是甚麼，使一眾初出茅廬的香港年輕人得以拜訪多個在上海的重要機構企業？
答案原來十分簡單，就是因為崇基校友之間四海一家、不分你我，才讓上述的美事得以實現。
本年五月十七日，包括我在內的十位崇基本科同學前往上海參加為期兩週的專業研習計劃。這趟旅程的第五日就是香港
中文大學商學院上海校友會的晚餐講座，我們十位同學獲邀跟上海的校友學習和交流。席上緯創資通華東廠區總監幕僚室主
管游建邦師兄(研究院/2010/工商管理碩士)擔任演講嘉賓，仔細解說何謂「工業4.0」，更引用他自己多年的親身經驗和知識
分析中國製造業的前景。席後他亦耐心地解答同學的提問，更邀請同學們前往他位於上海近郊的廠房實地考察，其熱情叫不
少同學難忘。
我們分別到訪過上海國際機場地面服務有限公司和利豐集團上海總部，負責接待我們的是李彥霖師兄(研究院/2013/行政
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和趙麗娟師姐(研究院/1997/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除了介紹行業的發展概況，他們也坦誠地分
享港人回內地工作可能面臨的機遇和困境。教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趙麗娟師姐在演講和帶我們參觀的過程中，淳淳勸勉我們
應有的工作態度和思維模式。她的現身說法，讓我們啟發至深，獲益良多。
以上提及的學長們雖然身在外地，但其心永遠繫於香港，繫於母校。他們日理萬機，卻依然願意百忙中抽出時間來提攜
後進。試想要是沒有崇基校友會，可能學弟妹有困惑而不知可覓誰解答；師兄姐縱有提攜之心亦無從入手。崇基校友會正好
是校友和同學的橋樑，讓不同年代的崇基人可連在一起。
就以這次「上海專業研習計劃」為例，正是因着學長計劃委員會主席鄺榮昌師兄(1968/會計及財務)、蘇雄師兄和多位校
友的聯繫和安排，我們才有幸到各知名企業實習，及與復旦大學同學交流；除上述的上海國際機場地面服務有限公司和利豐
集團上海總部外，我們還去了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中國銀行、城市規劃展示館、兒童藝術活
動中心等參觀探訪。不得不提的還有學長計劃委員會委員Janet師姐(陳慧卿，1973/工
商管理)與我們同行，在旅程中默默照顧我們的需要。我和另一位同學都曾因為水土不
服，一度身體不適，嗓子嘶啞。幸虧
J a n e t師姐慷慨贈藥，把她自己珍藏的
杭白菊跟我們分享，我們才藥到病除，
得以健康愉快地繼續行程。
崇基自一九五一年成立至今，六十
多載的春風化雨中作育了各行各業的英
才。諸位師兄姐從未忘本，無論身在何
方，對母校、師弟妹總是一呼百應。不
久的將來我們也將成為崇基校友，相信

我(右)與利天允同學
於上海半島酒店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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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十位同學也都必定會效法師兄姐，

十位崇基同學考察上海自貿
區的

中國銀行

盡己所能回饋母校。

學院消息
崇基校董會消息

崇基學院新生入學禮

本院校董會自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起委任新主席、副主
席、司庫及另外三名新校董，同時亦有多名校董續任。各新
任及續任校董之任期為三年。

崇基學院二零一五年新生入學禮於八月卅一日在崇基禮
拜堂舉行。典禮程序包括崇拜、署理院長方永平教授致辭、
短片播放、校友座談會及師生分組討論。校友座談會由教
育學院陸秀霞博士(下圖中)擔任主持，參與座談會的嘉賓校
友包括張君騰先生(2013/工商管理)(下圖左一)、李英豪先生
(2006/訊息工程學)(左二)、黃超先生 (2005/經濟)(右二)及
鍾莉筠小姐(2012/法律)(右一)，四位校友與新同學暢談書院
生活、參與學院活動的深刻經驗及宿舍生活點滴。

