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號

願你們平安

日照變短，黑夜延長的冬天已悄悄來臨。在充滿未知的黑夜裏，我們難免感到恐懼 — 怕遇上危
險，怕失去所有、怕被遺棄……簡單一句源自猶太人的日常問候語「願你們平安」，已成為對今日
香港最珍貴的祝福。
聖誕節是紀念耶穌降生，為世人帶來平安與希望的大日子。每年平安夜，崇基禮拜堂都會舉行燭光
崇拜，讓會眾一起敬拜上帝，紀念聖誕的真正意義。負責崇基學院校牧室音樂事工的林芍彬(2006/
音樂)及義務詩班指揮莫永康(2005/音樂)，將會從崇拜的音樂，談到會眾一幕幕被觸動的時刻；署理
校牧劉國偉(1983/市場學)，亦會介紹將臨期主日崇拜的點蠟燭儀式和其他崇基禮拜堂的聖誕傳統。
二千多年前，天使報佳音唱道︰「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這艱
苦動盪的一年將走到尾聲，我們都十分需要平安和盼望；歡迎校友回到崇基的家，一起在燭光和愛
裏平靜下來，尋求那從天上而來的安慰。

統籌及整理：梁嘉麗(2004/社會學)、鄭穎茵(2006/中文)、黃佩歡(2006/宗教研究)

我們多麼需要星星
平安夜燭光崇拜

崇基的平安夜燭光崇拜，每年都有數百人參加。會眾手持
燭光，像幾百顆星星，走到聖壇前，是多麼寧靜而美麗。
透過呈獻手上像星星一樣的燭光，會眾默想過去一年是如
何走過每一段高山低谷，或等待失望、或憂傷孤寂，都在
此刻凝聚、沉澱，多少淚影就在眼眶裏徘徊，這是回顧，
亦是在平靜、盼望中面對未來。

意義深遠的一刻

來。從每個人的臉孔中，我看見他們充滿心事。雖然燃點

林芍彬Anne(2006/音樂)負責崇基學院校牧室的音樂事工，

義深遠的一刻。」

燭光的時間很短，但對會眾來說，這實在是一個重要且意

同時也是每年燭光崇拜的司琴。音樂系畢業的她會在崇拜
中彈奏管風琴，雖然已是第五年，但每年那半小時的點燃
燭光環節還是讓她非常感動。「黑暗中，會眾拿着燭光站

多樣化的詩班

在聖壇前默想，而我就在燈光熄滅下彈琴。雖然我背向會

義務帶領詩班的莫永康Edmond(2005/音樂)說自己亦是最

眾，但從琴上的反映，我看到他們莊嚴的神情。」當會眾

期待燃點燭光這部分︰「在漆黑的環境中，禮拜堂響起輕

逐一趨前，緩緩步向她身旁之際，彈着琴的她也見證了不

聲的音樂。全體會眾都靜下來，回想過去一年發生的事。

少動人的片段︰「還記得有一年的平安夜崇拜，一位會眾

崇基人對崇基禮拜堂都有深厚的感情，在我們成長的地方

的太太剛離世。他走上前禱告，一顆顆眼淚禁不住滴下

參加崇拜更是別具意義。」今年已是他帶領詩班參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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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禮拜堂
的種籽
除了成人詩班，近年他們更開拓了「種籽詩班」，因為參與詩
班的家長會帶孩子練歌，A n n e笑言反正讓孩子坐着等，不如
讓他們一起參與，取名「種籽」亦是希望可以培育孩子。她也
親眼見證孩子們因參加了詩班而改變︰「初時他們在等父母是
很悶的，年紀小一點的更會互相追逐打鬧；但加入詩班後，他
們的紀律明顯改善，獻詩時十分認真，簡直變了另一個人。」
Anne看着「種籽詩班」的小學生們用心練習和研讀五線譜，臉
上總禁不住流露欣慰的微笑。

