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小孩子
到我這裏來

張家輝

二零一八年 九月號

吳靜雯

為了自己的孩子，很多人都可以不惜一切犧牲所有；但為了別人的孩子，又有多少人願意付出時間、耐性，和最重要的愛心，去回應他們
迫切的需要？如果這些「別人的孩子」是在社會大眾眼中有所欠缺，又或是一直得不到自己家庭關愛，那麼要長時間培養照顧他們的挑戰
就更大。
在保良局兒童住宿服務部任福利工作員的張家輝(2015/宗教研究)，每天照顧十多位因家庭問題而缺乏妥善照顧的兒童和青少年，年紀尚輕的
他身兼爸爸、哥哥、老師、教練數職。他與這些缺乏愛的孩子同行，給他們最需要的關心、指引和擁抱，更重要的是為他們提供一個可靠
的肩膊；從事特殊教育工作多年的吳靜雯(1992/心理)，曾經在學校前線擔任老師十二年，及後轉到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特殊教育組負責課程發
展，再於七年前回到校園擔任校長，多年來在不同崗位上經歷過欣慰，但亦嚐過不少失望。她一直堅持走在這條漫長且充滿挑戰的路上，為
的就是希望每一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都學會獨立和得到社會大眾的尊重。
聰明漂亮又有家庭關顧的孩子，擁有的本來就多；對沒那麼幸運的孩子，「到我這裏來」這一句看似簡單的說話，卻很可能是個影響一生的
珍貴承諾。兩位校友的崗位和責任雖然不同，但他們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經歷，都為現實世界中艱難灰暗的境況，帶來一線溫暖光明的曙光。

沒血緣
的哥哥 ─
張家輝

訪問：梁嘉麗(2004/社會學)
訪問那天我們沿着恩平道步行，一直走到禮頓道。張家輝(宗教
研究/2015)走在每天上班的路上，偶爾碰到認識的學生，他就輕
輕點頭，打聲招呼揮揮手。到了銅鑼灣保良局外，我們拍照做訪
問，天色驟變，然後竟下起雨來。大家被這突如其來的大雨弄得
非常狼狽，但家輝的笑容卻依然如陽光般燦爛。言談之間，他手
舞足蹈，在灰色汗衣的袖子下，紋身若隱若現，似是一些字句，
問他能否分享，他便大方拉開衣袖：

Whatever you do in life will be insignificant,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do it.
「人一生做的事，雖然都是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你做了」，
這是印度國父甘地的一句說話，也是家輝的座右銘，是讓他堅持
把工作做下去的動力︰「我跟孩子們聊天，可能只是很小的事，

但就如播種，無論工作抑或是做人，都勿以善小而不為。」家輝
在保良局的兒童住宿服務部工作，這裏收容因家庭問題而缺乏成
人照顧、年齡由六至十八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家輝是福利工作
員，就是要跟他們一起生活，既是功課導師、心理輔導員、紀
律維持者，甚至是起居生活照顧者。家輝就是這十五位孩子的爸
爸、哥哥、朋友。

打開小孩心扉
十五位孩子的原生家庭，有着各式各樣的問題 — 父母吸毒、
虐兒、患精神病等，都無法照顧孩子。他們被送到保良局，就
要適應群體生活，更要學習與陌生人相處，一點也不容易。
這些孩子當中有不少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Special
Educational Need, SEN)，例如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家輝花
了不少心思，才讓他敞開心扉︰「自閉症的孩子比較固執，不
守規矩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理解背後意義。當他們不願服從，就
會大發脾氣，甚至會以偏激的方式表現，例如以頭撞牆來發洩
不滿。」遇上這種情況，家輝便立即找個枕頭墊着孩子的頭，
有時情況太緊急，就只能用手掌墊着，然後讓孩子慢慢冷靜下
來，再跟他聊天，耐心給他解釋為何要守某條規則。
處理孩子的情緒，從來都是一個大課題，遇到激動之處，身邊人
根本無法介入控制，一個瘦小的小學生衝動起來，也能把兩層
「碌架床」推倒。家輝的角色，就是跟孩子們一起度過每一個困
難的時刻，但這一切其實都只是表徵，歸根究底是孩子原生家庭
的種種問題，才導致他們對世界不信任、情緒失控、甚至是自
殘︰「因為家人無法照顧，他們得不到愛。」