新任主席
李國星先生

新任副主席
侯運輝先生(1972/經濟)

新任司庫
陳晴佑先生

新任校董
香港各教會團體代表
區志偉先生、范晉豪座堂牧師、
林崇智牧師

續任校董
推選校董
香港各教會團體代表
陳晴佑先生、侯運輝先生、
王福義博士、丘頌云先生 熊翰章博士 (1956/經管)、
郭志樑先生、李國星先生

崇基學院臻社(1975年)
畢業四十周年母校重聚活動
崇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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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回母校
參加校慶感恩崇拜、晚上嶺南場千人宴，和翌日的「崇基校
友日」校園遊、院長茶會、晚上眾志堂聚餐等，請臻社校友
預留時間，並向本港與海外社友廣為通傳，共慶盛事。
報名或查詢，請聯絡崇基院務室梁小姐(電話：85239436194 / 電郵：fionleung@cuhk.edu.hk)，或電郵至
class1975cc@gmail.com、發訊息至852-9333 5958，或聯
絡「臻社40」籌委阮健驄(社會學)、張越華(社會學)、白耀
燦(歷史)、梁錦濠(地理)、任宜弟(英文)、何照基(工管)、張
廣麒(化學)等。

校慶千人宴
十月三十日(星期五)是崇基學院六十四周年校慶，當晚
的千人宴將於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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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一度之崇基校友日將於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舉
行，歡迎所有老、中、青校友齊來參加，今年特別呼籲
五五、六零、六五、七零、七五、八零、八五、九零、
九五、二千、零五及一零年畢業之各屆校友組隊出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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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元國教授生命禮讚追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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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達師生及校友對傅教授的懷念，學院將於
十月十八日 (星期日)下午三時正，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禮拜堂舉行「傅元國教授生命禮讚追思會」。
如欲查詢詳情，請電郵至 ccc_re_philipfu@cuhk.edu.hk，
或致電 (852) 3943 6194 聯絡崇基學院院務室梁小姐。

暑期留學計劃
今年共八十八名崇基同學參加了暑期留學計劃，遠赴
英、美、加及中國內地短期留學。同學分別於英國劍橋大
學、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倫敦國王學院及倫敦政治經濟學
院)、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伊
榮分校和洛杉磯分校)，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及內地北京大
學十一所知名學府進修並完成四至八星期的暑期課程。
除體驗海外大學的生活及增進學科知識外，他們還積極參
與當地的文化生活，認識來自世界各地大學的新朋友。期間，
加州三藩市的校友
更安排了不同的郊
遊及參觀活動，讓
身在柏克萊分校的
學生參加，不同年
代崇基人在異地見
面，分享美國的生
活及見聞。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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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計劃(國內、本地及國際)
本年度服務學習計劃(國內)共十六名崇基學生在學院資深
導師劉大成教授帶領下，先於五月底前往廣東中山市考察一
天，以了解當地學生的學習需要。其後他們於七月十二日至
八月一日再往當地參加三星期的課程，協助中山市中等專業
學校學生提升他們的學科知識、促進個人成長、培養領袖才
能及團隊精神
等。崇基學生
亦與中專生一
同籌劃社區項
目，服務市內
長者和兒童。
本 地 服
務學習計劃的
二十位參加者
分組服務發展遲緩兒童、戒毒人士、中學生、低收入家庭兒
童和長者。崇基同學透過安排不同活動，例如課堂學習、收
集口述歷史、宿營等，以回應社區需要及協助服務使用者多
方面的發展。以上兩項國內計劃及本地計劃均屬崇基學院通
識課程一部份。
另外，參加國際服務學習計劃的學生則於五至八月，分
別前往印尼、印度、日本及菲律賓約三至四星期，服務當地
社區及提供義教和醫療服務。同學也探訪當地家庭，表達關
心並探討當地社會問題。

