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 六月號

人類是萬物之靈，卻常忘記了我們並不是這地球唯一的住客。不論是城市裏的流浪貓狗，還是海中的珊瑚魚蟹，其實都是這地球的一
分子 — 我們呼吸着同一口空氣，享受同一縷陽光，暢游於同一片海洋。
生命都是奇妙且獨特的，但是有時人類沒有尊重和善待我們的鄰居 — 流浪貓狗被驅趕甚至虐殺，污染令海洋生物失去棲息之所……
雖然愛護動物的口號很多人會說，但真正全身投入的，試問又有幾人？兩位崇基校友分別以研究海洋生物和保護社區中的弱勢動物為
志向。麥志豪(Mark)(1987/社會學)從事過廣告行業，也曾當網球教練，在十年前卻決定全職經營非牟利獸醫診所，提供可負擔的獸
醫服務，更醫治社區中的流浪動物。吳芷欣(2011/生物)在學時已到過中大海洋科學研究中心做畢業研究計劃，後來更成為了義務潛
水員，普查全港珊瑚生長狀況。現在她主力研究調查海洋生物和污染等課題，希望以知識教育大眾，也為有關政策帶來一點改變。
人、動物和環境，從來都是互相依存的關係。貓狗不是可以讓人棄如敝屣的寵物，珊瑚海星也不是毫無感覺的裝飾品，生態更不是獨
立於城市和人類的。既是萬物之靈，我們更有責任在這個不斷滿足發展需要的時代，找尋並實踐與眾生共存的平衡之道。

把這一片美麗留存給下一代
吳芷欣與香港的水底世界
訪問：鄭穎茵(2006/中文)
「小朋友愛上動物是自然而然的事！」吳芷欣(2011/生物)談起小時候到郊野公園、看電視紀錄片和圖書……不知不覺地培養了她對生
物的濃厚興趣：「動物很有活力，彼此的互動很有趣，我自然喜歡觀察牠們，想多了解牠們如何生存。」

外面就是大海了！
唸理科的芷欣，升大學選科時曾到中大生物系參觀。她來到在吐露港岸邊的李福善海洋
科學研究中心，在地下海水養殖池看着海星、海膽等生物，還有在設備室和實驗室看着
各式各樣的潛水裝備 — 原來只要一跳上船，再把閘推開就可出海。當時芷欣看得兩
眼發光：「外面就是大海了，可以親身潛下去觀察各種海洋生物。我很希望研究、了解
和記錄牠們，讓大家知道在高度發展的香港，海洋生態也十分美麗」。
芷欣在三年級時來到海洋科學研究中心做畢業研究計劃，在暑假用半個月學會潛水︰
「我們的研究大多需要潛水進行；能親身進入海洋世界，就離不開了！」香港擁有豐富
多元的海岸及海洋生物，曾錄得海洋生物多達六千種，其實是個很理想的研究地點。本
科畢業後，芷欣就繼續進修博士課程，從事本港水域的海洋生態研究工作。
芷欣主要研究石珊瑚與蟲黃藻的共生關係，以及牠們如何受到如全球暖化等氣候變遷的
影響。「香港全年溫差大，珊瑚要適應這個溫差是很大的挑戰。令人擔心的是天氣越來
越熱，最終亦會超越珊瑚可適應的溫度上限。」全球暖化、環境污染及其他改變，逼使
珊瑚褪掉身上的藻類，形成白化。珊瑚失去食物和營養的來源，便難以生存下去：「香
港也可看到全球暖化的痕跡，近年夏季氣溫屢創新高，如果持續下去，本港珊瑚白化的
情況可能亦會更趨頻密。」芷欣正整理各項研究發現，期待今年可以完成博士論文。

