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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外

發揮團結力量  點滴支持學院發展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籌募運動自去年 10 月開始以來，獲得崇基校友、教職員及友好的積極回應，透過《崇基
號外》和拓展事務處的網頁及宣傳，大家都深入了解到學院這首個校園拓展項目的理念及計劃，更明白現時校園內
不少的設施均有待改善，同學亦缺乏學習、活動和聚腳的空間，令學院在培育同學及培養大家對學院的歸屬感時面對
重重的挑戰。

轉眼間，綜合大樓項目及籌募運動已開展了近一年。大樓的動土典禮已於本年 5 月 28 日舉行，工程的前期工作正進
行得如火如荼，兩座老舊的教職員宿舍即將拆卸，新大樓的建築工程亦會隨即開始。至於籌募運動方面，過去一年學
院收到各方的積極響應，截至 8 月 31 日，已收到及認捐的款項合共超過 3 千 3 百萬港元。學院衷心感激所有支持此
拓展項目的人士，並期望崇基人及友好於未來 3 年繼續支持，凝聚及發揮崇基的團結力量。您我的點滴支持都非常重
要，讓我們同心同德，擕手向着至少 1 億港元的籌募目標奮力進發。

暑假剛過，新學期亦已開始。7 月中旬，拓展事務處和校友會合辦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兩日一夜校友宿營活動。是次宿
舍體驗營吸引了近 60 名校友及其親朋好友參加，細味校園及宿舍生活。此活動扣除成本後的所有收益，將撥捐綜合
大樓項目。

早於暑假期間，拓展事務處已推出「每日一咖啡—每月定期捐款計劃」，鼓勵大家透過網上定期捐款，每日與學
院分享一杯咖啡，點滴支持學院的發展。此外，亦即將推出「學院出版物義賣」和「木玫瑰盆栽擺設義賣」，大家可
透過不同方式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籌募經費，讓大樓可以在學院七十週年如期落成啟用，滿足新一代崇
基同學的多元發展需要。

最新消息
崇基學院出版物義賣

學院成立至今，出版了不少書籍刊物，內容涉獵甚廣。為向各位校友和崇基
友好推廣學院出版物，及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籌募款項，學院
即將推出義賣行動，讓您以特惠價錢，購得多本書籍和刊物。

義賣行動設有數個價格組合，各組合的價格固定，由港幣 50 至 500 元不等，
可供認購最多 5 至 50 本出版物不等。多年來學院各種出版物，涵蓋宗教、當代
中國社會研究、建築和公共衛生等範疇的學術類書刊；及崇基校園書刊，如
崇基學生文集、校園風物志和校慶特刊等。

義賣籌款將於 9 月中舉行，拓展事務處將會透過電郵公佈最新消息，各位不容
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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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有關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及校園發展計劃的詳情，歡迎
與崇基學院拓展事務處聯絡：

電郵：cccdev@cuhk.edu.hk
電話：（852）3943 6498、3943 1498　傳真：（852）2603 6210
網頁：www.cuhk.edu.hk/ccc/dev 
地址：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行政樓 3 樓

徵信錄

學院在 2018 年 6 月至 8 月期間，收到以下人士捐款及認捐「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校園發展基金」
和「學生發展基金」。學院衷心感謝下列各位的支持：

還記得拓展事務處於半年前推出的「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嗎？今年 3 月，為鼓勵儲蓄習慣，同時鼓勵崇基校友積極
回饋母校，支持崇基的長遠發展，本處推出了「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已申請領養小豬的各位校友，想必都把
可愛的崇基小豬養得白白胖胖了吧！

現在，是時候記錄小豬的成長了！為了總結領養成果，本處將於 10 月 16 日前聯絡各領養人，記錄小豬的成長。本
處更會邀請各位出席 10 月 27 日（星期六）校友日下午，於崇基禮拜堂地下（即舊學生活動中心）舉行之「『家肥
屋潤』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茶會」和其他校友日活動，分享小豬長成的喜悅。

院長方永平教授將會與領養人交流和分享，並會頒授嘉許獎狀予最高籌款額的 5 位領養人。詳情將稍後隨校友日活動
消息一同發佈。拓展事務處誠邀各位領養人及校友報名參加！查詢請致電 3943 4376 或 3943 6498，聯絡拓展事務
處許小姐或梁小姐。