把印度國父甘地的說話紋在身上，家輝希望以自己的生命實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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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孩子跟家輝說過，很久沒有人跟自己慶祝生日了
因為家庭問題而
入住社福機構的
孩子，很多地方
都沒有到過。保
良局宿舍在港島
銅鑼灣，家輝說
有孩子連九龍也
甚少踏足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角色至為重要，他們得不到溫暖和
照顧，從而影響性格和人生觀，令人惋惜。家輝負責的小組中有
孩子的母親吸毒，因疏忽照顧孩子而被判感化令，雖然在不尋常
的家庭長大，這個小孩子卻異常世故︰「他知道媽媽和她男朋友
在吸毒，甚至看過他們吸了毒的樣子。這小孩處事態度很圓滑，
從傾談中我知道他媽媽常說會帶他回家，卻從沒兌現過，有些人
或會因此遷怒媽媽，但他卻沒有。」
家輝說類似情況的孩子由於父母無法照顧自己，他們有些甚至會
很抗拒成年人，但這個孩子卻很成熟，「他很了解毒品是甚麼，
自己一定不會碰。雖然媽媽沒有帶他回家，他卻沒有自暴自棄，
我便鼓勵他維持正常生活，多做運動。」孩子的成長階段只能依
靠父母，很多路都是由父母選擇；但到中學後，懂事了，或許能
稍微掌握自己的人生 — 他可以一直怨天尤人，但亦可以建立
健康生活︰「因為長得高大又愛運動，這孩子的形象很健康，亦
很受朋友歡迎呢﹗」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家輝能夠做的，就是
教導孩子們活出自己的人生︰「他們知道我是真心相待，所以都
願意跟我溝通。」

孩子背後都有故事
訪問中，家輝說得最多的就是「傾偈」二字，要建立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沒有東西比溝通更重要。面對不同需要的孩子，他要用
不同方式處理和溝通。跟這群孩子相處的這些日子中，有身教，
也有妥協。孩子由初時的不信任、不理睬，到現在願意跟他聊
天、玩耍，他說一切都是「傾回來」的︰「因為他們的家庭都有
問題，缺乏跟成年人溝通，得不到應有的關懷。」
孩子們跟家輝親切得如兄弟，有的更會一見面就跟他來個熊抱。他
們之間沒有血緣關係，卻比親人更親近 — 這是緣份，更是他努力
的成果。在普通人眼中，家輝就是個受孩子歡迎的大哥哥；但家輝
心裏很清楚，擁抱有時是特別重要的禮物，所以他毫不吝惜 — 就
像家輝懷中的另一位孩子，原來曾有一段被虐待的不幸遭遇。
這孩子的後父打他，要他睡在地板上，不能跟家人同桌吃飯。弟弟
是媽媽跟後父生的，後父不准他們一起玩耍，說他會教壞弟弟。這
孩子初到宿舍時並不合作，家輝卻嘗試理解他背後的原因和感受︰
「這孩子的自我保護意識很強，家裏有很多不合理的規則，所以初
來這兒，根本不明白甚麼是合理，『賞面』的才聽你指示。相處久
了，其實這孩子很善良，現在見到我們都會主動擁抱。其實我理解
他缺乏父愛，所以特別重視我們之間的關係。」
青少年服務從來都不易，因為這些都是心靈曾受傷或需要特殊
照顧的孩子。加上孩子們不會修飾自己的感覺，總以最直接的
方式回應；快樂不快樂，全寫在臉上和行為上。家輝的經驗證
明，要跟孩子建立密切的關係，需要的未必是技巧和理論，而
是一顆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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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出外吃飯的日子，看來簡單而微不足道，
但對於缺乏家庭溫暖的孩子來說，是何其重要

以生命影響生命
回想當初從宗教研究系畢業後，家輝曾到有S E N學童的學校任
教，然後就來到保良局。他一邊上班，一邊攻讀社工碩士課程；
工餘時間也不休息，趁機帶保良局的孩子出外逛逛︰「他們很多
連港鐵也未坐過，家庭的問題可能令他們再無餘力建立社交圈
子，更遑論跟朋友出外玩耍了。我們不用去很遠，就算帶他們到
附近維園打打球已經很不錯。」
除了是大哥哥、輔導員、補習老師，家輝還要兼任體育教練。從
他一身健康膚色和結實的肌肉看來，運動就是他跟孩子們一起最
常做的事︰「孩子們的生活圈子，不是學校就是保良局，而局內
的運動設施也實在無法滿足精力旺盛的青春期男孩。」出外打球
除了能「放電」，其實也是讓孩子享受宿舍外的那片藍天白雲。
從學校到慈善機構，他發現自己的使命就是讓更多孩子擁有幸
福，希望「以生命影響生命」。家輝說自己是受一位中學老師影
響，當年中學文憑試(DSE)考得不好，老師鼓勵他重讀，最後考
入中大，其實當年他可以直接報讀社工系或教育系，但他卻選擇
了宗教研究系︰「宗教研究系讓我建立反思的能力。我不希望在
大學讀一些職業導向的科目，畢業後清楚自己想在這方面發展，
才選讀社工碩士。這樣我反而能處之泰然，是上帝開了這條路給
我，讓我轉做慈善機構和社會服務的工作。」
以生命影響生命，從來也不是單向的。家輝說，認識這群孩子
後，自己的生命同樣被他們影響。有一次，有位孩子向社會福利
署申請買手機︰「除了獲批的錢，那個孩子還自己一直儲蓄，好
不容易到了某個目標，我便在休息日帶他去買手機。到了電器
店，孩子開心得望着手機一直傻笑。」買完了他們到快餐店吃
飯，孩子還是一直把手機握在手中，望着那仍未開機的黑色屏幕
微笑。這個畫面，家輝今天依然歷歷在目︰「一個手機對我們來
說是微不足道，但對他們來說就是生命中的珍寶。這令我更要提
醒自己，要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在這些孩子的生命中，家輝也許只是一個過客，他也很清楚自
己的角色，沒有人能取代他們的親生父母。當原生家庭無法保
護這些孩子時，這位大哥哥的肩膀，就是他們的臨時依靠。哪
怕只是一根火柴，也能在漆黑中劃出一道曙光。雖然微不足
道，但至少，家輝做了。
家輝還會幫孩子理髮