德法社會探索之旅
今年已是崇基學院舉辦「德國 / 法國社會探索之旅」的第
十五年，共有三十五位學生於暑假分別到法國或德國作三星期
的文化交流考察。參加「法國社會探索之旅」的同學於六月中
啟程造訪法國兩個主要城市，首兩星期寄宿於波爾多民居，並
於當地法國文化協會修讀基本法語課程；隨後到巴黎感受當地
的藝術氣息。參與「德國社會探索之旅」的同學亦於同時期往
曼漢歌德學院修讀兩星期
的德文課程，並寄宿於當
地民居，後轉往柏林，了
解德國歷史及親身體驗當
地文化。

學生訪問計劃 ─ 中國文化大學、
蘭州大學、中山大學
本年度崇基學院與中國文化大學、蘭州大學和中山大學合
辦的學生訪問計劃於暑假期間舉行，分別以「環保多面觀：香
港與台北」、「地方風俗與民間傳說：甘青香港兩地社會文化
考察」與「粵港兩地低碳及可持續發展」為研討主題。
三項計劃共六十多位崇基及內地院校學生代表，分別出
訪台北、甘肅青海、華南地區和回訪香港，作兩地考察及分組
研討，參加專題講座，參觀機構和文化考察等學習活動，並發
表小組研習報告。活動分
別由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
陳永勤教授、文學院鄭潔
教授及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系伍美琴教授擔任崇基的
學術顧問，隨各代表團考
察，並指導兩地團員。
香港段：七月二至八日
台北段：七月十至十六日

甘青段：七月二十至二十九日
香港段：八月四至十三日

華南地區段：七月二十七至八月一日
香港段：八月三至八日

大學青年會(中大崇基)活動
今年暑假分別籌辦了
四項活動，十三位崇基同學
參加為期七天的「悅讀可貴
─貴州服務團」，前往遵義
縣清水小學為該村校建立圖
書館，籌辦活動推廣閱讀文
化，同學亦探訪當地的留守
學童，了解他們的生活情
況。另七位崇基同學遠赴美國、西班牙、日本、內地及台灣
參加「海外工作實習計劃」，在當地社福機構、學校或營地
展開為期四至十星期的工作實習，服務民眾及體驗當地的風
土人情。此外，崇基同學參與為期一個月的「聯校德國文化
交流服務團」，籌辦活動服務民眾及與當地大學生交流。
二十名崇基同學則參與本地團隊挑戰活動「X Race 越
野賽」，四人一隊於大嶼山完成十二公里極具挑戰性的旅
程，除體能鍛鍊外，亦培養隊員間的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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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語文學習團
崇基學院今年暑假舉辦了六個「海外語文學習團」，
藉此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及培養他們對學習語文的興趣。
五十五名同學在學院資助下，分別遠赴美國華盛頓大學、加
拿大滑鐵盧大學及
維多利亞大學，修
讀為期四至十星期
的英語課程。透過
課堂、工作坊及不
同類型的活動，改
善同學的語文技巧
及擴闊國際視野。

崇基校友會特別會員大會暨
周年會員大會
崇基學院校友會特別會員大會暨周年會員大會已於二零
一五年七月二十日順利舉行，在特別會員大會上，會眾通過
更改校友會英文註冊名稱的決議案；而周年會員大會上，陳
早標會長(1979/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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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校友會主辦或與學院
合辦了約三十項活動，均獲校友踴躍參與，令人鼓舞。校友
會將繼續努力辦好會務，聯繫各年代的崇基校友，增進彼此
的崇基情。

外展訓練計劃
今年的外展訓練計
劃包括海上及陸上旅程和
訓練，以及多項富挑戰性
的野外求生體驗。透過活
動的磨練，二十四位受訓
的崇基同學提升了他們的
領袖才能、合作精神、創
意思考及解決問題等的能
力，獲益良多。