潛水研究 挑戰重重
進行生物研究難免會遇上很多不能預計的變數，芷欣的研究對象是水中的海洋生物，挑
戰自然更多：「在實驗室養珊瑚，牠們生長得慢，急也急不來；當計劃出海實地研究
時，又可能遇上惡劣天氣；就算順利下水，水底有時因天氣和水流影響變得非常混濁，
能見度低至跟潛伴面對面也看不見對方，要找到目標生物就難上加難。」研究途上遇到
困難時，芷欣會看看參考文獻、紀錄片，尋回對研究的熱情：「很多事其實只是自己不
認識，遇上困難反讓我希望了解更多，很想貢獻自己小小的力量給這個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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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對體力要求高，過程中更要保障自己及同伴安全，少一點精力都不可︰「每
次背上十八至二十二公斤的器材在沙灘走，都想快點下水！」變幻莫測的天氣也
是芷欣常常面對的挑戰：「有時趕着完成研究，或者有定期監察必須做，就不能
對出海的天氣太挑剔。曾試過下水前只是陰天，到在海底拍照時，同伴沒有開閃
光燈，我卻奇怪身邊間中有閃光。到完成工作回到水面，我們才發覺原來已經雷
電交加。潛水用的氣樽頭是金屬，在水面會引雷，我們唯有趕快收拾工具，高速
開船回實驗室。」雖然偶有驚險情況，但實驗室非常重視安全，至今未發生過潛
水意外。
潛水的潛伴制度，必須二人同時下水，互相照應︰「進行石珊瑚調查水深通常只有
數米，遇事可比較快回到水面；但做軟珊瑚及柳珊瑚調查則要到水深約二十米，不
能隨便升水，否則可能會引起減壓症(俗稱潛水夫病)。我們在水底不能說話，只能
以手勢溝通，所以潛伴間的默契和經驗都十分重要。」由於研究人員間會互相幫
助參與彼此的研究項目，芷欣因而有機會涉獵不同範圍的研究，例如軟珊瑚、珊瑚
復育、海藻、珊瑚魚、海岸生態等。兩層高的實驗室，到處掛滿海洋生物分類的海
報，壁報上貼滿大家出海的照片，標題是「海洋是我們的實驗室」。
芷欣平均每月都會出海，近來比較忙碌，更一星期潛水三次。她指着地圖數算着︰
「因為地理位置較近，我們主要往香港東北面如東平洲、娥眉洲、往灣洲、赤洲、
吐露港等地點做水底研究。有時我們亦會到西貢、蒲台島、大嶼山、南丫島等，
可說是潛遍香港東南西北。」參與潛水研究已八年，但芷欣從未忘記當初的熱情︰
「海洋有太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了，研究一生也研究不完。」

海洋生態 日遭破壞
從事本港海洋生物研究，最心痛是目睹海洋生態日遭破壞：「有時在熱門的潛水地點看見珊瑚被踩破，或被垃圾纏住，都甚覺可
惜。」潛水界有「眼看手勿動」的不成文規定，即使科學研究，也盡量不採樣本：「有時可以拍照和量度，回來找書對比辨認便可
以，就不用取實物，盡量減少騷擾或影響原生態。有時無可避免要採樣，也盡可能少取一點，上岸後再用顯微鏡或DNA技術觀察研
究。如果在海岸保護區或海岸公園採樣，更要向漁護署申請研究許可證。」
漁護署每年暑假都會招募義務潛水員，到全港不同海域普查珊瑚的生長情況，整合資料後公佈結果。很多有心人自行組隊、自置器材
參與。芷欣自二零一二年開始參加，近年更擔任「隊伍科學家」，指導隊員普查技巧、正確的量度方法，並覆查收集而來的資料：
「集眾人之力，上載珊瑚品種和數量、生長情況等等，已經對珊瑚監察的幫助很大。」參與的隊員有潛水愛好者，有些可能只是剛學
會潛水而有興趣幫忙，卻透過普查而更認識海洋生態︰「很多人親眼看過海洋生物的美麗，便會愛上牠們，更會思考如何保護牠們，
把這一片美麗留存給下一代。」芷欣又趁機鼓勵他們改變生活習慣，例如少用塑膠︰「海裏不時發現膠樽、飲管及膠袋碎片等。這些
海洋中的塑膠廢料，或由其進一步分解而成的微塑膠，都有可能被海洋中的魚蝦蟹攝取，人又再進食牠們，最終會自食其果。」近年
傳媒廣泛報導的放生問題也會影響海洋生態：「我在海裏見過沙巴龍躉，其實牠是經人工雜交繁殖飼養的食用魚，不應在本港水域出
現，可能是有人放生，卻不顧物種是否應在這個環境生活。沙巴龍躉作為外來物種，成長速度快，食量又大，很有可能吃掉本港其他
海洋生物，或與本地物種爭奪食物和棲息地，擾亂了原本的生態平衡。」在研究之外，芷欣很高興藉這些活動推動公眾教育，讓大家
為保護海洋生態盡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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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教育 至為重要
芷欣去年參加了一個由國際組織Project Seahorse在深圳舉辦的訓練營，與二十多名
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術研究員、政府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的人員一起學習海馬普查方法及
保育知識。這次經驗更讓她明白教育公眾的重要性︰「原來內地人覺得以海馬浸酒和
煲湯很平常，可能成長環境令他們沒有留意這樣做會間接影響海洋生態；又例如會破
壞整個生態的拖網捕魚，在香港已被禁多年，但內地仍有人在做。在參加培訓之後，
大家會反思為何要用海馬入饌，有甚麼辦法叫大家不要這樣做，例如解釋野外捕捉
的生物可能含有重金屬和受污染，希望人們為自身健康的考慮而找其他替代品，或者
建議用微信舉報販賣海馬乾的店舖。大家會用很多角度去解決問題。」回到香港，其
實遇見野生海馬的機會不高：「牠不像珊瑚一樣固定在一個位置，牠身形小、有保護
色、會偽裝、善於躲藏，在香港密度也不高，非常難搜尋到牠的身影。」她期望下一
步推動海馬普查，就像珊瑚普查一樣，潛水人士見到海馬時也可以匯報至iSeahorse
全球資料庫協助研究。芷欣不止一次提醒海馬是魚類，但形態獨特︰「老師曾提到，
保育熊貓就是保育它生活的環境，海馬也可以像熊貓一樣成為保育大使 — 保育海
馬就是保育牠生活的海洋，海洋中其他生物亦因此得益。」
除了海洋研究，芷欣還當過郊野公園的樹木及雀鳥導賞員、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活動
義工等。經過參與不同的保育計劃，芷欣明白要因應受眾的關注點，採用不同方法教
育公眾︰「不同人對環境和自然生物的投入程度都不同，各個組織就要用不同方法接
觸不同的受眾，我也一直學習。」芷欣深深感受到人和自然環境是互相影響，息息相
關：「我們大量使用即棄塑膠、秋天仍開冷氣等，看似對環境無甚影響，但最終就傷
害了海洋生物。雖然我們不察覺，但這些影響每一刻都在發生。」芷欣強調公眾教育
非常重要，很多人不知道有甚麼替代方法，例如少用膠飲管，少用膠袋，用省電的電
器等，其實都不會太影響生活的舒適度，所以容易被人接受。「這些小改變都好像很
簡單很小的一步，但當全社會的人都在做，就會有很大的影響。」最近政府的環境運
動委員會首次公開讓青年自薦參與，芷欣成功獲選，她希望參與更多環境宣傳推廣教
育的項目，應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保護我們珍貴的海洋。