夜崇拜第十個年頭，由最初幾年要找「外援」幫忙，直
至近年不斷有新人加入，他感到十分欣慰。詩班以青年
和中年為主，他們雖然未必每位都是「唱家班」，但都
很努力投入時間練習，希望在崇拜中把最美歌聲獻給上
主。
詩班每年八月就開始練習，參加者都來自不同背景。雖然
一周才練歌一次，但Edmond仍會為獻詩加入不同元素，
例如短劇、手鈴伴奏、無伴奏合唱等︰「每年我們都要花
五個月時間練習，其實是挺辛苦的，但每一位詩班員都會
努力練習。最難忘是有一年我們用了爵士樂的形式獻詩，
節奏多切分音，對於大家來說是特別困難。表演前我們對
自己的信心還是不足，只好誠心一起祈禱。最後我們順利
完成了，而且效果非常理想呢﹗雖然加入不同元素會增加
難度，但大家都希望有不同的嘗試。」

崇基情意結
二人都是崇基音樂系畢業，對禮拜堂和崇拜都有情意結。
Edmond認為崇基崇拜的特點在於有比較大的自由度︰「相比
其他教會，在崇基的發揮機會較多；回來參與的師兄師姐都是
自發的，大家都盡心盡力希望把最好的貢獻出來，只因大家對
這裏都有很深厚的感情。」Anne雖然是他的師妹，但畢業後二
人甚少見面，直至大家都回到崇基參與燭光崇拜，才有更多機
會合作。現時詩班的核心成員大概有十五人，都是從成立初期
已開始參加；除每周都準時出席練習外，大家回家也會繼續練
習。負責崇拜音樂的這些日子，二人均對校友和參加會眾的投
入和包容最感難忘︰「我們始終不是專業詩班，各人唱功難免
會有不同；但大家都會彼此包容，互相扶持。校友們雖然都很
忙，但都不計較付出，樂意安排時間一起練習。這一切付出和
投入，除了是要盡心盡力敬拜，也是出於對崇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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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裏的
聖誕

─ 訪問署理校牧
劉國偉(1983/市場學)

崇基校牧室有甚麼紀念聖誕的活動？
其意義有何特別之處？
一般而言，崇基學院校牧室在聖誕節期間主要舉辦以下
四個活動：

一 將臨期點蠟燭儀式
聖誕節的慶祝紀念活動由將臨期點蠟燭儀式開始。今年從
十二月一日(星期日)起一連四星期，就是「將臨期」。在連
續四個主日崇拜中均有燭光禮儀，每次邀請一個家庭代表
會眾點蠟燭。

二 平安夜燭光崇拜
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我們會舉行平安夜崇拜，同時
邀請一個家庭點第五枝蠟燭。
今年的主題是「那就是記號了」。原文出自《路加福音》二
章十二節，講述東方三位博士來到伯利恆，「看見一個嬰
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上帝降生為
人，是上帝的愛的緣故，耶穌本身就是「愛的記號」(sign
of love)。人們生活緊張、社會有很大張力，能夠找回這份
愛，才能為人心帶來最深層次的安穩。在平安夜崇拜，崇
基禮拜堂就提供了場景和氣氛，希望把平安帶給大家。崇
拜中有詩歌、講道，會眾可以拿蠟燭到壇前默想、祈禱、

甚至立志：當離開禮拜堂，回到日常生活，再思考和實
踐如何回應上帝的愛。這沒有公式，每個人可以用不同方
法，有些人會立志更愛惜自己的家人、服務他人、為世界
祈求平安等，視乎每個人如何表達。