崇基校友會
「Happy Hour@金鐘」
崇基學院校友會自去年六月
底開始舉辦「Happy Hour@金
鐘」，讓校友們下班後輕鬆共
聚，把酒言歡，增進情誼。八月
二十七日的「Happy Hour@金
鐘」以 Armchair Traveling 為
題，邀請特別嘉賓姚穎校友
(1998/英文)與參加者分享她的背
包旅行經歷，以及遊歷印度、藏區、呼倫貝爾、滿州里、瀘
沽湖、泰國東部及金三角等地的點滴。

法式杏仁餅製作班
八月二十九日崇基校友會舉辦法式杏仁餅製作班，當天
十多位不同年代的校友聚首一堂，焗製十分適合在炎炎夏日
品嚐的檸檬
熱情果法式
杏仁餅。

崇基校友會品酒會暨晚餐
崇基校友會品酒會暨晚餐於六月二十五日在中華出入口
商會會所文華軒舉行，當晚的美酒是來自曾獲多項國際獎項
的中國山西怡園酒
莊，校友們在輕鬆
環境下品嚐美酒佳
餚，暢談近況，互
相交流。

高爾夫球練習班及崇基高爾夫球日
崇基校友會分別於九月十一日(星期五)及十月九日(星期
五)晚上七時三十分，在西貢舉辦高爾夫球練習班予初學者
或有興趣的校友參加。
此外，崇基校友會將於十一月十五日(星期日) 在深圳
鳳凰山高爾夫球會舉辦「崇基高爾夫球日」，歡迎崇基校
友報名參加，查詢詳情請聯絡崇基院務室麥小姐 (電話：
3943 6449)。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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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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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瑞愛(2010/英國語文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前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主

研究)畢業後任職一家

席劉世鏞(1971/會財)、夫人徐金穗(1972/社工)早前到訪

專門招募法律人才的獵

三藩市，並相約北加州崇基校友會郭堂(1957/數學)、古正

頭公司，沒想到這份工

夫(1960/物理)、鍾月萍(1962/史地)及鄧瑋(1960/社會學

作為她帶來了一段千里

及社會工作學)敍舊，閒

姻緣。求職者成了她的

談中彼此交換海內外校

紅娘，倒過來介紹其弟

友會的消息及意見。

弟給林校友當男友。今
年一月她與夫婿歐陽進
耀在美國加州註冊，十月將回港擺酒宴請親朋。校友會謹
祝二人永結同心，幸福美滿！林校友婚後移居美國矽谷，
校友們可通過電郵 celialam528@gmail.com 送上祝福。

蔣鴻華(1980/社工)
與其學妹顏穎芯(公
共衞生/四年級)和幾
位年輕朋友最近參加
了行澗活動，到了以
巨石和大潭小瀑聞名的馬鞍山「馬大石澗」和「貴妃池」戲
水，更從「潭上飛索」一衝而下，感受「飛一般」的快感。

吳經端(1967/生物)、
許健中(1967/工管)等
校友七月上旬於紐約
設宴歡送香港駐紐約
經濟及貿易辦事處副
處長張沛(2004/會計)
(前排右二)離任回港。其他出席的校友包括胡定芬(1967/
社工)、趙仕鴻(1974/工管)、簡新(1993/醫學)和范宏鳴
(2011/計量金融)等。

八月十三日一眾崇基校友張越華(1975/社會學)、李美賢
(1969/地理)、陳紫雪(1967/中文)、張湘萍(1964/中文)及
他們的另一半在多倫多探訪好友麥英麗(1971/社會學)，大
家暢談甚歡，樂也融融。
陳紹樂(1994/工管)(圖右一) 與三位學弟蔡紫良(2012/經
濟)(左二)，陳乘恩(2014/風險管理)(左一)和劉浩銓(建築/
二年級)(右二)在八月於
上環香港老飯店晚餐，
分享大家在職場的心得
和體會。

曾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的方蘇(1974/經濟)七、八月在倫敦

一群在1974年初入大學的小伙子，因志趣相投而組成一個

和紐約舉行了NYCLondonHK / a Three-City Trilogy展覽，

校園小圈子，稱為「反感族」。當時由黃慧君(1977/歷史)