來自小孩子的片言隻語，對於「張SIR」來說是那麼珍貴，因為代表
着一種認同，他的努力，孩子們是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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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都

不能少 ─
吳靜雯

訪問：陳以衎(1972/哲學)
去年七月的一個早上，窗外下着大雷雨，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師生
卻忙於迎接來賓，在黃竹坑創校原址精心佈置的禮堂內，教育局的
官員、該校校董和學生家長們都出席其三十五周年校慶的慶祝典
禮，並細心欣賞由全校學生合作的才藝表演。學生們雖然是輕度至
中度智障，但大家為了這天的表演，過去一年來都在老師協助下不
斷努力練習短劇、歌舞、功夫、樂器合奏等，殊不簡單。

二百多人的謝幕
終於來到謝幕的時刻。雖然已經綵排過五次，大家心情仍有些緊
張。家長的目光都聚焦在舞台上，努力搜索自己子女的身影。在
老師和家長義工幫助下，全體二百多位身穿各種顏色運動服的學
生，紅黃藍白的都擠滿台前，一起向台下的嘉賓和觀眾鞠躬謝
幕。這幾秒鐘的謝幕，也是吳靜雯校長兌現了她七年前對家長許
下的承諾 — 她剛到任時曾寫信給所有家長，說要「為每一個
學生搭建一個自己的舞台，一個都不能少。」

吳校長說起去年的這一幕仍然很感動。她的學生除了智障外，大
多是自閉、或有其他情緒行為等問題 — 有些不會說話、有些不
自覺經常搖晃身體、有些十分害怕接觸人 — 尤其懼怕人多擠迫
的場面。回想謝幕一刻，竟然沒有一個學生發脾氣，而且更面帶
微笑︰「為着這個很簡單的動作，家長都很開心，因為他們都意
想不到他們的子女可以做到。」謝幕完畢，不少家長立刻走到台
前跟孩子們擁抱，大家都為着這小小的大成就而十分感動。
吳校長回想第一次看綵排時，只有二十多位同學代表謝幕。當
時她心想，我們二百多人都有表演，應該二百多人一起謝幕才
是。但要在短時間內組織全體學生一起謝幕，對師生來說都似
乎很困難，於是決定自己動手一起幫忙，她笑說：「在謝幕一
刻之前，老師都想像不到這個目標有多偉大。」

一個都不能少的校慶表演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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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參加文宣隊

1995年與當年的學生

獨立而有尊嚴的個體
對吳靜雯來說，每個同學都有機會做這個小小動作，蘊含着重大
意義。吳校長對特殊教育有個理想，就是要把每位學生都視作個
人 —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訓練他們獨立，從而建立個人尊嚴。
吳校長希望在學校和宿舍，透過老師和社工把獨立的感覺帶給學
生︰「讓他們知道，自己不是依附着別人生活，亦不是別人的包
袱，他們是獨立的個體。」

1996年當小一班主任

吳校長謙稱自己中學時不是成績最優秀的學生，文理科都不突
出，結果選了面試社會科學學院，在不大清楚的情況下入了心
理學系。當時她最有興趣的科目，是馬慶強博士講授的「發
展心理學(Developmental Psychology)」，是有關嬰孩到兒童
少年的心理發展。另一個對她影響很大的科目是「行為主義
(Behaviorism)」，這科目讓她發現原來人很多行為習慣是可以訓
練出來的。

獨立未必是外在的表現，反而是一種心態和感覺。吳校長心目中
的獨立，就是「每樣事情都能說是自己的選擇，更有信心去為自
己選擇，這其實就是獨立的表現。」能做到這一點，對一般學生
來說都不容易的，她又怎樣訓練該校同學有信心憑自己的力量去
作出選擇呢？吳校長的方法，就是把事情都放手給同學自己處
理，由起床、刷牙、洗面、換衣服等自理的事情開始，培養他們
獨立的能力。

除了讀書，吳校長當年亦十分活躍於校園生活，曾參加宿舍、系
會、文宣隊等活動，認識不同班級和學系的同學。剛進大學時就
遇上八九民運，當時大家都受很大衝擊，常常思考個人在時代中
的責任。這一段段在校園裏的經歷和回憶，對她日後在工作中判
斷何時要堅持，何時要妥協，都有很大的影響。到了大學畢業，
知道有「特殊學校」，自己又喜歡當老師，於是應徵元朗晨曦學
校並獲得錄用，那漫長的特殊教育路就正式開始，在那裏當了
十二年教師。