三 校園報佳音*
除了平安夜崇拜，校園報佳音亦是另一個十分重要的聖
誕慶祝活動。今年報佳音雖然取消，但往年我們會到訪
中大校園內約十個地點，分享聖誕詩歌。每年路線略有
不同，詩歌亦是傳統及大眾認識的歌曲，例如《平安
夜》、《小伯利恆》、《齊來崇拜》等。活動讓中大的
基督徒同學、教職員及家屬、校友聚首一堂，是對崇基
來說非常有意義的活動，過去多年均有約九十人參與。
大家會先在崇基禮拜堂集合，先練習詩歌一小時，再換
上整齊的聖袍，拿著蠟燭出發報佳音。這個時候本地同
學在考試後多半已回家，留在校園內的多是外地交換
生、研究生、教職員等，我們藉此機會向他們報佳音，
把基督降生的好消息跟他們分享。
*今年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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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聖誕兒童、少年主日學聖誕慶祝會
除了平安夜的燭光崇拜，我們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主
日崇拜亦有關於聖誕的信息；而成人在參與崇拜的時
候，兒童及少年可以參加主日學聖誕慶祝活動。

崇基禮拜堂的崇拜和其他教會的崇
拜有甚麼分別？
崇基禮拜堂的崇拜儀式承襲自禮儀教會，數十年間發
展已穩定下來，有特定程序、唱頌傳統聖詩，輔以管
風琴、鋼琴等。由於不是現代音樂的風格，所以沒有
唱頌較激昂、節奏感強的詩歌，也沒有樂隊。主禮、
祝福時會穿禮袍。
崇基禮拜堂的崇拜歡迎任何人士，基督徒及非基督徒
均可參與。現時大部份會眾是中大同學、教職員及家
屬、校友，也有附近的居民，我們非常歡迎校友回來
參加。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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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聖誕

除了署理校牧和兩位校友介紹的將臨期點蠟燭儀式、平安夜燭光崇拜、校園報佳音及兒童少年主日學聖誕慶祝會外，崇基校
友會和學院其他部門亦舉辦多個慶祝活動：

崇基校友會舉辦的活動：
聖誕年終大玩派*
自二零一四年起，校友會都在九龍木球會舉辦「聖誕年終大玩派」，讓不同年代的校友在舒適的環境下共聚和分享近況。
除了有美酒佳餚和遊戲外，派對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題，參加的校友均按主題悉心打扮一番，共度一個愉快的晚上。

還記得禮拜堂前的馬槽嗎？
對於不少人來說，香港街頭、大小商場的聖誕裝飾及閃耀燈
飾可能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美，每年特意去「打卡」的人為
數不少。然而對崇基甚至中
大校友來說，崇基禮拜堂前
的簡樸馬槽或許是不少人的
集體回憶。很可惜近年已沒
有再佈置馬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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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教職員聯誼會
聖誕火雞午餐會

學院其他部門舉辦的活動：
聖誕兒童聯歡會*
初期為住校教職員及子女而設，於二零一五年起擴大
規模，推展至所有教職員、校友及崇基友好帶同他們
的子女和親屬參加，多年來為不少小朋友留下不少美
好回憶。

聖誕節當然少不了火
雞，教職員聯誼會舉
行的午餐活動，每年
皆會邀請教職員扮演
聖誕老人，更有切火
雞環節、遊戲及抽獎
等。同事間有個小小
傳統，就是競猜會由
誰來扮演聖誕老人。

崇基職員聖誕午餐會
除了自費參加的聖誕火雞午餐會外，同事最期待的就
是每年由院長宴請崇基職員、常務委員會委員和學院
資深導師的聖誕午餐。形式與午餐會相似，重點是由
院長宴請，除慶祝外亦感謝大家一年來的辛勞。

科學及科技委員會
電子聖誕卡設計比賽*
或許你不知道自二零一五年起由學院發出的電子聖誕
卡均由崇基同學設計，為聖誕卡設計比賽的得獎作
品。學院會把得獎設計製作成賀卡，以院長名義發送
予老師、職員、學生、校友及捐款人。

*今年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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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們平安！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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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校友日 2019

