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號

倒數時刻
颱風的意義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可能只是額外一天的假期，最多也不過是外
面風雨大一點吧。直至今年九月超強颱風「山竹」來襲，大家才從遍地塌樹、
滿街碎玻璃、東歪西倒的街燈路牌，甚至搖晃的大廈中親身感受到極端天氣的
威力。「山竹」的吹襲除了考驗我城的應變能力外，還為我們響起了一個警號
— 人類對氣候的影響原來比我們想像的大，而且極端天氣更是近在眼前的威脅。
全球氣候暖化嚴重，極端天氣的出現日趨頻繁。「山竹」正好提醒我們不要只關
心停工或停學與否，更重要的是，我們已到了挽救氣候轉變的倒數時刻，如何
回應才是關鍵。兩位崇基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的教授 ─ 黎育科教授(Derrick)
(2004/地理與資源管理)和嚴鴻霖教授(Steve)，從科學角度回應坊間部分人對環
保的看法，從而探討我們作為地球的一分子，如何從日常生活習慣中為保護
環境盡一分力。

黎育
科教授

教授
嚴鴻霖

訪問及整理：鍾啟然(2000/翻譯)、鄭穎茵(2006/中文)、阮珮恩(2016/英國語文研究與英國語文教育)

平均氣溫上升零點幾度算甚麼? 「山竹」也只是個
偶然的自然現象吧！
極端天氣不單是自然現象，
更是人類活動影響的結果。
黎育科教授: Derrick

嚴鴻霖教授: Steve

Steve：今次「山竹」掠過香港只有約一天時間，雖然其威力大，但幸好它逗留的時間短，而且沒遇上天文大
潮，所以造成的影響已比預期少，這實在是幸運。如果沒有這些因素，這種級數颱風的威力可能已超過香港
整體城市建設可承受的範圍。
Derrick：有關超強颱風出現的機會，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for Climate
Change, IPCC)於二零一三年發表了由全球科學家代表編寫、共數千頁的第五次評估報告，指出人類活動是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全球變暖的主因。從冰芯資料重整過去氣候紀錄所知，現時全球氣溫上升速度之快、大氣
二氧化碳濃度之高均是前所未見。全球暖化令海洋儲存大量能量，於是有更大機會形成超強颱風。有些人以
短期的天氣現象質疑全球暖化：天氣熱的時候只是剛巧受熱浪影響，反正到了冬天又會下大雪，那就表示沒
問題吧﹗可是氣候變化並不是只看單一次的熱浪或寒流，而是觀察和比較長期的數據和資料。
Steve：我們常常強調的長期影響，一般公眾可能難以感受到。例如我們說平均氣溫上升了攝氏零點五度，
一般人可能覺得沒甚麼大不了，甚至認為是小題大做，但從科研角度看便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還記得兩三年
前，暑假時我到英國和西班牙，恰巧遇上熱浪侵襲歐洲，氣溫竟高達攝氏五十度以上，但濕度卻只有百分之
十，非常酷熱但不流汗。極乾燥加上高溫的天氣，使我感覺就像身處焗爐中，也深深感受到極端天氣對人類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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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與我有何關係？
環境的事我也無能為力！
要管理環境，先管理人。