4 心懷母校

我不做，動物便最「蝕底」
訪問：麥嘉輝(2016/新聞與傳播)

麥志豪與城市中的流浪動物

四月初，銀狐犬小白被發現從主人所住大廈高處墜下身亡。事件引起全城關注，約五萬名
市民聯署支持動物權益。近年很多有關虐待動物事件的報道，都會見到一個西裝筆挺的
身影，對動物權益瞭如指掌，今次小白事件亦不例外，他就是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Nonprofit Making Veterinary Services Society, NPV)執行主席麥志豪(Mark)(1987/社會學)。
「有人說我作為社會運動家，沒理由穿西裝；我會澄清自己是社會企業家，但典型社會企
業家又不如我一般，經常示威，這件事說起來，總帶點精神分裂。」Mark現在既負責營運
NPV旗下的非牟利獸醫診所，又積極倡議動物權益，兩個身份都跟動物權益關係密切。
NPV的診所和Mark的辦公室同樣位於深水埗基隆街，這個位於基層社區的辦公室，牆身
剝落，坐在室內也不時聽到街外汽車聲和天花水管的去水聲。這裡也是數隻被遺棄貓狗的
家，Mark偶爾抱抱牠們，轉眼西裝又黏滿了貓毛、狗毛。
貓毛、狗毛，可以用毛刷輕輕掃去；但動物福祉的擔子，Mark一揹就是十多年，惟這些年
之前，他卻從未想過會踏上這條路。