展出了他有關雨傘運動的記錄畫作。一眾校友們﹝圖片由

(右三)擔任「族長」，亦稱「酋長」。這群屬於一九七七年

左至右：徐定坤(1973/經

畢業的凱社小眾群組，一同經過數十載的風風雨雨，期間

濟)、鄭輔國(聯合/1971/

有爭抝有互諒，如今回

中文)、吳經端(1967/生

首大家都已滿頭斑白。

物)、方蘇、簡新(1993/

歷經四十年的友情，就

醫學)、趙仕鴻(1974/工

如陳年威士忌，濃郁醇

管)﹞八月二十八日到美國

厚。每次相聚，就是重

紐約市大中央圖書館參觀

溫一次當年的純真，再

方校友的畫展。

沒爭抝，只有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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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繼遠(1968/中文)的香港繼遠美術與上海書畫院合辦「情

崇基學院雋社(1972年度畢業)校友把畢業四十周年紀念籌

繫雙城 ─ 滬港名家書畫展」，將於十月二日至十月七日

募所得的捐款及利息，成立「雋急基金」，協助有經濟困

於灣仔港灣道二號香港藝術中心四至五樓包氏畫廊舉行。

難的學生解決燃眉之急。 有關「雋急基金」的詳情，請聯

這次展覽將展出來自上海、香港兩地共七十位當代書畫名

絡崇基院務室麥小姐 (電話：3943 6449)。

家的七十五幀
作品，反映
兩地當代中國
書畫的最新發
展，以及山
水、人物、花
鳥畫和書法的
多元化風格。

崇基學院一九七四年畢業班「暉社」為慶祝畢業四十周年，
於七月十八日下午在利黃瑤璧樓一號演講廳舉辦電影〈佳
釀〉欣賞及分享會。本片以香港中文大學為背景，由香港中
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朱順慈教授編劇及執導，該院學生和
校友支援製作並參與演出，更有包括暉社社友張燦輝(1974/
哲學)(右四)在內的多位教授粉墨登場。朱順慈教授(右六)與
張燦輝教授又擔任電影分享會嘉賓，與百多位校友、師生、
教職員暢談電影之構思及拍攝趣事，場面熱鬧。

陳用(1974/化學)現職香港中文大
學藝術系兼任講師，十月三、五
至八日在灣仔藝林畫廊舉行「陳
用小品書法展」。陳校友之網站為
www.chanyung.com，歡迎校友瀏覽
交流。

曾於中華基督教基智中學任
陳耐持(1975/神學)六月二十七日在阿姆斯特丹與另外兩
位藝術家 Sarah 和 Mark 舉行行為藝術的舞蹈表演「線
舞」。這是一場集合音樂、中西書法、即興舞蹈的行為藝
術表演。陳校友書寫狂草，Mark 繪畫自創書法，Sarah 則
表演即興舞蹈。三位藝術家以不同形式的表演，互相激發
靈感，十分精采。

校長的湯保歸(1966/化學)
與太太余恩嶽(1967/生物)
九零年移居加拿大，九六年
返港任青年會書院校長，後
因中風而退休，現於教會及
中風患者互助組織新健社服
務，創立「開心唱歌學講話」，協助中風人士。校友可以
通過電郵與他聯繫：pktong0103@yahoo.com。

一九七五年說了句「我願意」
後，鄧榮煜(1971/社會學)與愛妻
D i a n a 締結了一段令人羡慕的良
緣。四十年來二人雖公私兩忙，但
仍不忘浪漫生活，恩愛與日俱增。
其子於八月二十三日在香港足球會
特地舉辦了自助午餐派對，慶祝父
母紅寶石婚紀念。當日到賀摯友包
括老中青三代崇基及中大校友，均
與鄧家一起分享喜悅。

崇基校友會前會長、曾先後於港龍航空及機管局擔任行政
楊北煌(1963/史地)畢業後回到馬來西亞的沙巴投身教育事
業，後加入政界服務至退休。認識他的校友可通過以下電
郵跟他聯絡：yongpeckfong@gmail.com。