Derrick：各國在《巴黎協定》中協議，要控制全球變暖幅
度比工業革命前不超過攝氏兩度；而要達到此標準，全球可
排放的二氧化碳累積上限就只有約三萬億噸。從工業革命至
今的總排放量為約二萬億噸，即是我們現在只餘下一萬億
噸的「配額」。如現時各國的碳排放速度維持不變，未來
二十五至三十年就會達到上限，屆時全球平均氣溫一定會
上升超過兩度。更令人擔心的是，現時蘊藏於地下的化石燃
料，如果全數用光的話，估計會排放三萬億噸二氧化碳，遠
超上述控制全球變暖幅度的指標，所以每個人都必須想方法
減少使用化石燃料。
我的恩師林健枝教授曾說：「管理環境，其實就是管理人
類」。最終各種科學解決方法成功與否，都是取決於人的參
與。雖然我們感受過「山竹」吹襲、酷熱天氣等，但我們會
否因此放棄一點方便，或者改變一些破壞環境的生活習慣
呢？現實是很多人即使看到問題也不願改變，大家都抱着
「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這是公共資源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例如一些人會問：空氣、水源等人人皆
可享用，為何要我去保護呢？為何在我保護的時候，其他人
卻可在另一邊繼續污染呢？因此，要取得不同人的共識，然
後大家攜手作出改變，是解決氣候變化最困難之處。
Steve：除了合作的問題，公眾對於氣候變化的迫切性亦認
知不足。大部分人都以為，環境問題可以留待將來才處理。
但可惜地球環境的承受能力有限，當氣候系統過了臨界點，
改變了的氣候便無可挽回，那時再想補救已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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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進步，不是可以解決很多環境
問題嗎？轉用電動車、廢物回收等
已很環保了吧！
很多「環保措施」只是把污染從一種模式
轉變成另一種，並不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Steve：環保技術的發展始終不及改變個人生活習慣重要。舉個例子，近年政府推廣電動車，因為它本身標
榜可以達至零排放，有助減少路邊污染物。但是公眾對電動車往往有一個誤解 — 其實電動車不是真正零
排放。電動車是依靠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電力來推動，所以電動車仍是會造成排放。另外，這個政策初衷是
好的，但隨政策而來的配套措施，例如稅務優惠和免費充電插座等，其實間接鼓勵另一些人購買新車，路面
上整體車輛的數目更可能因此上升。不要忘記發電過程免不了燃燒化石燃料，過程絕對不是零排放。由此可
見，推廣電動車並非減少污染，而是將污染物由地面轉移至高空煙囪排放。
近年香港空氣二氧化氮減少，原因是大灣區的工廠往北或往西遷移，外來污染物大幅度減少，但是本地汽車
數量卻每年都上升，來自汽車的污染物亦持續增加。我們不應以為改用電動車便可以無節制地多用私家車、
多用能源，那只會適得其反。如果香港要真正緩解空氣污染問題，其實是要控制汽車數量，鼓勵大眾盡量使
用公共交通工具。
Derrick：要量度一件產品對環境的實際影響，很多時需要仔細作一個生命週期分析(Life cycle analysis)，亦
即是要計算其從生產、使用至棄置全部過程中的資源消耗等影響。以自來水為例，雖然香港水費不算昂貴，
但背後還有不少隱藏成本︰從內地東江輸水到香港、進行淨化、供水到用戶、使用後的污水再送到污水處理
廠、最後才排放到大海……每個步驟都會消耗能源。此外，處理污水後的污泥仍要處理，污染只是由我們的
家門轉移到別處，製造另一些環境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清潔的食水其實十分「昂貴」，其帳面上的「廉
價」只因很多成本都由我們的環境來「埋單」，所以我們必須減少使用非必要的資源，以保護我們的家。
Steve：別忘記焚燒污泥時，污染物都會跑到大氣裏呢！正如Derrick所說，污染並沒有消失，只是轉移到另
一地方而已。數十年前，工廠和發電廠由歐美搬到中國，到近年再搬到東南亞，污染物排放就由一個國家轉
移到另一個國家；那麼誰去接最後一棒呢？最後可能就是把不想看到的統統排放到公海區域，反正是共用資
源，那就沒有人跑出來保護了，當然這樣做最後自食其果的還是人類自己。因此處理環境問題時，我們就要
從共益(co-benefit)的角度去思考 — 某些辦法在一個範疇內效果未必理想，但全盤來說可能是利大於弊，那
就值得去做。
Derrick：人類把污染問題推給環境，始終會自食其果：「山竹」就是把埋藏在海底多年的塑膠和其他垃圾都
一併颳上岸，大家就清楚看到在海中隱藏多年的污染。另一個例子就是微塑膠，雖然我們一直使用含有微塑
膠的牙膏、潔膚用品，但直到近年才有人關注到這些微塑膠可能會污染環境，於是開始檢視它對人類和其他
生物影響的研究。在我們污染環境時，其實還有很多後果可能是超出我們現時科學所能預測的範圍；也就是
說，當我們意識不到自己無知，那才是最大的危機。