那漫長的特殊教育路

轉變 還看父母的決心

吳靜雯一直從事特殊教育工作，她的教育理念又從何而來？二十
多年來她把一批又一批輕中度智障的學生培育成獨立而有尊嚴的
個體，除了中間有七年曾在教育局負責智障教育課程設計和規劃
外，其餘時間她都在學校裏，跟學生一起學習和歡笑。其實吳校
長也不是從一開始便很清楚自己會從事特殊教育工作，但她自小
就對「如何學習」很有興趣 — 小學時在教育電視看過十九世紀
既失明又失聰的美國作家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的故事，當時
年紀小小的她已不斷在想，海倫既看不到又聽不見，究竟是怎樣
學習的呢？

回想二十多年前，社會大眾都不太認識自閉症(Autism)，她初接觸
時都好奇，有些學生經過訓練後會有很大進展，但又有部分學生依
然故我，總是沒法自我控制。其中吳校長印象最深的是兩位小學一
年級生，讓她明白父母的決心和態度，對孩子的成長至為重要。

6 心懷母校

當時班上一位同學十分偏食，他本身有自閉症，同時又有情緒和
行為問題，激動時會把碗筷掃落地上，或是躺在地上大叫大喊，
甚至動手打人。幸好他父母態度一致，同意孩子的行為交給媽媽

2018年參加學校運動會
2014年到北京交流

2017年學生在攝影展得獎

處理，爸爸不會「唱反調」，媽媽遇到困難時亦願意聽老師吳靜
雯的意見。那時小孩不吃飯也不吃菜，只吃即食麵，更不肯依時
吃，任性起來又會在夜半吵醒媽媽煮給他吃。吳靜雯認為要處理
他的問題，除了三餐要定時，堅持不吃便沒得吃外，更要媽媽下
決心，不會半夜起床給孩子煮麵。
這事對當年初出道的吳靜雯是個大考驗︰「那同學遇到不喜歡吃
的東西就嘔吐 — 他很聰明，要吐就吐。」年輕的她也要學會
抵得住骯髒，不可因為他嘔吐而妥協：「你不可以表現得很厭
惡，或者覺得很骯髒、很驚訝。當時我要學會很冷靜淡然地面對
那些嘔吐物，再迅速處理，然後要他繼續吃。」那時老師午飯時
間是要輪值的，為了這位學生，吳靜雯每天都到課室看着他吃午
飯，有時一弄就是一個小時。這為期半年的堅持終於帶來成果，
這孩子改善了他的偏吃問題，最重要是媽媽學懂了處理孩子的方
法，孩子亦知道不可用激烈的行為來控制父母。過程雖然辛苦，
但吳靜雯認為值得：「小朋友日後的成長，就會踏上正確的軌
道。」這位同學現已畢業多年，目前在展能中心工作和生活。她
相信，如果當年她和孩子父母沒有這樣決心處理，他可能仍會動
手打人，更不會有今天的改變。
另一位孩子就沒有這樣正面的結果，他亦患有自閉症，加上有睡
眠問題。小朋友不睡覺其實對整個家庭影響很大，因為孩子不睡
可能會夜半在家搗亂，連帶父母亦不能休息，全家的情緒都承受
很大壓力。當時校方建議家長堅持定時作息，也曾有三個月時間
有明顯改善。後來這位小朋友改變策略，不再用發脾氣的方法，
而是向父母撒嬌，要父母陪他玩，跟他講故事，以致原先定下的
時間表無法執行。這次孩子的策略成功了，他媽媽狠不了心作出

改變，作息問題就此日復日地拖下去。這學生現在十八歲了，吳
校長得悉他每晚仍然無法好好安睡︰「對比兩個同學，分別就在
於父母是否能下決心去處理。」

最忠心的員工 最孝順的孩子
特殊教育這一條路從來都不易走，經歷了二十餘年的工作，吳
靜雯仍然充滿熱情和投入其中。她不單從智障學生點滴的進步
中得到喜悅，更重要是欣賞他們的優點︰「從表面看，我們的
學生外表可能不好看，甚至骯髒、嘈吵、舉止怪異，這些正正
就是大眾對智障孩子的典型觀感。但是大家又是否知道，智障
孩子是最忠心、最不會投訴抱怨的員工？也是最孝順、最懂感
激父母的子女？」
當吳老師變成吳校長，就要在另一個崗位上指導前線教師去幫助
學生。有時吳校長從學校招聘教職員的過程中遇到一些年輕人，
對未來感到迷茫，亦未意會到「小我」與「大我」的不同價值，
她也感到十分可惜。面對這時代的現實和困難，她明白年青教師
需要有環境和政策的改變，加上資源上的支援配合，才能有效地
幫助學生。她寄語有意投身特殊教育的年輕人，要清楚自己追尋
的方向，不要輕易放棄。這一群孩子的成就可能難以用一般人的
準則來衡量，但對於孩子的父母，和在這條艱辛漫長的特殊教育
路上的有心人來說，他們都是寶貝，一個都不能少。

為保護兒童身份，本期專題故事有關相片均經過特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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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署理校牧
劉國偉先生(1983/市場學)自二零一八年
八月一日起出任學院署理校牧。劉國偉
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在建道神學院取得基
督教研究碩士學位，履新前任職香港理
工大學學生發展處處長。