消息
崇基學院六十八周年校慶
崇基學院六十八週年校慶已於十月二十五日舉行。當日早上先於崇基未圓湖桃李園舉行
「敬念傅元國教授獻樹典禮」，由傅元國教授胞妹傅香良女士、崇基學院院長方永平教
授及榮譽院務委員李沛良教授擔任主禮嘉賓。傅元國教授(1933-2015)畢業於崇基工商
管理學系，是崇基學院第六任院長。傅教授多年來積極推動學院發展，其創立及推動的
「黃林秀蓮訪問學人計劃」和「傅元國盃」至今仍每年舉行，並深受同學歡迎。學院特
意挑選了有「公孫樹」之稱的銀杏樹獻給傅元國教授，藉此敬念傅教授在生時對教育的
熱忱和對學生的垂顧，亦象徵其貢獻惠澤多代崇基師生。
緊接其後是在崇基禮拜堂舉行的校慶感恩崇拜，由崇基學院榮譽院務委員暨前院長梁元
生教授(1972/歷史)致辭。梁教授從香港社會和崇基的歷史、他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先賢
的經驗，回顧他在逆境中如何自處和沉著應對，勉勵大家堅持信念，等待燦爛光明的日
子。
感恩崇拜上，崇基校友會送出第三期捐款，支持「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認捐大樓
低座的其中一個休閑角，希望讓崇基的同學有更多聚會和溫習的空間，捐款由校友會會
長陳樹偉校友(2000/物理)代表致送。崇基一九六九年畢業班「協社」及一九七九年畢
業班「摯社」分別送贈書法作品予學院作生日禮物；另外，「協社」捐款三十萬元予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而「摯社」則捐款六十八萬元以支持大樓項目及其級
社獎學金。

本年度崇基學院校友日已於十月二十六
日舉行。當日下午先舉行了「院長茶會
及校友日聚餐」，邀得本年獲香港特
區政府授予銀紫荊星章的劉燕卿校友
(1973/社會學)、陳家亮教授(1988/內外
全科醫學)及獲頒榮譽勳章的鄭新文教授
(1978/音樂)、陳麗群校友(1986/社會工
作)回校，除了預祝他們獲勳，亦邀請他
們與校友分享服務社會的心得。
午宴後在崇基禮拜堂舉行了「崇基校友
至善獎學金及崇基學院至善獎學金頒獎
典禮」。約一百位獎學金捐助人、得獎
學生、得獎學生所屬中學校長或學校代
表及學院教職員出席，並由劉燕卿校友
和陳家亮教授擔任嘉賓，勉勵得獎的同
學。
緊接其後，校友會安排了三項不同的活
動予校友及其親友參加，分別是︰
親子和諧粉彩班 — 邀得日本和諧粉彩
導師周淑儀校友(2002/心理)帶領校友和他
們的子女一同用手指創作出美麗的畫作；
崇基校園遊 — 讓校友可以與家人朋友
一起在優美的崇基校園漫步，一邊重溫
青蔥歲月的回憶，一邊認識校園的最新
發展；及
開放嶺南場 — 讓校友可在綠草如茵的
嶺南場草地上享受陽光，並自由進行各
種球類活動。

典禮結束後，一九五九年畢業班「一社」、一九六九年畢業班「協社」、一九七四年畢業班
「暉社」及一九七九年畢業班「摯社」的社友一同回校參加午宴、校園遊及千人宴。

校友日聚餐

敬念傅元國教授獻樹典禮

梁元生教授致辭
親子和諧粉彩班

「協社」致送對聯及捐款予學院

8 心懷母校

「摯社」致送一幅書法及捐款予學院

崇基校友至善獎學金及崇基學院至善獎學金頒
獎典禮

一九六九年「協社」畢業五十年重聚活動
崇基一九六九年畢業班「協社」轉眼畢業五十年，相知半世紀的一班老同學於十月
二十四日再聚中大校園。四十多位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本港的協社社友與家人，同聚
於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會所餐廳聚餐，互相交流近況，重溫昔日的校園時光。十月
二十五日的校慶日亦有四十多名社友回校慶祝。