4 心懷母校

幾個膠樽影響有多少？
這一刻的方便更重要！

小改變、大改善，為的是避免
下一代承擔惡果。

Steve：即棄塑料用品方便快捷，但它的代價和影響很大。瓶裝水才幾元一支，
但盛水的膠樽卻難以分解，就算把它放進回收箱都並非一了百了。因為環境承擔
了「成本」，我們才可以這麼便宜地享用瓶裝水。我以前做運動後，也常常因方
便而喝球隊預備的瓶裝水。自從有了孩子，我看事情的角度完全改變了。每當想
到將來兒子要為我製造的廢棄物「執手尾」，我便告誡自己要好好保護環境。有
些場合免費派瓶裝水，我都盡量不取 — 習慣了自備水樽，其實也很方便。
Derrick：很多人以為回收膠樽便是環保，但回收其實是最後一步。雖然生活難
免要用資源，但大家可從4R角度出發，首先考慮一下減少使用(Reduce)：自己
是否非用這支瓶裝水不可呢？我們受社會消費主義影響，往往浪費了很多寶貴資
源，製造了不少廢物。如果我們有實際需要使用一些東西，那用完後有沒有機會
留下來重用呢(Reuse)？不能重用的話，我們又可否把物件翻新(Refurbish)，再
作其他用途？以上的方案也不可行的話，才考慮循環再造吧(Recycle)。
Steve：現在我們學系的活動都不用即棄餐具，選擇到會承辦商時，也要求提供
可清洗重用的餐具，或者請同事和同學自備餐具。回想第一次建議自備餐具時，
沒幾個人響應，這些堅持可能帶來一時不便，但日子久了便成為習慣。同學也會
提出不同環保措施，包括系內common room應少訂一份報紙、鼓勵同學減少用
紙等，可見大家的心態和習慣都在慢慢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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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的環保措施都好像微不足道，
而且只是個潮流。
環保源自與大自然的連結，
是為未來而做的實際回應。

Derrick：我參加了崇基的校園環境委員會，主要協助推動學院一些環保項目，
例如環保週專題演講、退宿回收活動等，我們也會與物業管理處的同事定期巡視
校園、舉行茶聚等，大家就校園環境事宜交換意見。委員會過往亦曾探討過以較
環保的方式「送舊」︰我們已多年沒有噴香檳，那麼放花炮、放置氣球彩虹橋等
又是否必須？我們一直希望找方法讓同學既可以享受到「送舊」這傳統的歡樂，
又可以減少浪費地球資源。
Steve：我們的目標不是要干擾原來的活動，而是要集思廣益，找尋更環保、更
富創意的方法來達到相同的效果。同學們也在思考這些問題，如果不用由大學或
委員會推動，而由他們自發去做則效果更好，因為大家都會更清楚背後的理念。
就好像拍畢業照時，有同學不用鮮花而改用西蘭花，本來拍完照又可以食用是件
好事，但原來拍照後有些同學會把那束西蘭花丟棄，結果形式上是支持環保，其
實也是浪費了。所以推動環保的時候，不是純粹因為跟隨潮流，而是要理解背後
的理念，才有動力改變個人習慣，否則熱潮過後，一切又會打回原形。
Derrick：推動環保，一群人一起做比獨個兒做更有動力；措施本身還要連結人
們的生活需要，大家才有動力自發地維持下去。例如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在設
計更環保的耕作方法時，也要顧及農田的產量和農民的生計，他們才會配合，作
出改變。中大的「無綠不歡星期一」運動提倡素食，如果只是為了環境，大家未
必特別關注；但如果活動強調素食有益健康，同時又有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那
麼大家便有更強的推動力去參與。我們都希望找到多些雙贏甚至多贏的方法，讓
大家自發配合，這樣才可以持續保護環境。
Steve：如果每件事都不斷有人提醒你一定要怎樣做，難免讓人煩厭和感到很大
壓力，甚至有反效果。趁現在還未太遲，我希望大家明白環保的迫切性，以及認
同這些小改變背後的理念，從而主動並持續減少破壞和污染環境。