消息
崇基校董及校友獲頒特區政府殊榮
香港特區政府宣佈回歸以來第二十一份授勳名單，頒授典禮將於十月二十七日舉行。
校友會仝人祝賀各獲授勳銜之崇基校友：
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鄧炳強先生(1987/社會工作)
鍾兆揚先生(1986/統計)
銅紫荊星章： 雷兆輝醫生(崇基學院校董會成員)
余翠怡小姐(2008/地理與資源管理)
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榮譽獎章：張建光先生(1986/生物)
榮譽勳章： 馮通教授(崇基學院校董會成員、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
梁光漢先生(1981/企業管理)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李永權先生(1973/社會學)

崇基校董會消息
學院校董會最近委任三名新校董，另有多名校董續任。各新任及續任校董之任期自二零
一八年八月一日起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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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各教會團體代表 朱永生牧師
崇基學院校友會代表 劉世鏞先生(1971/會計及財務)
院務委員會代表
蕭鳳英教授(任期一年至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續任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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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頌云先生

推選校董 熊翰章博士(1956/經濟及工商管理)
郭志樑博士
李國星先生
崇基學院校友會代表 陳樹偉先生(2000/物理)

校史考察與近代著名教會大學尋訪計劃：華西考察
崇基學院、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與崇基學院校友會於六月六至十一日合辦「校史考察
與近代著名教會大學尋訪計劃(2018)：華西考察」。是次考察團由白耀燦校友(1975/歷
史)、張越華教授(1975/
社會學)及吳梓明教授
(1972/宗教)領隊，率
領二十四位崇基學生、
十九位崇基校友及中大
職員等到訪四川成都，
尋訪華西協合大學的歷
史蹤跡，了解其歷史及
與崇基的淵源。

8 心懷母校

新任學院資深導師
崇基學院委任梁怡教授(1972/地埋)及
黃健康教授兩位前崇基成員出任資深
導師，任期自二零一八年八月一日起
生效。

崇基人獲殊榮
‧ 學院校董會前主席及現任發展委員
會主席郭志樑先生於本年六月九
日，獲其母校美國卡爾頓學院頒發
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以表揚他在
國際帆船賽事的卓越成就和體育界
的傑出貢獻。
‧ 崇基學院榮譽院務委員丘成桐教授
(1969/數學)榮獲「馬塞爾．格羅
斯曼獎」，是首位華人數學家獲得
此項殊榮。獎項於本年七月初在意
大利羅馬舉行的第十五屆馬塞爾．
格羅斯曼會議上頒發，以表揚丘教
授「在證明廣義相對論中總質量的
正定性、完善『准局域質量』的概
念、證明『卡拉比猜想』，以及在
黑洞物理研究工作中」的卓越成
果和重大貢獻。丘教授學術成就斐
然，曾獲獎項包括菲爾茲獎及沃爾
夫數學獎等兩項數學界最高殊榮。

崇基學院新生入學禮
崇基學院二零一八年新生入學禮於八月
二十七日上午在崇基禮拜堂舉行。典禮
上舉行了座談會，邀得(下圖左起)李駿
康博士(2002/宗教)擔任主持，劉潔兒小
姐(2010/地理與資源管理)、張家輝先生
(2015/宗教研究)及郭希先生(2016/工商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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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暨晚餐講座
崇基學院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已於二零
一八年七月十二日順利舉行，當晚共有
七十多名畢業於不同年代的崇基校友出席
支持。
校友會會長陳樹偉在周年會員大會上簡述
幹事會去年的工作、財政狀況及舉辦活動
的情況，並獲得通過。陳會長報告，去年
校友會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以維繫崇
基校友情，包括參觀饒宗頤文化館、晚餐
講座、Fitness及泰拳體驗班、瑜伽體驗
班、聖誕年終大玩派、崇基校友日聯歡晚宴、Happy Hour等均獲校友踴躍參與，令人
鼓舞。他特別鳴謝各熱心校友對校友會無私的付出和貢獻，校友會的成功乃校友多年來
積極參與各項會務和活動的成果。他又特別感謝學院、義務核數師梁成軒先生(1976/會
計)之幫助與支持。周年會員大會上亦選出任期兩年的新一屆幹事。幹事會將繼續群策
群力，進一步推動會務。新一屆崇基學院校友會幹事名單(2018-2020)如下︰
會長

陳樹偉(2000/物理)

副會長 廖健華(2004/經濟)
魏敬國(2004/計量財務)
秘書

羅鈞全(2001/專業會計)

財政

蔡國浩(2001/專業會計)

幹事

馬紹良(1969/數學)
陳慧卿(1973/工商管理)
白耀燦(1975/歷史)
陳早標(1979/生物)
潘智海(1980/人事管理)
謝連輝(1996/經濟)
姚 穎(1998/英文)
盧碧瑜(1991/音樂)
鍾啟然(2000/翻譯)
林中青(2001/專業會計)