一九六九年「協社」
化學系畢業五十年重聚
十二位一九六九年畢業班「協社」化學
系同學相約十月下旬同遊澳門及台灣，
以慶祝畢業五十周年。

在十月二十八日，十八位「協社」社友及家人一同參加「南丫島及港島中西區海濱長廊
一日漫步遊」，在南丫島品嚐海鮮盛宴及漫遊中西區海濱長廊。

一九七四年「暉社」畢業四十五周年重聚活動
崇基一九七四年畢業班「暉社」為慶祝畢業四十五周年，於十一月二日下午在崇基校友
室舉辦座談會。五位暉社校友於座談會分別就主題「香港和我們這一代」分享，講者包
括趙仕鴻(由楊靜熙代為宣讀)、謝家駒、梁海國、葉漢明及方蘇校友，並由孔繁盛校友
擔任主持。是次座談會共有四十多位暉社社友及其他不同年代的崇基校友參加，而其中
七位暉社校友及其家屬及後更相約到海洋公園遊玩。

文質堂四十周年堂慶活動
文質堂於十一月九日舉辦慶祝四十周年堂慶活動，約有一百位文質堂新舊宿生回校參加。慶
祝活動包括下午於文質茶聚，以及晚上於崇基教職員聯誼會會所餐廳聚餐。前文質堂舍監林
孟秋教授、江曾碧珠女士、黃慧貞教授，及現任舍監容楚穎博士均有出席，場面溫馨熱鬧。

崇基學院第六十五屆
畢業典禮
崇基學院第六十五屆畢業典禮於十一月
七日在崇基禮拜堂舉行。典禮由崇基學
院榮譽院務委員及前院長、音樂系榮休
教授陳偉光教授(1983/音樂)擔任主禮
嘉賓，並由院長方永平教授致歡迎辭。
陳偉光教授寄語畢業生「自我約束」的
重要性。最後，他引用聖經經文「要以
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
鼓勵畢業生不論日子如何，也千萬不要
氣餒，亦不要因惡人而心壞不平。崇基
學院二零一九年度「遨社」畢業生共有
七百一十三人。學院本屆優異畢業生黃
蕊獻(2019/中文)代表「遨社」畢業生致
辭時回顧四年大學生活點滴，並勉勵同
學在風雨飄搖的時代，堅守自己所相信
的價值。
典禮後，校友會一如往年獲香港沙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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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年支持畢業照的拍攝，校友會特此鳴謝
其多年來鼎力支持。此外，今年校友會
繼續向每位入會的畢業生贈送精美畢業
證書套一個，讓畢業生可妥善保存珍貴
的畢業證書。

陳偉光教授致辭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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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申請「第八輪配對補助金」籌款成績
截至七月二日「第八輪配對補助金」正式入賬日計，學院共籌得逾港幣四千五百萬元捐
款(涵蓋綜合大樓項目、各項發展基金和獎助學金等範疇)以供申請政府補助金，成績教
人鼓舞！大學擬以二比一(2:1)之比例，向大學各單位分配政府的補助，估計崇基將獲
得的補助金額將近港幣二千三百萬元。是次崇基獲分配的政府補助，將全數用作學院發
展及學生活動之用。
鑑於學院即將獲得政府額外的補助金以維持學院的經常性開支，崇基學院校董會財務委
員會承諾將從學院龐萬倫基金中撥出與配對補助金同等的金額，即約港幣二千三百萬
元，注入「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冀鼓勵更多崇基人及友好繼續支持此項目，
以期更快達成港幣一億元的籌款目標。
截至十月十六日，學院的「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已籌得及獲認捐逾港幣
五千七百萬元，連同校董會財務委員會即將注入的約港幣二千三百萬元，綜合大樓項目
的籌款金額將達港幣八千萬元，距離籌款目標尚欠約港幣二千萬元。
學院謹此向各位支持崇基申請政府「第八輪配對補助金」的崇基人和友好，致以由衷的
謝意。期待大家繼續支持綜合大樓項目，為崇基同學建造一個更理想的學習環境。
另外為配合新學年的籌募計劃，學院拓展事務處剛於九月推出全新版面
的網頁。新網頁的設計簡潔清晰，更貼合一般使用者的瀏覽習慣，亦方
便大家參考各項籌募活動和最新籌款進度。歡迎各位瀏覽！