上圖：Derrick其中一個實驗地點在大埔滘
自然護理區
下圖：Steve在中大校園收集空氣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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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r r i c k：情感教育很重要。在城市，颱風時我們可以躲在冷氣房間玩電子遊
戲，環境問題好像很遙遠。現在全球約一半人口住在城市，聯合國推算城市人口
於二零五零年將增至接近七成。城市人口愈來愈多，人類與大自然則愈來愈疏
離。如果大家缺少了與大自然的連結，就沒有動力去關注和保護環境。我教學時
盡量多帶學生到野外實地考察，也常帶自己的孩子到大自然遊玩，希望下一代重
新建立與大自然的連結，從心而發，珍惜和愛護我們的環境。

黎育科教授 Derrick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
源管理學系
副教授，崇基學院校園
環境委員會
主席。De rri ck主要從生
物地球化學
循環的角度，研究陸地
、濕地和城
市生態系統與全球氣候
變化的相互
影響。De rri ck曾主持探
討香港及全
球環境及氣候問題的論
壇，亦透過
公眾講座、公民科學家
計劃等，致
力加深公眾對氣候變化
的認識。

嚴鴻霖教授 Steve
系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員
助理教授，崇基學院校園環境委
城
會委 員。 S t e v e致 力研 究區 域和
析
市空氣質量，從空氣污染問題分
異
污染來源及氣候變化導致的氣候
染
象。 S t e v e的 研究 亦包 含環 境污
對人類健康和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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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鳥，青葱林」
曾陳桂梅視覺藝術展

消息
崇基學院六十七周年校慶
崇基學院六十七周年校慶感恩崇拜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在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典禮邀得
蘇成溢牧師談崇基校訓「止於至善」與做人應有的原則和態度。典禮上亦頒發了獎學金
予得獎的崇基同學。
介紹「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的最新短片亦在典禮上首播。院務主任張美珍博士報告
大樓籌募計劃的最新進展，大樓預計將於二零二一年學院七十周年校慶時落成。校慶當
日承蒙「李福和博士及李朱美琳女士家族」慷慨捐款港幣二千萬元支持大樓項目，並獲
致贈代表李志德女士、李志齊女士、李志恩女士、李志英女士、李國星先生及其多位家
族成員親臨典禮。

由崇基學院主辦的「快樂鳥，青葱林」
曾陳桂梅視覺藝術展於十月十五日至
十一月十日期間在崇基學院行政樓大堂
展覽廳舉行。開幕典禮已於十月二十三
日舉行，並邀得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沈
祖堯教授、崇基學院院長方永平教授等
親臨主禮。
曾陳桂梅校友(1980/社會工作)為澳洲皇
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純藝術碩士及英國皇
家攝影學會院士。本科畢業後從事社會
工作，後因興趣而潛心藝術創作二十多
年，涉獵範疇包括陶藝、繪畫、花道、
玻璃藝術、裝置等，近十年專注鑽研攝
影創作。
是次展覽將展現陳校友對大自然的所思
所感，展覽同時亦為「崇基學生發展綜
合大樓」計劃籌款。

此外，崇基學院校友會亦認捐大樓其中一個休閒角，並由校友會會長陳樹偉校友(2000/
物理)在典禮上代表致送，以示對籌募計劃的支持。崇基一九六八年畢業班「曦社」
亦捐款逾十三萬元支持計劃。典禮結束後，約有三十位一九六八年畢業班「曦社」及
一九七八年畢業班「煦社」的社友回校參加校園遊、千人宴等活動。

崇基學院院長圓桌晚宴
院長圓桌晚宴於本學年再度舉行，
十一月八日邀得香港機場管理局前行
政總裁許漢忠太平紳士(1974/生物)擔
任演講嘉賓，題目為「香港航空業發
展啟示錄」。許先生現為香港飛機租
賃和航空融資協會會長，並曾任港龍
航空公司前行政總裁，他於二零零零
年至二零零二年期間擔任崇基學院校
友會會長。是次的院長圓桌晚宴為其
中一項「週會替代活動」，同學反應
熱烈。學院更邀得多位校友出席，分
坐每席與眾師弟妹交流分享。