校友會委任之小組幹事及代表
陳松起(1961/商學/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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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廣林(1968-70/中文) (1972/新聞/新亞)
陳碧橋(1973/社會工作)
王幹芝(1973/物理)
張越華(1975/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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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志豪(1997/專業會計)
湯穎殷(1998/工商管理)
袁兆豐(1998/工商管理)
林金輝(2000/政治與行政)
鄭映雪(2001/新聞與傳播)
董就雄(2001/中文)
江燕妮(2001/新聞與傳播)
李明浩(2001/機械與自動化工程)
梁修峰(2001/電子工程)
蘇滿儀(2001/計量財務)
周淑儀(2002/心理)
劉振強(2003/物理)
梁嘉麗(2004/社會學)
吳茂洛(2004/醫學)
麥金華(2005/翻譯)
鄭穎茵(2006/中文)
梁淑瑜(2006/社會工作)
温浩賢(2009/經濟)
鍾莉筠(2012/法律)
侯泳慧(2012/風險管理)
陳寶蘭(2014/工商管理)
張天朗(2014/地理與資源管理)
葉詩彤(2014/工商管理)
關皓揚(2015/工商管理)
黃梓浩(2015/運動科學與健康教育)
郭 希(2016/工商管理)
蔡潔瑩(2016/生物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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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樂施(2018/信息工程)
會員大會後舉行了晚餐講座，邀得著名地質
學家陳龍生教授(1978/地理)主講「香港鮮為
人知的地質勝景和考古發現」。陳教授在講
座中向校友介紹了許多香港鮮為人知的大自
然秘境，如東平洲、赤洲、黃竹角咀、橫瀾
島、西貢木棉洞及荔枝莊等，校友們都感到
意興盎然。

Happy Hour@中環 ─
何宿之夜
適逢何善衡夫人宿舍將於十一月慶祝
建舍四十周年，崇基學院校友會於八
月二十三日舉辦之「Happy Hour @ 中
環」特意以何善衡夫人宿舍為主題，邀
請了新舊何宿舍監、歷屆何宿兄弟姊妹
和其他崇基校友一聚，大家暢談近況，
場面熱鬧。

Bread Run 義工活動
崇基學院校友會與食物銀行樂餉社合
作，於六月十二日合辦義工活動。參加
的崇基校友擔任義工，於下班後前往指
定店舖收集剩下的麵包，並帶到指定收
集點，再由樂餉社派發給有需要人士。
活動既可減少浪費食物又可幫助有需要
人士，十分有意義。

崇基曦社畢業五十周年母
校重聚活動
崇基曦社(一九六八年畢業班)將於十月
舉行慶祝畢業五十周年重聚活動，其
中曦社同學聚餐將於十月二十五日於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會所餐廳舉行。
曦社校友將於十月二十六日校慶日聯袂
參加校慶感恩崇拜及千人宴，當日下午
亦會舉行校園導賞遊及茶會等活動。除
此之外，亦於十月二十八至三十一日舉
辦「廣州順德四日三夜遊」。如有查
詢，歡迎聯絡崇基學院校友事務統籌
張芷蔚小姐(電話：3943 6015 / 電郵：
christinecheung@cuhk.edu.hk)。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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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韶暑期計劃二零一八
崇基學院在暑假舉辦了為期約三週的李韶暑期計劃，聯同協辦單位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學
計劃，帶領七十六位來自香港、國內、新加坡和美國的學生，走訪香港(七月九至十九
日)和新加坡(七月二十至二十七
日)兩地。計劃的參加者分別來
自十一所不同院校，除中大和
新加坡國立大學外，亦有香港
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
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美國
南加州大學等。本年度計劃主題
為「世界公民 — 二十年後的
你」，團員於兩個城市參與一系
列專家講座、機構探訪、工作
坊、考察和體驗學習活動，並於
「李韶青年領袖論壇」中分享學
習成果。
活動期間，院長方永平教授和前院
長梁元生教授於七月二十六日獲新
加坡校友會接待，與潘星華(1971/
中文)(左下圖右一)、潘惜嬌(1980/財
務)(右三)、朱浩章(1994/計算機科
學)(左五)、李虹燁(2005/專業會計)
(左二)等校友共晉晚餐，暢談近況及
學院發展。

重返宿舍體驗營
為讓不同年代的崇基校友再次於校園內聚首一堂，回味在校的難忘生活，並為學院最新
校園拓展計劃「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籌款，拓展事務處和校友會於七月十四及
十五日合辦學院首個校友宿營活動 — 重返宿舍體驗營。能夠在離校多年後再次重溫
宿舍生活實在機會難逢，校友們反應十分熱烈。參加者入住剛於去年完成翻新工程的
利樹培堂，與摯友親朋
一同「回家」，帶着青
春和活力歡度了一個愉
快的週末，詳情見今期
《崇基號外》。

應林堂鑽禧堂慶

「何善衡夫人宿舍建舍
四十周年」慶祝活動

為慶祝崇基學院何善衡夫人宿舍建舍
四十周年，何宿新舊宿生將於十一月
四日舉辦慶祝活動。活動由下午二時
開始，包括參觀何宿、茶會、拍照留
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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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聚
餐，歡迎所有何宿的新舊舍友及親友
參加。
聚餐餐費設有早鳥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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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t t p://b i t.l y/M d m S H H o H a l l40t h。
如有查詢，歡迎聯絡崇基學院院務
室麥小姐(電話：3943 6449 / 電郵
cccaa@cuhk.edu.hk)