崇基校友新春聚會
崇基校友會及學長計劃委員會將於二零
二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合辦新春
聚會，詳情容後公布。查詢請聯絡崇基
院務室麥小姐(電話：3943 6449)。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黃林秀蓮訪問學人計劃
為促進學術及文化交流，擴闊師生視野
及知識領域，崇基學院於一九八二年創
辦黃林秀蓮訪問學人計劃，每年均邀請
知名學人到訪。今年，美國賓夕凡尼亞
大學Grace Lee Boggs傳播學與社會學
教授楊國斌教授應邀擔任訪問學人，並
將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九至二十二日訪問
學院，出席多個崇基師生聚會並公開演
講。其中週年教育研討會將於二月十五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在利黃瑤璧
樓舉行，主題為「網絡時代的政治生
活」詳情容後公布。查詢請聯絡崇基院
務室林女士(電話：3943 1108)。

春日緩跑 Fun Run 2020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高座及低座模擬效果圖

學長計劃
「秋季遠足健步行」

洽蕙藝文計劃訪問
藝術家 ─ 陳媚音醫師

崇基學長計劃委員會於十一月九日舉辦
「秋季遠足健步行」，由主席潘智海校
友(1980/人事管理)及委員鍾啟然校友
(2000/翻譯)領隊，逆走衛奕信徑三段。
一行十二人出發前先在牛池灣村飲茶，
品嚐舊式茶樓傳統點心。中午從井欄樹
出發，經過大牛湖、馬游塘、五桂山、
魔鬼山碉堡及炮台，最後到達油塘。沿
途風景優美，學長和學弟妹暢談甚歡。

承蒙洽蕙堂贊助及推動，崇基學院、聯
合書院、伍宜孫書院一同邀得台灣水墨
畫家陳媚音醫師擔任本年度之訪問藝術
家，於十月到訪三院。陳醫師生於澳
門，在台大醫學系畢業後從事眼科臨床
工作至今。陳醫師自小家學淵源，嶺南
三傑之一陳樹人大師為其曾叔公，她又
拜於嶺南大師黃磊生教授門下，習畫達
三十載。是次訪問活動包括於十月三至
二十五日在崇基學院行政樓大堂展覽廳
舉行展覽，並於十月上旬舉行水墨畫工
作坊及題為「眼底丹青刮目看 我的醫
療與繪畫人生」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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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及崇基學院將於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六)合
辦春日緩跑比賽。起點為沙田威爾斯
親王醫院，終點為崇基學院嶺南體育
館。比賽設有體驗組及挑戰組，路程
分別為五公里及十公里。這項周年活
動除了推廣運動和健康，更可讓師生
校友認識新朋，歡聚舊友。報名及比
賽詳情容後公布。查詢請聯絡崇基院
務室高小姐(電話：3943 6444)。

呼籲支持
「校友至善獎學金」
「崇基學院校友至善獎學金」於
一九九五/九六年度由校友會推動成立，
藉以鼓勵學弟妹於學業及課外活動有均
衡及優異的發展。「校友至善獎學金」
至今設約五十項獎項，獎學金每名一萬
至三萬元，頒予入學成績優異的新生。
崇基學院校董會為感謝校友們對母校的
支持，凡獲校友捐贈獎學金的一年級新
生，如能保持優異成績及積極參與書院
活動，可獲校董會繼續頒發學院至善獎
學金多達三年。有意支持「崇基學院校
友至善獎學金」的校友，歡迎聯絡獎助
學金及獎狀委員會秘書張女士(電話：
3943 4004)。