段崇智校長到訪崇基
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教授於
十月五日到訪崇基，與學院行政
人員及學生會面，並參觀學院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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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校友日 ─ 校慶活動四重奏
本年度崇基學院校友日已於十月
二十七日舉行。當日活動豐富，
首先是「快樂鳥，青葱林」曾陳
桂梅視覺藝術展的「與藝術家見
面」環節，緊接其後在崇基學院
禮拜堂舉行了「崇基校友至善獎
學金及崇基學院至善獎學金頒獎
典禮」
。頒獎典禮邀得今年獲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香港警察卓
越獎章的鄧炳強校友(1987/社會工作)及獲頒授銅紫荊星章的崇基學院校董雷兆輝醫生
出席和擔任嘉賓。鄧校友和雷醫生分別服務政府和醫療衞生界多年，成就出眾，借此機
會與得獎同學和校友們分享他們服務社會的心得。
頒獎典禮結束後，在禮拜堂活動中心舉行了「院長午間茶會暨『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
劃領養人茶會」。院長方永平教授和獲授勳的校董和校友慶祝之餘，亦向參加「家肥屋
潤」小豬育成計劃籌款額最高的七位「領養人」頒發獎狀。當日晚上亦在崇基學院聯誼
會會所餐廳舉行校友日聚餐，一眾校友聚首一堂，互相分享近況，暢談甚歡。

「齊心協力清理校園」活動
崇基學院聯同校友會及學生會於十月十三日舉辦「齊心協力清理校園」活動，召集崇基
人合力為颱風過後的校園進行清理，共同為回復優美校園出一分力。有近九十位崇基人
響應參與。響應號召的教職員、學生和校友，分成小組清理校園不同角落，包括未圓湖
畔、學生宿舍附近位置，及眾志堂旁「暉社台」。

崇基學院第六十四屆
畢業典禮
崇基學院第六十四屆畢業典禮於二零一八
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
典禮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前律政司司長黃
仁龍資深大律師擔任主禮嘉賓，並由院長
方永平教授致歡迎辭。黃資深大律師寄語
畢業生，縱使每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和追
求理想的權利，在適當的時候亦應懂得
「停止」和「克制」，避免造成衝突，以
免自己本來所追求的理念被貶值。最後，
他引用聖經經文，鼓勵畢業生要行公義、
好憐憫、存謙卑。
崇基學院二零一八年度晉社畢業生共有
七百五十五人，由院長方永平教授頒發
學院畢業紀念品。學院本屆優異畢業生
莊卓朗(2018/工商管理)在代表畢業生
致辭時回顧四年大學生活點滴，並勉勵
其他畢業生在不斷尋求突破的同時，亦
不應忽略做好每件平凡小事的重要性；
愉悅於自己做到的巨大成就之餘，也要
欣喜於生活每一步的漸進。典禮後，校
友會一如既往獲香港沙龍電影有限公司
贊助，安排專業攝影師為同學拍攝畢業
照，以紀念這珍貴時刻。今年已是香港
沙龍電影有限公司第二十一年支持此畢
業照的拍攝，校友會特此鳴謝其多年來
鼎力支持。此外，今年校友會更向每位
入會的畢業
生送上精美
畢業證書套
一個，讓畢
業生可妥善
保存珍貴的
畢業證書。

楷書書法工作坊

何善衡夫人宿舍建舍四十周年慶祝活動
何善衡夫人宿舍於十一月四日舉辦建舍四十周年慶祝活動，超過一百五十位何宿新舊宿
生回校參加。慶祝活動包括參觀何宿、校園遊及聚餐，場面溫馨熱鬧。

崇基學院於十一月舉辦了楷書書法工
作坊，並邀得著名書畫家靳杰強博士
(1966/物理)擔任導師，是次工作坊臨摹
楷書四大家其中三位的代表作，包括歐
陽詢《九成宮醴泉銘》、顏真卿《多寶
塔碑》和柳公權《玄秘塔碑》。此三份
碑帖皆為書法愛好者必習之範本。靳博
士曾兩度擔任崇基學院駐校藝術家，作
品在世界各地展出合共八十多次，並廣
為不同中外機構所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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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一九六八年「曦社」畢業五十年重聚活動
一九六八 年 崇 基 畢 業 班 「 曦 社 」 畢 業
五十年後，於十月二十五日再聚中大校
園。三十多名來自美國、紐西蘭、新加
坡和本港的曦社社友與家人齊聚於崇基
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會所餐廳，互相交流
近況，並 重 溫 昔 日 的 校 園 時 光 。 十 月
二十七日的校慶日亦有二十多名曦社社
友回校慶祝。十月二十八至三十一日十
多位曦社社友更聯袂到廣州旅遊，暢遊
番禺、佛山、順德等地。