從劇社到廣告公司 再到網球場
大學期間，Mark積極參與崇基劇社，特別醉心於劇本創作，更獲得不少獎項。畢業後他從
事編劇工作，卻發現工作上遇上不少掣肘。後來黃霑引薦他入廣告界，自言好勝的Mark花
了短短五年時間便當了執行創意總監。
在廣告界的成就斐然，但代價也不菲︰「為了趕着完成製作六、七段廣告片，我試過連續
五天不睡覺，這種生活實在很恐怖。」除了創作，皮膚黝黑的Mark其實熱愛網球，惟在廣
告公司的工作實在太忙，總是無暇練習。當時Mark覺得不能為了糊口而放棄興趣，於是毅
然辭職，全時間練習網球。Mark有感當時本地訓練未達專業水平，爭勝心驅使他放下香港
原來的事業，毅然到澳洲接受訓練：「除非不做，一做就要有成績。」
Mark花了約五年時間，考取多個國際教練牌照，及後回港教授網球。那時候，Mark頓覺人
生已有不少成就，應該回饋社會。他喜愛動物，又發現幫助動物的需求很大，於是參與這
方面的義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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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動物連繫 全職投入
愛動物，源於Mark兒時經歷。小時候他住在公屋，當然不能飼養貓狗，所以Mark的寵物是一
隻雞：「那時家人會趁雞隻便宜時先買幾隻，待過節時才『劏雞加餸』。我很喜歡其中一隻
黑色的雞，於是要求家人『刀下留雞』」。Mark每天放學後都跟牠玩耍，後來這隻雞去世，
Mark參加了人生第一次「葬禮」，親手在公園埋葬牠：「那時候我開始與動物、大自然建立
了connection(連繫)。」
這份連繫改變了Mark近十多年的人生。二零零五年，Mark與一班志願人士組織了 NPV，並
於翌年開辦首間非牟利診所。到了二零零八年NPV開設第二間診所時，Mark便決定全職投入
這工作中：「有人、有錢，如果我不親自去做，動物會『好蝕底』，我不想有負牠們。」當
初Mark也有想像過最壞的情況，就是診所有天會守不住而結業；但如今NPV已分別在兩區設
置診所及加設流動診所。
七年前，診所後巷一隻流浪貓疑遭人用竹籤插傷，身上有多個血洞，被發現後送到診所治
理，可惜最後仍傷重不治。Mark立刻報警，但起初警方態度有欠積極。其後傳媒就事件訪問
Mark，報導刊登後，警方就立刻派員到診所檢視貓屍。那時候Mark明白：「原來結合獸醫、
我們的機構、傳媒的力量，同一件事將會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往後遇上虐待動物的事件，傳媒紛紛找Mark詢問意見。他開始鑽研文獻，建立自己的論述，
並反思自己能否多做一點。二零一三年起，他積極參與爭取動物權益，同時有感香港這方面
的教育相當不足，於是在不同院校裏舉辦講座、分享會。

與流浪動物共存
NPV的診所醫治寵物及流浪動物，Mark心中的烏托邦卻是牠們能夠逐漸
絕跡︰「從歷史角度分析，人類改變狼和野貓的天性，經過馴養，使之分
別成為家狗和家貓，當這些家貓、家狗被遺棄後，就會成為城市中的流浪
動物。」養動物的另一個問題，除了在於改變了動物天性之外，還因為我
們未經同意，便「禁錮」了牠們︰「你有否問過牠喜不喜歡住在你家，想
過怎樣的生活？」當然Mark絕非鼓吹狗主、貓主拋棄寵物，遺棄動物更
不道德，他只希望寵物繁殖、寵物買賣終有一天被全面禁止，讓家貓、家
狗這些品種漸漸在城市消失。
愛護動物協會每年接收大量流浪貓狗，若經過一段時間仍未獲領養，牠們
便有機會被人道毀滅。Mark不認同相關做法：「這些貓貓狗狗由我們社
會製造，我們卻沒有做好相關工作，令牠們流浪。」他認為社區要共同承
擔照顧牠們的責任，絕不能以任何原因，奪取牠們最基本的生存權。

獸醫服務 貧富共享

共享」為目標，為動
Mark的獸醫診所以「獸醫服務，貧富
亦透過設立流浪動物
物主人提供可負擔的動物醫療服務，
療服務。Mark還記得
醫療基金，支援提供給流浪動物的醫
不是你們的診所，我
剛開幕時，有基層人士跟他說：「若
— 外面的診金我怎負
一輩子都不會帶我的寵物去看獸醫
擔得起？」
政府資助。現時N PV
診所的所有經費來自民間捐助，而非
更增設流動診所，主
在深水埗和北角設有診所，上年年尾
大埔增設診所，使服
要服務北區的動物。Mark打算未來在
務涵蓋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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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論述 理論支持不可
少

有關動物權益的討論，
Ma rk特別推介兩本哲
學家的著作 —
Tom Regan的《The Ca
se for Animal Rights》和
Peter Singer
的《Animal Liberation
》。Tom Regan假設動
物的
生命有內在
價值，值得人類尊重；
Pe ter Sin ge r則以功利主
義出
發，假定
動物和人一樣，有痛感
、快樂，彼此應該尋找
公約
數，使動物
活得 快樂 ，同 時人 類又
可以 保持 自身 利益 。兩
本著 作方 向不
同，但同樣認為動物有
基本權益。