崇基六十七周年校慶
十月二十六日乃崇基學院六十七周年校
慶，校慶感恩崇拜將於當日上午十一時
三十分在崇基禮拜堂舉行，而校慶千人
宴則於當晚六時在嶺南運動場舉行；以
上活動均歡迎崇基校友參加。如欲出席
校慶感恩崇拜，請聯絡學院院務室麥小
姐(電話：3943 6449)；有關千人宴門票
及其他詳情，請聯絡學院通識教育辦公
室李小姐(電話：3943 6445)。

應林堂舊生於八月四日在眾志堂舉辦鑽禧堂慶聚餐，並在應林大廳舉行「應林好漢基
金」牌匾揭幕禮，約二百多位兄弟聚首一堂，暢談應林逸事，重溫當年兄弟情。

崇基校友日
崇基校友日將於十月二十七日舉行，歡
迎不同年代校友齊來參加，今年特別呼
籲五八、六三、六八、七三、七八、
八三、八八、九三、九八、零三、零
八、一三、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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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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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佩鳳(2001/食品及營養科

擅長創作現代古典音樂的鄺展

學)為美國註冊營養師，二零

維(2007/音樂)畢業後取得獎

一二年誕下一對可愛的孖生女

學金負笈英國，分別於倫敦大

兒。詹校友二零一三年出版的

學國王學院和約克大學取得作

著作《100個嬰幼兒食譜》和

曲碩士和博士學位。今年六月

她的面書專頁(營養師 Katrina

開始他跟香港創樂團和藝術

- 營孖媽) 均深受新手媽媽歡

組織「聲音掏腰包」，為半

迎。今年她再接再厲完成新書

年計劃「聽得見的城市」(Our

《靚媽修身食譜》，推廣健康

Audible City)策劃和作曲。計

家庭菜式。

劃包括六個音樂演出和一連串
工作坊，旨在把音樂帶出音樂
廳，並與一些被忽略的城市聲

若 比
鄰

音結合，從而營造一種獨特的

整理

聆聽體驗。「聽得見的城市」

陳以衎(1972/哲學) 陳碧儀(1990/工商管理)

的首項表演已於六月三十日傍

林金輝(2000/政治及行政) 鄭映雪(2001/新聞與傳播)

晚在「大館」免費演出。
中文大學北加州崇基校友會名
譽會長郭堂(1957/數學)(左一)
及夫人鄧瑋(1960/社會及社會
工作學)(左二)約同兒孫到三藩

安省崇基校友會七月中旬舉辦遠足及野餐活動，約五十位校友及
親屬於加拿大東貴林伯里的自然保護區內野餐、玩集體遊戲及唱
歌，共度歡樂的一天。

市共享天倫之樂。郭校友一家
人一起暢遊加州紅木國家公園

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周年會員

等名勝，樂也融融。

大會於八月四日舉行，郭碧蓮
(1975/經濟)及李漢祥(1993/
工商管理)分別當選為副主席
及常務委員。廖昭薰(1977/
社會學)則代表校友評議會出
任中大校董。

學長計劃消息
多位學弟妹於七月分別為熊翰章(1956/經濟及工商管理)賀八十四

鄺榮昌(1968/會計及財務)與太太雷葆靈(1968/社會工作)於八月

歲壽辰，跨代的學弟妹相處得儼如一家人，聚首一堂，說笑談

上旬相約五位學弟妹於九龍木球會飯聚，分享近況。

天，樂也融融。熊二哥自第一屆

(後排左起)郭子謙(2015/酒店
及旅遊管理)、張柏耀(2014/
全球研究)、關蕙心(酒店及
旅遊管理)、鄭婷云(2017/
酒店及旅遊管理)及李泳心
(2018/酒店及旅遊管理)

(1999年)學長計劃開始已擔任學
長，其學弟學妹累計有數十人
之多。
左圖(左起) 陳潔森(2002/工商管理)、
袁麗芬(2004/會計)、胡家駒(2003/電子
工程)一家，在熊二哥家與他慶生。
右圖(後排左起) 蕭振鵬
(2003/電子工程)、蔡鴻任
(2003/統計)、陳慧卿(1973/
工商管理)、陳早標(1979/
生物)；(前排左起) 陳姵璇
(2012/中醫)、任嘉敏(2000/
工商管理)、陳潔森(2002/
工商管理)及黃欣蓓(2010/
法律)於寧波旅港同鄉會與
熊二哥共晉晚餐慶生。

鍾啟然(2000/翻譯)與幾位學弟林城鋒(2016/分子生物技術)、區
偉庭(2017/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賴威達(2018/機械與自動化
工程)和李振昇(政治與行政/四)在七、八月分別到上水古洞踏單車
和東平洲浮潛。幾位充滿活力的校友穿梭於青山綠水之間，更一
起認識圍村風貌和欣賞大自然的生趣。