中大校友日
本年度中大校友日已於十一月二十四日
圓滿結束。院長方永平教授特設茶會及
晚宴款待崇基校友，約一百七十位校友
攜同親友出席晚宴。

【中大校友與John Wood
面對面】Happy Hour

教職員暨校友網球賽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崇基學院教職員暨校友網球賽已於十一月十七日及十八日圓滿舉
行，賽果如下：

崇基學院校友會與聯合書院校友會、新
聞與傳播學院校友會及逸夫書院校友會
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合辦【與John Wood
面對面】Happy
Hour 活動，約
有一百四十位中
大校友參加，
與非牟利機構
Room to Read
的創辦人J o h n
Wood交流，場
面熱鬧。

冠軍： 余漢廉校友(1980/數學)、林建榮先生
亞軍： 陳永貴(1998/運動體育科學)、
		
謝業輝校友(2008/化學)
季軍： 陳永勤教授、
		
梁彥翹校友(2013/地理與資源管理)
殿軍： 張汝榮校友(1972/英文)、
		
李耀雄校友(1994/經濟)
優異獎： 何柏煊校友(1975/社會工作)、
		
倪小梅小姐；
		
張晧程校友(2016/工商管理)、
		
余程晴校友(2018/酒店及旅遊管理)

調酒體驗班
崇基學院校友會於十月十九日
舉辦了「調酒體驗班」，由專
業的調酒師張曉明校友(2012/
酒店及旅遊管理)擔任導師，教
授校友如何使用調酒工具及不
同的調酒方法和技巧。參加者
更可親身調製及品嚐三款不同
種類的雞尾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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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校友新春聯歡會
崇基學院校友會及學長計劃委員會合辦
的「新春聯歡會」將於二零一九年二
月二十三日(星期六)舉行，詳情容後公
布。查詢詳情請聯絡崇基院務室麥小姐
(電話：3943 6449)。

曾孝濂教授植物藝術展
崇基學院與生命科學學院胡秀英植物標本
館於十一月二十至三十日期間在崇基學院
行政樓大堂展覽廳合辦展覽，展出多幅由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級畫家曾
孝濂教授所繪畫之植物藝術繪圖。開幕典
禮已於十一月二十日舉行。此外，於十一
月二十四日、二十六及二十八日亦分別舉
辦了植物繪畫講座與繪畫工作坊。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周年會員大會於八月四日舉行，(前排左
三)郭碧蓮(1975/經濟)及(前排左一)李漢祥(1993/工商管理)分別
當選為副主席(任期2018-2021)及常務委員(任期2018-2021)，(後
排左二)温浩賢(2009/經濟)則獲委任為常委(任期2018-2019)；另
續任評議會常委的崇基校友有(前排右三)廖昭薰(1977/社會學)(任
期2016-2019)及(後排
左三)魏敬國(2004/
計量財務)(任期2017-

若 比
鄰

2020)。郭校友歡迎各
位崇基校友多參與評議
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並
向以上常委多提意見。

整理

陳以衎(1972/哲學) 陳碧儀(1990/工商管理)

安省崇基校友會在十二月二日舉行了周年聚餐暨會員大會。過去

林金輝(2000/政治及行政) 鄭映雪(2001/新聞與傳播)

多年的周年聚餐都有不同的主題，今年的主題是「那些年大家一
起走過的日子」，參加者一起懷緬過去的點滴。安省崇基校友會
除於席上向會員匯報過去一年的會務及財務狀況，也在周年聚餐