陳早標
張麗文
張筱彤
蔡文端
馮羨梅
李謙紀念基金

熊翰章
葉潔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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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耀燦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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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劍文
黃偉豪
丘中慧

有賴各方支持、捐助和參與由學院拓展事務處舉辦的
籌募活動，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和「校園發展基金
」已收到及認捐款項合

共港幣 33,067,371.7 元！

籌募活動預告

「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茶會



「每日一咖啡」每月定期捐款計劃

請即掃瞄右方的二維碼，登記定額捐款計劃，每日「與學院分享一杯咖啡」、
每月「與學院分享一頓晚餐」！

崇基校園環境優美，綠意盎然，1960 至 70 年代初於應林堂後遍山開花的木玫瑰更見證了不少校園的浪漫史，是一代
崇基校友的集體回憶。木玫瑰屬旋花科，與玫瑰花並不同科。木玫瑰的花是黃色螺旋狀，花朵凋謝後其果實的萼片會
不規則裂開和木質化，看來就像褐色的乾玫瑰，故稱「木玫瑰」。

崇基學院資深導師莫邦豪教授在其花園栽種了多株木玫瑰，現慷慨捐出 5 盆木玫瑰盆栽擺設予學院義賣，所籌得的捐款
將全數撥捐「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學院將於月內透過電郵邀請各位競投 5 盆木玫瑰盆栽擺設，有興趣競投
的人士可於限期前透過電郵就其心儀的盆栽擺設出價，價高者得。投得木玫瑰盆栽的人士更將獲邀於明年 3 月木玫瑰
開花的季節到訪莫教授的花園，一睹木玫瑰盛放的美景。

敬請大家踴躍支持，競投這充滿崇基回憶的木玫瑰盆栽擺設，將其帶回與家人共賞，點綴家居。

木玫瑰盆栽擺設義賣

本處新辦公室已於 8 月 30 日正式啟用，地址為崇基學院行政樓 3 樓，惟本處辦公室電話號碼、電郵地址等一概維持不
變。歡迎各位校友與拓展事務處密切聯繫，以便得悉「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及其他校園拓展項目之最新消息。

拓展事務處新辦公室啟用

最新消息

您有沒有想過只要每日捐出港幣 10 元請學院喝一杯咖啡就能支
持「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合力為崇基學生建造一個
約兩萬平方呎的室內活動空間？

您只須由 2018 年 10 月起持續三年每月捐款港幣 300 元至 
2021 年 9 月，即可累計捐出港幣  10,800  元予崇基，並獲邀將
您的姓名銘刻在一片馬賽克小瓦片上，與其餘兩萬多塊的小瓦
片合砌成綜合大樓「學生發展中心」（低座）入口旁，以「崇
基牌樓」為圖案的三層高馬賽克牆，紀念及紀錄您對崇基和同
學的支持。

點滴的支持，您我都可以參與！每日港幣 10 元就能讓崇基同學享用更優質的學習及活動空間。學院期待您的參與，
與崇基一起培育同學成才，讓他們築夢圓夢。

學院的最新網上捐款系統，已於 7 月份啟用，方便您隨時隨地透過拓展事務處網頁的「立即捐贈」按鈕，捐助學院最
新拓展項目「崇基學生綜合發展大樓」和兩項發展基金！

此外，捐款系統更有「定期捐款」選項，您可以自選以每月、每半年或每年的形式，於每階段從您的信用卡定額扣帳。
如此便利的捐款途徑，讓您能累積點滴支持學院發展，又免卻逐次捐款的煩惱！

為了答謝各位踴躍支持學院發展，現凡透過學院網上捐款系統或捐款表格等途徑，登記參與定額捐款計劃，並選擇
「每月」持續捐贈學院的「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拓展項目，即可得到學院的額外答謝！只要您連續捐款達12個
月或以上，學院就會送上一份特色紀念品，以表謝意！

籌募活動回顧

有賴各位校友踴躍支持，由拓展事務處和校友會合辦的「歡迎回家—暑期重返宿舍體驗營」圓滿結束。今期《崇基
號外》，讓我們一起重溫體驗營的精彩時光！

為讓不同年代的崇基校友，再次於校園聚首一堂，及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籌款，學院歷來首次舉辦的校
友宿營活動，「歡迎回家—重返宿舍體驗營」已於今年 7 月圓滿結束。活動反應熱烈，不少校友都與親朋好友一
同參加。拓展事務處特別安排總共近 60 位參加者，入住剛於去年完成翻修的利樹培堂（又稱「新宿」），讓他們親
身體驗學院與時並進的校園設施。