曾任申訴專員及消費者委員會

徐靄妍(2004/中文)創立凌市

總幹事的劉燕卿(1973/社會

場策略集團，專營市場策劃及

學)，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電子商貿，為天貓及京東跨境

頒授銀紫荊星章，以表揚她多

電商認可招商伙伴，服務中港

年來致力服務香港。授勳典禮

台逾一千家企業。徐校友今年

於十一月九日在禮賓府舉行。

獲頒「粵港澳大灣區100強企
業品牌大獎 ─ 最傑出女企

若 比
鄰

業家金獎」。

整理

陳以衎(1972/哲學) 陳碧儀(1990/工商管理)
林金輝(2000/政治及行政) 鄭映雪(2001/新聞與傳播)

化學病理學系副教授呂愛蘭(2003/生物化學)和內科及藥物治療學
系助理教授黃曦(2006/內外全科醫學)的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的「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項目」，每人將獲一百三十萬元人民
幣、為期三年的資助。呂校友的研究主題為「血管疾病和再生」，
而黃校友的研究主題則是「結腸鋸齒狀息肉的腸道微生物群」。

朱凱濙(2011/音樂)憑其執導的短片《紅
棗薏米花生》，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舉
行的第五十六屆金馬獎頒獎禮中，奪
得「最佳劇情短片」獎項。朱校友領獎
時，更特別提及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對她
的培育。《紅棗薏米花生》講述主角阿
晴一直認為媽媽難以溝通，後來因為要

女高音鄺勵齡(2009/音樂)(右四)和崇基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副教
授任卓昇(右一)同獲選為「二零一九年十大傑出青年」。鄺校友九
歲加入香港兒童合唱團，求學時期已為不同樂團擔任女高音獨唱，
畢業後考進英國和荷蘭歌劇與音樂學院，最終成為首位在羅馬歌劇

照顧從內地來港生活的外婆，有機會更
了解外婆和媽媽的過去和經歷，促使她
重新審視自己與家人的關係。短片細緻
地刻劃了三代女性間的感情。

相片由金馬執委會提供

院演出的香港人。任教授帶領中大眼科團隊專注研究小兒眼睛近
視問題，近年確立最有效的治療兒童近視方法，成功以低濃度阿托
品眼藥水減慢近視加深速度，有效防止近視所引起的併發症，如青
光眼、白內障及黃斑病變等，目前世界各地已逐漸採用此方法。另
外他又推動全港兒童護眼服務，至今已服務超過兩萬個基層家庭。

鄧寶怡(2009/音樂)(左三)畢業後赴英國倫敦皇家音樂學院深造，
獲鋼琴演奏碩士及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院士鋼琴演奏文憑。鄧校
友近年致力推動
音樂教育丶慈善
及跨媒體創作活
動，又定期跟新
界西的長者學苑
聯網長者義工中
樂團探訪老人院
舍，以音樂關懷
送暖予長者。
二零一九美東崇基校友會年度聚餐於十二月七日假紐約巿曼哈頓唐
人街中菜館順利舉行。是次活動獲二十多位校友出席支持，新知舊

圖：轉載自《中大通訊》第五四六期

雨歡聚暢談。活動安排了校友分享香港近況，讓一眾海外校友與香
港保持聯繫。美東崇基校友會主席趙仕鴻(1974/工管)(前排左四)於

盧碧瑜(1991/音樂)畢業
後深造鋼琴教學法，獲澳
洲墨爾本科技大學(R M I T
UNIVERSITY)頒哲學博士。
一九九八年成立盧碧瑜鋼琴
藝術中心，從事音樂教育。
她於十月赴維也納參加歐洲
鋼琴教育會議，與世界各地
的專家交流音樂教育心得。