NPV又在二零一三年開設社區動物絕育中心，為義工送來的流浪動物免費絕育，再把牠們放回原居地，實踐「捕捉、
絕育、放回」的理念。「絕育也是奪走牠們的生育權，說實在我自己也不喜歡這樣做；但這已是最低程度的干預。」
Mark補充，從醫學角度而言，絕育有助改善貓狗健康，這樣的利弊尚算得以平衡，惟剝奪生存權就絕不能妥協。

動物權益賽場上 孰勝孰負
回顧過去，廣告人、網球教練、管理獸醫診所，Mark最愛哪個崗位？「網球教練是我的最愛，我在球場上最開心。」
Mark享受勝利，看着「徒弟」勝出比賽的興奮感覺難以取代。當然，幫助動物的意義最大，若他沒有打理診所、爭取
動物權益，最受影響的就是這些身處弱勢的動物。
跟一般人的想像不同，Mark從事動物權益工作以後，反而愈想跟動物的關係疏離一點︰「我的工作是為這些同為地
球持份者的動物爭取公義，而不是純粹出於同情。我最怕別人形容我對動物很有愛心，這樣說我反會覺得自己的工作
有所不足。」另一方面在爭取動物權益的賽場上，往往充斥着挫敗感︰「接受訪問、日常上班、遊行示威、到立法會
開會……我有否感到快樂？其實有時真的不快樂。」支持着他繼續前進的原動力，不只是動物，還有聽過他講座的學
生︰「有些學生聽過我分享後，轉吃素，並參與動物保育運動，這也算是小勝一場吧。」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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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
周年晚會

消息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於五月十一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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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與資源管
理學系梁怡教授(1972/地理)(右二)、計
算機工程學系黃健康教授(左二)及生物
醫學工程學系麥福達教授(左一)，祝願
他們退休生活愉快。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動土典禮
崇基學院拓展將邁向新里程 — 拆卸教
職員宿舍D、G座，以及興建「崇基學生
發展綜合大樓」，學院並於五月二十八日
舉行工程動土典禮。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
樓動土典禮在崇基學院教職員宿舍D座舉
行，由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右二)、崇基
校董會主席李國星先生(左二)、崇基發展
委員會主席郭志樑先生(右一)及崇基院長
方永平教授(左一)主禮。逾一百名嘉賓、
中大和崇基的成員及友好蒞臨典禮，共同
見證這崇基發展史上重要的一刻。

華連堂建舍六十周年慶祝活動

Happy Hour@中環 ─
華連之夜
適逢華連堂今年慶祝建舍六十周年，
崇基學院校友會於四月二十五日舉辦
之「Happy Hour @ 中環」特意以華連
堂為主題，誠邀一眾華連姊妹和其他
崇基校友聚一聚，大家暢談近況，場
面熱鬧。

華連堂於五月十九日舉
辦建舍六十周年慶祝活
動，約九十位華連堂姊
妹回校參加。慶祝活動
包括於崇基校友室茶
聚、校園遊、參觀華連
堂及六十周聚餐等，場
面溫馨熱鬧。

春日緩跑 FUN RUN 2018
崇基學院及中文大學醫學院第十七年攜手合辦緩跑比賽，三月二十四日早上約五百位學院及醫學院教職員、學生及校友參加。比賽後
院長方永平教授在嶺南體育館與參加者茶敍及頒發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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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社惜別週會及畢業聚餐
在四月二十日惜別週會上，崇基學院二零一八年級社晉社社
長蘇楚鈞同學代表畢業班向學院致送由葉達老師繪製之水墨
畫，當中一片片樹葉上寫有畢業同學心聲。
此外，晉社於五月十六日晚在尖東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舉行
畢業聚餐，崇基學院校友會陳樹偉會長(2000/物理)與五位
幹事應邀出席。畢業生與崇基師長濟濟一堂，暢談歡宴。

崇基學院校友會「瑜伽體
驗班」
校友會於四月二十八下午，一連舉辦
兩班「瑜伽體驗班」，由持有H K Y A®
ACIA 500(香港瑜伽協會高級導師)資格
的全職瑜伽導師林賢順校友(2016/信息
工程)擔任導師，教授瑜伽的基礎知識及
動作，讓校友們體驗瑜伽運動所帶來身
心的舒展與寧靜。