體驗營歷時兩日一夜，行程緊湊、內容豐富，當中活動包括崇基及大學校園導賞、別具宿舍特色的糖水會、眾志堂
學生風味午餐和院長茶聚等，校園內的體育和休閒設施亦開放予參加者自由使用。精彩行程各式各樣，體驗營的各位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玩得不亦樂乎。

「歡迎回家—暑期重返宿舍體驗營」

拓展事務處職員正向校友講解「崇基

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的建築工程。

能夠參觀學生時代的宿舍，當然要與

「宿工」談談近況！

爸爸媽媽坐過的梳化，當然自己也要

先「坐」為快。

星期六也能參觀院長的辦公室，真是

難得！

讓我們也來主持一下週會吧！ 在利樹培堂聚首一堂「開餐」，多熱

鬧！

讓我們再次品嚐眾志堂的美味……眾志堂的集體遊戲真好玩！ 我們都是 CC 人！

為支持學院最新校園發展計劃「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
樓」項目，是次活動總共籌得

超過港幣 29,000 元。學院會將扣除成本後的收益，全數撥捐綜合大樓項目！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及教職員生活委員會於 5 月 11 日晚上假沙田帝都酒店合辦歷史悠久的聯誼會傳統活動「五月
餐舞會」。80 多位來賓除享用豐富自助餐，及藉唱歌跳舞增進友誼外，亦歡送 3 位本年榮休的資深崇基成員：生物
醫學工程學系麥福達教授、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黃健康教授及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梁怡教授。

為支持學院首個校園拓展項目「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活動主辦單位將是次餐舞會共約港幣 30,000 元的餐費收益
全數撥捐此發展項目。

五月餐舞會



「每日一咖啡」每月定期捐款計劃

請即掃瞄右方的二維碼，登記定額捐款計劃，每日「與學院分享一杯咖啡」、
每月「與學院分享一頓晚餐」！

崇基校園環境優美，綠意盎然，1960 至 70 年代初於應林堂後遍山開花的木玫瑰更見證了不少校園的浪漫史，是一代
崇基校友的集體回憶。木玫瑰屬旋花科，與玫瑰花並不同科。木玫瑰的花是黃色螺旋狀，花朵凋謝後其果實的萼片會
不規則裂開和木質化，看來就像褐色的乾玫瑰，故稱「木玫瑰」。

崇基學院資深導師莫邦豪教授在其花園栽種了多株木玫瑰，現慷慨捐出 5 盆木玫瑰盆栽擺設予學院義賣，所籌得的捐款
將全數撥捐「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學院將於月內透過電郵邀請各位競投 5 盆木玫瑰盆栽擺設，有興趣競投
的人士可於限期前透過電郵就其心儀的盆栽擺設出價，價高者得。投得木玫瑰盆栽的人士更將獲邀於明年 3 月木玫瑰
開花的季節到訪莫教授的花園，一睹木玫瑰盛放的美景。

敬請大家踴躍支持，競投這充滿崇基回憶的木玫瑰盆栽擺設，將其帶回與家人共賞，點綴家居。

木玫瑰盆栽擺設義賣

本處新辦公室已於 8 月 30 日正式啟用，地址為崇基學院行政樓 3 樓，惟本處辦公室電話號碼、電郵地址等一概維持不
變。歡迎各位校友與拓展事務處密切聯繫，以便得悉「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及其他校園拓展項目之最新消息。

拓展事務處新辦公室啟用

最新消息

您有沒有想過只要每日捐出港幣 10 元請學院喝一杯咖啡就能支
持「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合力為崇基學生建造一個
約兩萬平方呎的室內活動空間？

您只須由 2018 年 10 月起持續三年每月捐款港幣 300 元至 
2021 年 9 月，即可累計捐出港幣  10,800  元予崇基，並獲邀將
您的姓名銘刻在一片馬賽克小瓦片上，與其餘兩萬多塊的小瓦
片合砌成綜合大樓「學生發展中心」（低座）入口旁，以「崇
基牌樓」為圖案的三層高馬賽克牆，紀念及紀錄您對崇基和同
學的支持。