崇基一九七三年社會及社會

陳儀珍(1974/生物)現居美國

工作系校友，於十一月十六

紐約，擔任海外學長扶掖後輩

日晚聚餐，紀念畢業四十五

達十七年之久，她於十一月回

金秋送爽，時值校慶。十月底多位一九七四崇基畢業班「暉社」

周年，有十多位校友出席，

港，與學弟學妹飯聚。

的海外校友回港。社友相聚時，大家有感「暉社台」題名基石題

暢談近況。

上頒發優學獎以鼓勵學業成績優異的校友子女。

字油漆剝落，遂提議藉此機會重新髹漆。十月最後一日的下午，
群賢畢至，多人自發攜
帶清潔用品、油漆、畫筆
等等。同學們有商有量，
群策群力，各就其位埋首
工作。日暮之前，大功告
成，大家留在校園晚膳和
聚舊，盡興而歸。
黃伯熙(1964/社會學)為中文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回想過去，他
王幹芝(1973/物理)、盧廣鋒(1967/歷史)、吳梓明(1972/宗教)及
白耀燦(1975/歷史)於九月二十七日為崇基校友一家親活動擔任演
講嘉賓，在崇基教職員聯誼會會所餐廳為七十多名崇基校友主講
「凌道揚院長 ─ 馬料水的墾殖者」，講述前崇基學院院長凌道
揚博士的生平和貢獻。部份校友於講座後更參加了校園遊，了解
校園的變化。此外，

感謝上帝恩待及帶領其進入這背山依水的好地方。數十年前的校
園生活，黃校友至今仍記憶猶新 — 第一年忙於認識各地來的同
學；第二年時值難民逃潮，宿生們發起救助同胞行動；第三年中
大成立，同學們組織醒獅隊和舞龍隊助慶；最後一年則是學位考
試，一番苦功後終取得中大第一屆的學士學位。黃校友其後移居美
國三藩市，近十多年致力推廣長壽與永生的「5E」：吃得健康(Eat
Healthy)、每天運動(Exercise Daily)、充足的休息(Enough Rest)、

十一月十日亦舉辦了

情緒成熟(Emotional Maturity)、得著永生(Everlasting Life)。

延伸活動，參訪凌道
揚博士家族在粉嶺崇
謙堂村的故居，約有
五十位校友參加。
陳澤蕾(1999/中文)畢業後在中

香港女高音鄺勵齡(2009/音

大完成碩士及博士學位，並留

樂)去年從三百多位候選者中

校任教。酷愛粵劇的她，最近決

脫穎而出，成為著名羅馬歌劇

定放棄大學的工作，全身投入粵

院駐院女高音，更是首位獲此

劇界當一位全職演員。陳校友自

成就的香港人。鄺校友畢業後

小學習粵劇，曾於中大音樂系和

沒有從事教學工作，反而不斷

「八和會館」合辦的粵劇培訓班

演出，追尋歌唱夢。她曾在歐

當工讀生，更立志「要用生命紀

洲多家歌劇院試唱，也嚐過落

錄粵劇之種種」。

選的滋味，但並沒有影響她的
鬥志，反而激勵她更要盡力表
現，爭取觀眾欣賞。

陳小娟(2009/工商管理)執導

徐允清(1989/音樂)畢業後負

的首部長片《淪落人》獲選為

笈美國及英國，主修西洋音樂

本年度亞洲電影節開幕電影。

史，後出任香港音樂專科學校

陳校友曾受聘於銀行當管理培

校長。徐校友於今年六月出版

訓生，後來毅然放棄穩定的工

《香港流行曲：旋律與詩詞的

作，轉投電影業，初期要做多

衝擊》，以香港七、八十年代

份兼職維生，但她堅持「做自

的粵語、國

己喜歡的事」，終於得到正式

語流行曲為

執導長片的機會。該片是政府

研究主題，

第三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從音樂及文

的得獎作品，講述一位半身不

字兩方面，

遂的失婚男與懷有夢想的菲傭

探討香港流

相識相知的故事。她希望大家

行曲的創意

觀看後，能以新眼光去看待擦

和藝術價

身而過的陌生人。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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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鄰
李兆匡(1977/會計)畢業後分

幾位一九六八年畢業的社會及

別攻讀會計學碩士及基督教研

社會工作系校友早前在港慶祝

究碩士，曾於多家大型會計師

畢業五十周年後，專程到馬來

行、香港政府破產管理處及金

西亞探望久未見面的官德美校

融事務科任職。最近李校友

友，獲熱情款待，並聯袂遊覽

出版《香港會計錦囊》(www.