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暨晚餐講座 ─「香港鮮為人知的地質
勝景和考古發現」
崇基學院校友會將於本年七月召開周年會員大會，誠邀各崇基校友出席。會員大會後將
舉辦晚餐講座，邀得著名地質學家陳龍生教授主講「香港鮮為人知的地質勝景和考古發
現」，與校友揭開香港石屎森林的另一面，發掘罕為人知的大自然秘境。周年會員大會
及晚餐講座的詳情如下：
日期：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
地點：嶺南會所(中環德輔道中25號安樂園大廈12樓)
(1) 周年會員大會
時間： 晚上7:30
費用：全免
(2) 晚餐講座 ─「香港鮮為人知的地質勝景和考古發現」
時間： 晚上8:00
講者： 陳龍生教授 (1978/地理)
費用： 校友會會員 - 每位HK$290
		
非校友會會員 - 每位HK$340
由於晚餐講座名額有限，崇基校友會會員及同時報名參加周年會員大會
的校友將可優先參加晚餐講座。
有興趣參加之崇基校友，請於6月22日(星期五)或之前於網上登
記：h t t p s://b i t.l y/2L b M z c7。查詢詳情，請致電 3943 6449 或電郵
cccaa@cuhk.edu.hk 聯絡崇基學院院務室麥小姐。

暑期重返宿舍體驗營
學院拓展事務處與校友會將於七月十四至十五日合辦
「暑期重返宿舍體驗營」，誠邀校友及其親朋好友一同
參加，重溫校園及宿舍生活的美好時光。扣除成本後，
是次活動收益將全數撥捐校園拓展項目「崇基學生發展
綜合大樓」，支持母校發展。體驗營將入住崇基學院利
樹培堂，活動包括一晚住宿、聚餐、糖水會、與院長茶
聚、中大及崇基校園遊、迷你傅盃及多項康體活動。住宿可以家庭組合、好友組合及個
人形式參加，歡迎校友與家人或朋友報名。

崇基校友會晚餐講座
─ 「精神科專科醫生教你
從夢中得心靈成長之道」
崇基學院校友會於五月二十五日舉辦晚
餐講座，邀得精神科專科醫生陳秀芬校
友(1991/醫學)擔任主講嘉賓。陳校友是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名譽臨床副
教授，有超過二十年治療各種情緒病及
精神問題的經驗。本身也是國際認可榮
格學派心理分析師的陳校友，近年專注
發展精神科醫生的心理治療培訓工作。
陳校友藉是次晚餐講座講解如何從心理
分析角度解讀夢的啟示，從而更了解自
己，幫助心靈成長。

活動詳情及報名請瀏覽網址：https://goo.gl/KzNFU5，有興趣參加的
校友，請於網上報名。查詢請聯絡院務室江先生 (3943 1498)、麥小姐
(3943 6449) 或黃小姐 (3943 6498)。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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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計劃消息
上海文化考察及企業實習計劃
為讓同學了解內地的社會、文化、生活及經濟發展，並增強與非本地校友的聯繫，崇基學院學長計劃委員會及香港中文大學上海校友
會於今年暑期攜手合辦了第四屆「上海文化考察及企業實習計劃」，二十名崇基同學於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二日期間到上海參與文化考
察及工作實習三星期。
同學們首星期先往多家商業機構訪問考察，其中包括平安銀行、利豐集團、上海半島酒店、 CitySuper Shanghai等，認識上海的商貿
發展和內地企業文化。他們其後獲分配到十間商業機構實習兩星期，實習機構包括從事酒店、金融投資、廣告、市場研究、保險、資
訊科技和零售業的公司。此外，他們亦到上海復旦大學參觀古籍保護研究所及探訪當地頤和苑老年服務中心。五月三十一日晚，學院
和中大上海校友會於上海舉行了晚宴。當晚崇基學院副院長高永雄教授(1989/生物)、學長計劃委員會主席潘智海(1980/人事管理)、團
長姚沛滔(1971/工商管理)、四十多位在上海工作的中大校友及二十位參加計劃的學生等均有出席。參加計劃的學生在晚宴上總結了經
過三星期文化考察及實習後的所思所學，並感謝各參與計劃公司代表的悉心指導。

見工智囊團：模擬面試及職涯諮詢工作坊
學長計劃於四月十一日舉辦了「見工智囊團：模擬面試及職涯諮詢工作坊」，邀得盧碧瑜(1991/音樂)、葉劍影(1995/社會學)、陳
樹偉(2000/物理)、鍾啟然(2000/翻譯)及魏敬國(2004/計量財務)五位在不同界別有豐富經驗的校友回校擔任智囊，從招聘者的角度
與同學分享他們業界的求職資訊和「貼士」，以一對一的方式解答同學對業界的疑問；並與同學進行模擬面試，教授同學面試技巧
和注意事項，參加的同學都表示獲益良多。