席上感謝校友一直支持，希望校友會未來有更多聚會，團結各代美
東崇基人。吳
經端(1967/生
物)(前排左五)
特別表揚負責
籌備這次聚餐
的年輕校友，
並鼓勵更多年
輕校友參與校
友會事務。
情繫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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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鄰

崇基一九六八年社會工作學系校友一直感情要好，(左起)李啟宇
(聯合)、張綺蓮、張麗文、鍾紫嫦、楊懷曾、黃穗、李安麗、林樹
翔和鍾煥璋於十一月二日相約飯聚，暢談甚歡。

楊秀鳳(1988/歷史)執教逾三十年，今個學年上任成為迦密唐賓南
紀念中學的新任校長。楊校長認為在這個時代，老師不能只是教
書本上的知識，也要著重更全面的訓練，更重要的是學生價值觀
的啟發。她希望能在學校建立各種平台，讓學生可以發揮所長，
有更多展示能力的機會。
古嵐軒(1991/工管)、張學良
(1991/工管)和郭志明(1990/心

香港中文大學北加州校友

理學)三位崇基應林人，最近在

會前會長張綺蓮(1968/社

美食之鄉順德創立社會企業「仨

工)與夫婿李啟宇(1968/

應龍舍」，並在順德均安南沙島

社工/聯合)十月訪港，與

建造益生菌有機農場，提倡健

過去十多年的E-mentees

康、同享、共生概念。有興趣

師妹們見面，又與其中一

的校友，可電郵kunamhin@qq.

組師妹在饒宗頤文化館餐

com跟古嵐軒聯繫。

廳晚餐，相聚甚歡。

黃偉豪(1971/經管)出席崇基校友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的定期午

安省崇基校友會十一月二日舉行以「有緣惜相聚 同檯食飯」為主

餐聚會，以「神州隨想錄 ─ 在中國內地工作的苦與樂之二」

題的周年聚餐暨會員大會，會上選出唐碧筠(1982/社工)從鄭家

為題，分享他在中國內地工作的經驗。十二月十一日的午餐聚會

慶(1967/生物)手上接棒會長一職。當晚亦頒發崇基校友會子女

則由梁淑瑜(2006/社工)主講，分享主題為「衝突處理有辦法」。
黃恩傑(1984/市場學)、徐少群

剛出版的《大限 — 信仰人

(1984/市場學)和周純燕(1984/

的感悟與選擇》一書，輯錄橫

市場學/聯合)十月二十七日參

跨四十年間二十多篇文章，包

加「苗圃挑戰十二小時」慈善

括眾多生命出色的信仰人，親

越野馬拉松比賽，成功完成

歷死亡的感悟，以及臨終者或

十二公里的越野馬拉松，體驗

其他同行人分享面對死亡時

山區學童長途跋涉上學的艱辛

可作的選擇。二十多位的作者

及為慈善機構助學項目籌款。

中，多半是崇基人。主編陳佐
才(1958/英文)法政牧師於崇
基畢業後，七五年回校任教崇
基神學組 (今崇基神學院前身)
二十年。退休後，陳校友仍活
躍於教會及社會活動。

優學獎，給就讀安省第八至十二年班成績優異的校友子女。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

陳用(1974/化學)十一月二日

師李雅詩(2006/哲學)唸博士

主講「漫談天下第一行書蘭亭

時已開始學阿拉伯文，每年她

序」講座，探討蘭亭序載譽的

都到埃及遊歷，最近出版新書

原因、歷史背景、著名臨摹版

《埃及男女 ─ 政治不正確

本及臨習方法等，陳校友更於

的中東觀察》，從自己的遊學

講座後即席揮亳示範。

經驗談起，探討伊斯蘭世界有
關男女、社會、宗教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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