點滴的支持，您我都可以參與！每日港幣 10 元就能讓崇基同學享用更優質的學習及活動空間。學院期待您的參與，
與崇基一起培育同學成才，讓他們築夢圓夢。

學院的最新網上捐款系統，已於 7 月份啟用，方便您隨時隨地透過拓展事務處網頁的「立即捐贈」按鈕，捐助學院最
新拓展項目「崇基學生綜合發展大樓」和兩項發展基金！

此外，捐款系統更有「定期捐款」選項，您可以自選以每月、每半年或每年的形式，於每階段從您的信用卡定額扣帳。
如此便利的捐款途徑，讓您能累積點滴支持學院發展，又免卻逐次捐款的煩惱！

為了答謝各位踴躍支持學院發展，現凡透過學院網上捐款系統或捐款表格等途徑，登記參與定額捐款計劃，並選擇
「每月」持續捐贈學院的「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拓展項目，即可得到學院的額外答謝！只要您連續捐款達12個
月或以上，學院就會送上一份特色紀念品，以表謝意！

籌募活動回顧

有賴各位校友踴躍支持，由拓展事務處和校友會合辦的「歡迎回家—暑期重返宿舍體驗營」圓滿結束。今期《崇基
號外》，讓我們一起重溫體驗營的精彩時光！

為讓不同年代的崇基校友，再次於校園聚首一堂，及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籌款，學院歷來首次舉辦的校
友宿營活動，「歡迎回家—重返宿舍體驗營」已於今年 7 月圓滿結束。活動反應熱烈，不少校友都與親朋好友一
同參加。拓展事務處特別安排總共近 60 位參加者，入住剛於去年完成翻修的利樹培堂（又稱「新宿」），讓他們親
身體驗學院與時並進的校園設施。

體驗營歷時兩日一夜，行程緊湊、內容豐富，當中活動包括崇基及大學校園導賞、別具宿舍特色的糖水會、眾志堂
學生風味午餐和院長茶聚等，校園內的體育和休閒設施亦開放予參加者自由使用。精彩行程各式各樣，體驗營的各位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玩得不亦樂乎。

「歡迎回家—暑期重返宿舍體驗營」

拓展事務處職員正向校友講解「崇基

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的建築工程。

能夠參觀學生時代的宿舍，當然要與

「宿工」談談近況！

爸爸媽媽坐過的梳化，當然自己也要

先「坐」為快。

星期六也能參觀院長的辦公室，真是

難得！

讓我們也來主持一下週會吧！ 在利樹培堂聚首一堂「開餐」，多熱

鬧！

讓我們再次品嚐眾志堂的美味……眾志堂的集體遊戲真好玩！ 我們都是 CC 人！

為支持學院最新校園發展計劃「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
樓」項目，是次活動總共籌得

超過港幣 29,000 元。學院會將扣除成本後的收益，全數撥捐綜合大樓項目！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及教職員生活委員會於 5 月 11 日晚上假沙田帝都酒店合辦歷史悠久的聯誼會傳統活動「五月
餐舞會」。80 多位來賓除享用豐富自助餐，及藉唱歌跳舞增進友誼外，亦歡送 3 位本年榮休的資深崇基成員：生物
醫學工程學系麥福達教授、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系黃健康教授及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梁怡教授。

為支持學院首個校園拓展項目「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活動主辦單位將是次餐舞會共約港幣 30,000 元的餐費收益
全數撥捐此發展項目。

五月餐舞會



2018 年 9 月

號外

發揮團結力量  點滴支持學院發展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籌募運動自去年 10 月開始以來，獲得崇基校友、教職員及友好的積極回應，透過《崇基
號外》和拓展事務處的網頁及宣傳，大家都深入了解到學院這首個校園拓展項目的理念及計劃，更明白現時校園內
不少的設施均有待改善，同學亦缺乏學習、活動和聚腳的空間，令學院在培育同學及培養大家對學院的歸屬感時面對
重重的挑戰。

轉眼間，綜合大樓項目及籌募運動已開展了近一年。大樓的動土典禮已於本年 5 月 28 日舉行，工程的前期工作正進
行得如火如荼，兩座老舊的教職員宿舍即將拆卸，新大樓的建築工程亦會隨即開始。至於籌募運動方面，過去一年學
院收到各方的積極響應，截至 8 月 31 日，已收到及認捐的款項合共超過 3 千 3 百萬港元。學院衷心感激所有支持此
拓展項目的人士，並期望崇基人及友好於未來 3 年繼續支持，凝聚及發揮崇基的團結力量。您我的點滴支持都非常重
要，讓我們同心同德，擕手向着至少 1 億港元的籌募目標奮力進發。