2018年「崇基學院海外學長計劃」學長名單
畢業年份

主修

1

學長姓名

區結成博士

1982

生物

居住國家
美國

2

陳力民先生

1969

社會工作

加拿大

3

陳燕清女士

1990

經濟學

加拿大

4

周振華博士

1987

生物

美國

5

朱子茵女士

1987

生物

加拿大

6

靳杰強博士

1966

物理

美國

7

郭始熙博士

1967

化學

美國

8

羅建文先生

1987

數學

加拿大

9

李張綺蓮女士

1968

社會工作

美國

10 李祖霖先生

1972

歷史

美國

11 梁羅秋好女士

1967

化學

美國

12 梁世昌博士

1980

生物

美國

13 李兆汝先生

1969

地理

加拿大

14 梁景怡女士

1973

社會工作

加拿大

15 彭梁學齡女士

1973

歷史

加拿大

16 余甘雨先生

1981

市場學

加拿大

17 余沛民博士

1969

物理

加拿大

上述學長對崇基同學關懷愛護，多年來鼎力支持海外學長計劃，
學院及校友會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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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倩彤(2010/中國語文及文學
與中國語文教育)現為中學中文
科老師，她於二零一八年五月
十二日與相戀兩年，同為中大
校友的陳譽中先生(2008/系統
工程/聯合)結為夫妻，攜手開
展人生新一頁。結婚典禮於崇

若 比
鄰

基禮拜堂舉行，一對新人與親
友同頌主恩，共證婚盟。校友
會祝願他們新婚快樂，永遠幸
福。

整理

陳以衎(1972/哲學) 陳碧儀(1990/工商管理)

人稱King Sir的鍾景輝(1955-

以「未來銀行與人工智能」為

57/英文)博士於四月中旬舉行

主題的「中銀香港極客大賽」

的第二十七屆香港舞台劇獎頒

在三月舉行。由工程管理學系

獎禮中，獲頒終身成就獎，大

講師黃民航(2003/數學)(下圖

吳逸桐(1968/社會工作)(下圖後排)早前從加拿大回港，與多位

會特意安排六十八位曾參與戲

右)等人組成的「Lab Viso」

社工系同屆校友(下圖前排左起)鍾煥璋、雷葆靈、陳黄穗、李安

劇的兒童及青年擔任頒獎嘉

團隊，獲得「FinTech組別」

麗、林樹翔、鄭健娜等相約聚首，暢談近況。

賓，以表揚六十八年來鍾校友

冠軍。團隊設計的人工智能股

為香港舞台劇作出的貢獻。

票分析平台A r i e s可實時分析

林金輝(2000/政治及行政) 鄭映雪(2001/新聞與傳播)

並比較各間大行最近五年發表
年初上任的中文大學校長段崇
智教授近期成立了環球校友顧
問團(Global Alumni Advisory
B o a r d)，成員包括福布斯環
球控股公司總裁洪秋偉(1980/

的分析報告，並按用戶的年
齡、風險承受能力、資本等推
介股票。黃校友表示計劃正申
請加入數碼港培育計劃，若獲
批將於年底推出測試版本。

市場學)、國際知名音樂家林
品晶(1976/音樂)及Dentons
Canada LLP資深顧問律師張
傳馨(1969/社會工作)三位崇
基校友。段校長希望能開拓校

黃惠洲(1993/護理)畢業後在

李英豪(2006/信息工程)自大

友這個人才寶庫，以鞏固並提

瑪嘉烈醫院當護士，後修讀

學畢業後曾在恒生銀行和IBM

升中大的國際地位。

「醫院遊戲師」證書課程，成

工作，在二零一零年他創立

為專業遊戲師，以各類遊戲喚

手機應用程式開發公司，翌

醒病童的歡笑聲，紓緩孩子和

年再在北京創立了錢方好近

家長的憂慮情緒。十五年前她

(QFPay)，目前已成為內地其

毅然離職，專心照顧家庭。她

中一個大型聚合支付平台。公

笑言現在到了人生下半場，可

司近年跟微信和支付寶合作，

以再次積極貢獻社群，用中式

利用手機應用程式，在餐廳、

鼓和非洲鼓來幫助有需要的群

咖啡店等民生商戶推廣流動支

體，讓他們在認知、情緒、社

付服務，以資訊科技解決付款

交和創意上有所得益，發揮崇

問題。李校友曾連續兩年獲美

基人的關愛精神。

國雜誌《Fast Company 快公

中文大學北加州崇基學院校友會會長古正夫(1960/物理)(後排左
一)當選美國茂名同鄉會新一屆理事，就職典禮於四月中旬在屋崙
華埠舉行。北加州崇基學院校友會幹事(前排右二起至右四)郭堂
(1957/數學)、鄧瑋(1960/社會及社會工作學)、鍾月萍(1962/歷史
及地理)等皆親臨道賀。