潘智海(1980/人事管理)與太太
張梁虹(1981/市場學)於七月中旬
與短暫從德國返港的學弟Julius
Kittler(2016/17交換生)相聚。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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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鄰
來自美東紐約及新澤西州的十位崇基校友於六月二日參加美東中

郭秀容(1970/音樂)畢業後於中學任教至退休。三十多年來指揮的

大校友會聚餐活動。

合唱團及教導之學生於本港校際音樂節比賽屢獲重要獎項。退休
前排左起：
楊菲菲(2007/英文)、林煒婷
(2011/計算機科學)、吳經端
(1967/生物)、盧警端(1959/英
文)、吳國祥(1984/經濟)、陳儀
珍(1974/生物)
後排站立左起：
洪秋偉(1980/市場)、趙仕
鴻(1974/工商管理)、F r a n k
K e h l(盧警端夫婿)、梁耀民
(1974/數學)、簡新(1993/醫學)

後郭校友參加了香
港醫學會合唱團及
其舉辦之家庭音樂
會獨唱項目。

何子安(1980/數學)二十二年前離開任教多
年的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移民到

二零一八年春秋學會書法展六
月十六至十八日在香港大會
堂高座舉行。李晉鏗(1968/
中文)(右四)、陳美蘭(1971/
中文)、梁慧妍(1982/宗教)
三位校友均有參展。其中李
晉鏗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

澳洲，在當地任職私人數學補習老師，並曾
經帶隊參加全球青年數學比賽。何校友現
已半退休，每週打羽毛球、練習粵曲，也
經常周遊列國。何校友平均每兩年便回港探
望摯親好友，當年的學生很多也成為中大校
友，可謂桃李滿門，昔日同窗友好歡迎電郵
francis2558@gmail.com與他聯繫。

碑」一千八百字的碑文以行書
寫出，饒有特色。參觀是次書法展的中大校友絡繹不絕，包括上

顏昭輝(2006/計算機科學)與台灣資深市場營銷專家合作，兩年

圖之崇基校友：鄺榮昌(1968/會計及財務)(左一)及雷葆靈(1968/

前創辦M e m e P R平台，把市場營銷策略自動化，以科技提高配

社會工作)(右三) 夫婦、鄭健娜(1968/社會工作) (左二)、鄧榮煜

對效率，協助中小企及初創企業集中資源開發產品。其公司開發

(1971/社會學) (左四)、梅麗嫻(1972/地理) (右二)；此外，陳用

「RoboMarketer」聊天機械人，客戶只須向機械人提出要求，機

(1974/化學)、吳繼遠(1968/中文)夫婦、黃秀蓮(1980/中文)、冼

械人就會以對話形式推介多個最適合的項目。顏校友的公司目前

兆球(1971/地理)及楊蕙貞(1973/工商管理)夫婦、蒙燦(1971/物

業務合作伙伴遍及十三個國家及地區，不少地方均邀請他們到當

理)及沈儀華(1971/物理)夫婦等均有到場支持。大家除了欣賞各同

地設總部，但顏校友堅持留港為本地的創新科技作貢獻。

學的書法，更藉此機會相聚話當年。
李治平(1967/經濟)於六月七

施厚德(1974/經濟)七月不幸

潘浩欣(2012/新聞與傳

生命科學學院關海山教授

日在家人陪伴下在家中辭世。

辭世，追思會七月二十日於世

播)畢業後到加州藝術學院

(1975/生物)研究菇菌四十

李校友出生澳門，在香港長

界殯儀館舉行，施校友昔日的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載，三月時他牽頭的項目獲

大，其後移居加拿大。葬禮

友好同窗均有出席。施校友生

A r t s)修讀攝影藝術並取得純

中大可持續知識轉移基金撥

於六月三十日在加拿大Forest

前積極參與推動義工服務，為

藝術碩士學位，其作品曾在洛

款四十萬元成立社會企業

Lawn Funeral Home舉行。校

輕度弱智人士設計及教授攝影

杉磯Circus Gallery及三藩市

「Mushroom-X」，以教育工作

友會同仁對

課程。校友會同仁對施校友

SOMArts Cultural Center等展

坊及菇菌種植示範等活動，提

李校友的家

的辭世深表哀

出。六月份她在石硤尾賽馬會

高公眾對菇菌可持續發展的認

人致以深切

痛，並對施校

創意藝術中心(JCCAC)光影作

識。關教授的團隊可快速辨識

慰問。

友的家人致以

坊舉行《In & Out》首次個人

菇菌品種是否有毒，並種植適

作品展，借拍攝女同志不同形

合本地的品種，提升產量。他

態的手部來表現對女同志性行

們又以菌絲體製成不同的生物

為的思考，同時亦展示一群性

材料(biomaterial)，有減震、隔

小眾的故事。

音、防火等功能，有些比石頭
更硬卻能浮在水面，部分研究
已獲得專利，希望能將大學的
菇菌科研成果帶到社會。

深切慰問。
劉裡理(1956/外國語文)於八月
十六日在加拿大溫哥華辭世，
劉校友為崇基第二屆畢業生，
校友會同仁對劉校
友的家人致以深切
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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