暑假剛過，新學期亦已開始。7 月中旬，拓展事務處和校友會合辦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兩日一夜校友宿營活動。是次宿
舍體驗營吸引了近 60 名校友及其親朋好友參加，細味校園及宿舍生活。此活動扣除成本後的所有收益，將撥捐綜合
大樓項目。

早於暑假期間，拓展事務處已推出「每日一咖啡—每月定期捐款計劃」，鼓勵大家透過網上定期捐款，每日與學
院分享一杯咖啡，點滴支持學院的發展。此外，亦即將推出「學院出版物義賣」和「木玫瑰盆栽擺設義賣」，大家可
透過不同方式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籌募經費，讓大樓可以在學院七十週年如期落成啟用，滿足新一代崇
基同學的多元發展需要。

最新消息
崇基學院出版物義賣

學院成立至今，出版了不少書籍刊物，內容涉獵甚廣。為向各位校友和崇基
友好推廣學院出版物，及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籌募款項，學院
即將推出義賣行動，讓您以特惠價錢，購得多本書籍和刊物。

義賣行動設有數個價格組合，各組合的價格固定，由港幣 50 至 500 元不等，
可供認購最多 5 至 50 本出版物不等。多年來學院各種出版物，涵蓋宗教、當代
中國社會研究、建築和公共衛生等範疇的學術類書刊；及崇基校園書刊，如
崇基學生文集、校園風物志和校慶特刊等。

義賣籌款將於 9 月中舉行，拓展事務處將會透過電郵公佈最新消息，各位不容
錯過。

校董會發展委員會

郭志樑博士（主席；校董） 
侯運輝先生（校董會副主席） 
陳晴佑先生（校董會司庫）

方永平教授（院長） 
陳樹偉先生（校董；崇基學院校友會會長）

鄺榮昌先生（校董；拓展事務處策劃小組主席）

馮　通教授（校董）

張美珍博士（院務主任） 

拓展事務處

梁頌茵女士（行政主任） 
梁幗婷女士（項目統籌） 

拓展事務處策劃小組

鄺榮昌先生（主席）

侯運輝先生（校董會副主席） 
陳樹偉先生（校董；崇基學院校友會會長）

蘇　雄先生（校董）

張美珍博士（院務主任） 

欲了解更多有關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及校園發展計劃的詳情，歡迎
與崇基學院拓展事務處聯絡：

電郵：cccdev@cuhk.edu.hk
電話：（852）3943 6498、3943 1498　傳真：（852）2603 6210
網頁：www.cuhk.edu.hk/ccc/dev 
地址：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行政樓 3 樓

徵信錄

學院在 2018 年 6 月至 8 月期間，收到以下人士捐款及認捐「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校園發展基金」
和「學生發展基金」。學院衷心感謝下列各位的支持：

還記得拓展事務處於半年前推出的「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嗎？今年 3 月，為鼓勵儲蓄習慣，同時鼓勵崇基校友積極
回饋母校，支持崇基的長遠發展，本處推出了「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已申請領養小豬的各位校友，想必都把
可愛的崇基小豬養得白白胖胖了吧！

現在，是時候記錄小豬的成長了！為了總結領養成果，本處將於 10 月 16 日前聯絡各領養人，記錄小豬的成長。本
處更會邀請各位出席 10 月 27 日（星期六）校友日下午，於崇基禮拜堂地下（即舊學生活動中心）舉行之「『家肥
屋潤』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茶會」和其他校友日活動，分享小豬長成的喜悅。

院長方永平教授將會與領養人交流和分享，並會頒授嘉許獎狀予最高籌款額的 5 位領養人。詳情將稍後隨校友日活動
消息一同發佈。拓展事務處誠邀各位領養人及校友報名參加！查詢請致電 3943 4376 或 3943 6498，聯絡拓展事務
處許小姐或梁小姐。

陳早標
張麗文
張筱彤
蔡文端
馮羨梅
李謙紀念基金

熊翰章
葉潔馨 
李譽淦
梁國輝
梁若璋
盧碧瑜

白耀燦夫婦
彭錫榮
西湖基金會
黃劍文
黃偉豪
丘中慧

有賴各方支持、捐助和參與由學院拓展事務處舉辦的
籌募活動，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和「校園發展基金
」已收到及認捐款項合

共港幣 33,067,371.7 元！

籌募活動預告

「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茶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