司》評選為「中國商業最具創
意人物100」，是唯一上榜的
香港人。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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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鄰
泰拳運動員黃梓浩(2015/運

香港國際鋼琴家協會理事長鄧

崔靜雯(2018/人類學)早前獲

動科學及健康教育)於本年五

寶怡(2009/音樂)將於八月五

倫敦大學亞洲學院(S O A S)錄

月二十一日之 All Star Fight

日晚與葉泰孚先生舉辦鋼琴二

取，計劃明年開始修讀人類學

全明星泰拳賽六十公斤級別

重奏慈善音樂會。此活動是為

研究方法碩士。她現於非政府

比賽中贏得冠軍。黃校友醉

奧比斯籌款，推動救盲活動。

機構「鄉村之眼」實習，主要

心於泰拳運動，八年來屢於

鄧校友熱衷鋼琴伴奏及室內樂

負責四川柯河藏區自然保護和

本地及泰國的拳賽獲獎。黃

合奏，畢業後於英美等地跟隨

文化發展的協助工作。

校友現為崇基學院校友會幹

名師深造，並曾於歐美、亞洲

事，去年八月曾為校友會籌

等地演出及交流；她更熱心公

辦兩班「Fitness及泰拳體驗

益，曾為無國界醫生等多個慈

班」，更擔任義務教練，教

善組織演出，又常到醫院、安

授參加校友基本泰拳動作和

老院等演奏，透過音樂關懷長

運動常識。

者及病者。

為慶祝應林堂鑽禧堂慶，應林堂舊生將於八月四日(星期六)晚上七

安省崇基校友會將於七月

時在眾志堂聚餐。同日下午二時於應林堂大廳舉行開幕禮，現誠

二十一日辦郊遊活動，於

邀各屆兄弟聚首一堂，暢談應林逸事，重拾當年兄弟情，傳承應

Roger Reservoir Conservation

林精神！

Area遠足及Anchor Park午

應林兄弟欲知更多詳情，請向應林六十籌備委員會

餐。另外，香港中文大學校友

查詢 (電郵：yinglintang60@gmail.com)。

會聯會主辦的舞台劇《摯愛》
將於十月五日在溫哥華上演。

報名表：https://goo.gl/forms/RVQS8ZpFZDiPNYxC3

對以上活動有興趣的校友可直
接與安省崇基校友會聯絡(電

不經不覺何善衡夫人宿舍將於今年踏入建舍四十周年，何善衡夫

郵：ontariochungchi@gmail.

人宿舍新舊宿生將於十一月四日(星期日)舉辦慶祝活動，活動由下

com)。

午二時開始，包括參觀何善衡夫人宿舍及茶會、中大及崇基校園
遊及晚上七時於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會所聚餐。
有興趣的何善衡夫人宿舍舍友，請預留日子並留意稍後發出之電
郵。查詢詳情，請致電 3943 6449 與崇基院務室麥小姐聯絡，或
電郵 cccaa@cuhk.edu.hk。

中大建築學院於六月上旬在中環交易廣場舉辦「第二十二屆建築
碩士畢業作品展」，展出四十多件作品，其中虞珈軒(2015/建築)
(下圖右一)以觀塘裕民坊重建為主題，設計廢紙回收工廠。虞校友
認為香港大部分廢紙都要運到內地處理，所以希望香港能設立本
地廢紙回收及處理站。她希望作品可以增加大眾對相關議題的認

尹日成(1967/化學)畢業後在香港大學修讀碩士，及後服務於香港

識，為保護環境帶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

大學放射實驗室。尹校友於五月二十三日在北區醫院辭世，遺體
六月五日於柴灣哥連臣角火葬場火化。所有奠儀將全數捐予崇基
學院的「尹日成傑出服務獎學金」，詳情可聯絡陳培倫校友(1967/
歷史) (電話：9038 1561)。
尹校友一直熱心支持校友事務，曾擔任校友會幹事，並於二零零
五至二零一二年期間為崇基學院學長計劃擔任學長。除學院及校
友事務外，尹校友亦積極參與全國基督教大學
同學會的工作。校友會同仁對尹校友辭世深表
哀痛，並對尹校友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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