碧湖金礦遺址，拍照留念。

黎秉倫(1977/社會工作)現居

梁鳳儀(1970/歷史)與一群中

於美國，早前參與中大全球巡

大校友籌辦舞台劇《摯愛》以

迴舞台劇《摯愛》演出。話劇

紀念母校五十五周年校慶。該

在溫哥華上演時，黎校友飾演

舞台劇已於本年八月三十一日

「南經緯」一角，對他而言是

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首演，

人生一次重要的經歷。

連同溫哥華站至今已演出四
場，稍後舞台劇將於北京、上
海、深圳等地巡迴演出。梁校

accountantguide.com.hk)，

友感激各方校友一呼百應，善

從企業、會計和法例管治三

款源源不絕，更有捐款者指定

方面的規範入

將捐款用於中大宏揚中華文藝

手，再介紹如

之用，令她十分感動。

何編製及分析
財務報表及閱
讀核數師報告

中大(深圳)思廷書院於本年十二月五日至二十一日期間，在中大

書等知識，

(深圳) 舉辦了「山水青音 ─ 靳杰强的畫、書、詩與裝置」展

希望能讓讀者

覽。是次展覽展出

迅速明白會計
精粹。

了著名藝術家靳杰強

(上圖由左至右)官德美、鍾紫嫦、
李啟宇(聯合)、張綺蓮、楊懷曾。

(1966/物理)的作品，
並於十二月五日舉行了
開幕禮。開幕禮過後，

簡穎妮(2003/醫學)參加一項在美國舉行的整形外科國際考試，以全

靳博士以「我的藝術歷

球最高分數獲頒Claus D. Walter Award獎項，是首位女性港人奪得該

程」為題，與學生和嘉

獎項。簡校友得獎後感謝母校培育，讓她在醫學領域發展。
洪凱晉(2013/法律)在香港取得

鍾景輝(1955-57/英文)獲香港

律師資格後，遠赴英國深造，

樹仁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

現於牛津大學法律學院修讀博

以表揚他的演藝成就。樹仁大

士課程，立志成為法律學者。

學推崇鍾校友為香港戲劇教育
家、資深舞台劇演員及導演、
電視製作人、電視劇演員及電
視節目主持，在推動藝術教育
上不遺餘力，對香港表演藝術
貢獻良多。

賓分享他從中學至今的
藝術創作歷程。
美東中大崇基校友會九
月在美國紐約聚會，邀
請「中大環球校友諮
詢委員會」兩位美國
代表洪秋偉(1980/市
場學)及周瑞𪊟(1983/
市場學/新亞)介紹委
員會的工作。席間，

張俊傑(2000/醫學)育有兩名
兒子，長子患有自閉症，幼子
罹患罕有心臟病及神經母腫
鄧炳強(1987/社會工作)於

瘤，龐大的醫療開支令張校友

十一月獲委任為警務處副處長

面對沉重經濟壓力。早前中

(行動)。鄧校友對刑事調查工

大醫學院在網上募捐，為其幼

作、國際聯絡事務及行動指揮

子籌集醫藥費。中大校友慈

方面，均擁有豐富經驗。他又

善基金早前表示，已籌得約

積極推動社區參與，曾聯同保

一千九百萬港元捐款，除張校

護遺棄動物協會為被離棄及殘

友的兒子外，還讓其他患罕有

障動物籌款。

病的兒童受惠。

十多位崇基校友聚首一堂，包括：許健中(1967/工商管理)、吳經
端(1967/植物學)、羅偉正(1974/數學)、徐定坤(1973/經濟)、陳
儀珍(1974/生物)、趙仕鴻(1974/工商管理)、盧永能(1980/市場
學)、陳揚(1982/市場學)、簡新(1993/醫學)、黃錦聰(2003-04/生
物化學)、楊菲菲(2007/英文)、林煒婷(2011/計算機科學)等。
林振華(2007/統計)自幼學習中提琴，畢業後於香港演藝學院深
造，同時參與教學及樂團表演。兩年前與三位同學成立四重奏樂
隊MR. Quartet，在海內外演出逾百次，並曾與多位著名歌手合
作。林校友上月接受網絡音樂平台訪問，拍攝成《弦樂百人》特
輯，有興趣的校友，請瀏覽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
bigwavemusichk/videos/2195620294013802/。

梁社安(1975/物理)校友於十月中因病離世，
校友會深表哀悼，並對他的家人致以衷心
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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