總裁的許漢忠(1974/生物)，早前獲新創建委任為執行董事
兼副行政總裁。許校友去年從機管局的職位退休後，表示
將會繼續關注航空業，正好協助北京首都機場主要股東之
一的新創建處理有關業務。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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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於六月下旬舉辦六十三周年籌款晚

過去十年先後旅居台灣及瑞士的

宴，校牧許開明(1983/神學)和神學院院長邢福增為大會嘉

葉炳桂(1985/生化)，與家人現居

賓，崇基校友會會長陳早標(1979/生物)帶領共二十四位崇

於新加坡。他每年都回港與朋友

基人出席，場面熱鬧。

敘舊談天，歡迎校友通過電郵與
他聯繫：pk.yip@roche.com。

由「進念二十面體」主辦的歷史話劇〈萬曆十五年〉將
於九月第八度上演，並由于逸堯(1992/地理)擔任音樂
總監。該劇揉合了粵語和崑
劇，全劇以六個角色及六段
戲構成，以大歷史觀剖析明

鄭漢文(1985/哲學)、植惠珍(1985/中文)伉儷六月出版

朝平淡的一年，揭示中國往

了五本新書：《牛城問津》、《在水一方》、《遊必有

後數百年的命運。

方》、《媽之眼睛》和《拾養人生》。新書發布會已於六
月二十七日在崇基學院神學院舉
行。書中記錄了年青時兩人留學牛
津的經歷。成書出版，是為了把這
些珍貴的經驗和所思所感留給有志
赴海外留學，或有親人在外留學的
讀者，也是給兩個兒子一份別具意
義的禮物。

曾任職財經記者的李慧琪(2004/新傳)於二零零八年放下
香港的一切，由拉丁美洲、歐洲輾轉至印度、尼泊爾等地
做義工，尋找生命的意義。二零一一年起她在尼泊爾博加
拉的兒童之家當義工。本年四月當地發生大地震，她並沒
有離開，並成立了Light on Nepal協助救援，近期則展開
了學校重建計劃。她曾出版《The Travel Within: 擁抱印度
I》、《擁抱印度II》及《你的生活不該如此，帶上心靈去

Lovinkit Tattoo創辦人、早前曾接受本刊

旅行》等著作，並於中國二十一個城市、新加坡和馬來西

訪問的紋身藝術家高子媚(2010/心理)

亞共舉行了五十一場《你的生活不該如此》新書講座及心

推出首本著作《墨子》，內容包括紋身

靈成長課。

的歷史文化背景、紋身者背後的故事、
紋身工作的趣事及精美的紋身照片等，
深入剖析紋身文化，冀大眾能以平常心

由「香港歌劇院」主辦的《女人皆如此》八月底在香港大

看待紋身這門藝術。

會堂上演，鄺勵齡(2009/音樂)演繹女主角Fiordiligi。本
劇是莫札特的作品，以一場「賭局」為主線，探討對愛情
的忠貞。她表示此劇特別之處是沒有舞台設計、戲服、道

陳愷芸(2013/工管)五月上任天主教大專聯會牧民工作。

具、走位，要靠說唱交代劇情，所以表演力要特別強。鄺

陳校友畢業後從事行政工作，去年的「雨傘運動」令她反

校友先後獲得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研究生文憑、荷蘭國家歌

思人生意義和民主的重要，後來又到台灣接觸當地學生領

劇院歌劇碩士，並於二零一二年獲奧地利泰利亞雲尼國際

袖，了解公教青年的生活，促使她從信仰角度關心社會公

歌劇歌唱大賽亞軍及最佳女高音獎，二零一五年獲頒香

義、政治等問題，於是毅然轉職為牧工。她期望能與學生

港藝術節「藝術新秀獎」，而她最喜歡的角色則是《杜蘭

一起關心社會，活出信仰。

朵》內的柳兒。

崇基校友網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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