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基學院校園拓展計劃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拓展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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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021 

 崇基學院自 80 年代起配合中大獨特的書院制度，肩負非形式教育的任務，積極推動全人教育，

鼓勵學生均衡發展，故此提供足夠活動空間讓同學發揮潛能，尤為重要 

 然而，崇基學生人均室內活動面積為四所傳統書院中最少 

 以往供崇基學生聚腳、聯誼和學習的眾志堂二樓於年前已改建為學生飯堂 

 活動空間不足，未能配合學生需要及發展，更難以培養學生對學院的歸屬感 

 因此，我們需要興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增加同學的活動空間、培養同學組織學生活動，

發掘潛質，讓學生從體驗中學習與成長，發展課堂學習以外的軟實力，培育社會的未來領袖 

今日崇基 

隨著中大陸續新增成員書院，崇基現為九所成員書
院之一。 

• 學生人數：本科生 3,220 人；另有神學生 104 人， 

      為崇基學院特別生 

• 教員人數：約 420 位 

• 學生組織：約 40 個 

創校 

崇基學院於 1951 年由香港基督教教會代表所創
辦，1956 年遷入馬料水現址。 
 
1963 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崇基遂成為三所創校
學院之一。有賴創校先賢的默默耕耘、歷屆師生之
努力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校園得以陸續建成和
改善，照顧學生的多元發展。 

計劃進程及時間表 

 

2017 年 10 月 

重建計劃籌募運動啟動禮 

↓ 
2018 年 5 月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動土典禮 

↓ 
2018 年 11 月 

拆卸舊崇基教職員宿舍 D 座和 G 座 

↓ 
2020 年第一季 

完成地基工程 

↓ 
現時正興建雙子樓低層部分 

↓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 

預計於 2021 年 10 月 

學院 70 週年校慶落成啟用！ 
梁鳳儀樓（高座） 龔約翰學生中心（低座） 



2 

龔約翰學生中心（低座）設計理念 

 龔約翰學生中心的原址為教職員宿舍 G 座，將建約 8,000 呎學生室內活動空間 

 將設有崇基學生會會室、屬會室、會議室及多用途活動室等，供學生籌辦活動時使用；同時亦有學生
共享空間及休閒角，讓同學課餘時聚腳聯誼 

 天台設空中花園，供師生、校友及崇基友好休息及聚會；另一旁的「摘星閣」更俯瞰優美的未圓湖
景觀 

 建有雙層行人天橋，接駁高座，並通往大學本部校園，將成為學生的新步行捷徑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 
構想圖 

高座（已獲命名為「梁鳳儀樓」） 
 
 小型劇院（已獲命名為「李福和朱美

琳劇院」）、身心靈活動空間、教職員

宿舍、訪客套房等 

低座（已獲命名為「龔約翰學生中心」） 
 
 多用途活動室、學生會及屬會室、學生

共享空間、音樂室及樂隊室等，天台設

空中花園 

高低座由行人天橋接駁 

梁鳳儀樓（高座）設計理念 

 梁鳳儀樓的原址為教職員宿舍 D 座 

 主要設施包括面積約 3,400 平方呎的李福和朱美琳
劇院，可容納 100 人，供表演或練習之用 

 另設身心靈活動空間，面積約 2,800 平方呎，附有
健身室，以及舒適寧靜的空間，適合如瑜伽、靜觀
練習等活動 

 將提供若干中、小型教職員宿舍（各 600 至 800 平
方呎），供教職員住宿以便參與傍晚或週末的學院
活動，享受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増設訪客套房，以供訪問學者、藝術家或海外校友
短期入住，配合學院活動或與同學交流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 

綜合大樓將以雙子樓的形式屹立於崇基教職員宿舍 D 座和 G 座的原址，既可善用土地空間、行車通道和

斜坡，亦可創造更多活動空間。雙子樓將包括一幢學生發展中心（低座）及一幢多功能大樓（高座）。

綜合大樓毗鄰大學龐萬倫學生中心和學生宿舍，並連接本部校園，勢必成為崇基學生的新聚腳點。 

從大學龐萬倫學生中心天台仰望 
龔約翰學生中心（綜合大樓低座）（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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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預算 

欲了解更多有關計劃的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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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c.cuhk.edu.hk/dev/ 

更好的環境 

    更多學習機會 

籌募計劃 

【瓩夢（千瓦夢）綜合大樓馬賽克牆籌款運動】 

• 在綜合大樓低座龔約翰學生中心的入口旁，學院將建造一幅樓高三

層、由約 2 萬塊小瓦片所砌成的馬賽克牆，圖案將會

是學院地標「崇基牌樓」 

• 凡捐款支持綜合大樓項目每累積滿港幣 1 萬元，即可

獲刻名於馬賽克牆上的 1 塊小瓦片，以表銘謝 

 整項工程預計耗資至少港幣 2 億元，計劃於 2021 年竣工。學院校董會已承諾撥款 5 千萬元，另

加配對基金最高 5 千萬元予拓展計劃。因此，籌募目標為至少港幣 1 億元 

 籌募期： 4 年（由 2017 年 至 2021 年 ) 

 有賴各位校友、教職員和友好的熱烈響應和支持，「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的港幣 1 億元籌募

目標經已於 2021 年 2 月提前達標！ 所有已籌得及認捐的款項，將全數用於綜合大樓項目的建築

費用。拓展事務處歡迎各位，繼續支持大樓項目，以完善大樓內的設備，與學院攜手為崇基學子

建構更理想的學習與活動環境。 

捐款金額（港幣） 鳴謝方法 

所有金額 將於學院拓展事務處網頁及通訊內致謝 

同一學年內 1 萬元或以上 名字獲登上崇基校友室內的「年度捐贈榮譽榜」 

累計 1 萬元或以上 刻名於龔約翰學生中心（低座）內特色馬賽克牆上的瓦片（每 1 萬元 1 塊） 

累計 10 萬元或以上 刻名於龔約翰學生中心（低座）大堂的銘謝牌匾 

累計 30 萬元或以上 在個別房間及設施設置銘謝牌匾（內容可由捐款者自訂） 

累計 1,000 萬元或以上 龔約翰學生中心（低座）空中花園命名權 

** 捐款金額可於 4 年籌募期內累計達標 ** 

  鳴謝方法   

您現在可即時捐助崇基！ 

崇基學院 
網上捐款系統 

60mm 

馬賽克瓦片將刻有

您指定的芳名 

（參考圖片） 

60mm 

每位捐款人更將 
額外獲贈 1 塊刻有其

芳名的玻璃瓦片， 
以存紀念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在未得到你的同意下，我們絕不會向外披露任何個人資料。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我們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如你希望查閱或修正我們所持有關

於你的資料，請電郵至 collegesecretaryccc@cuhk.edu.hk。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this form will be used for the purposes of donation and other related activities. No personal data shall be disclosed to other organiza-
tions or individuals without your prior consent.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access to and correc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you held by us. If you wish to access 
or correct your personal data held by us, please e-mail collegesecretaryccc@cuhk.edu.hk. 

□ 本人不同意崇基學院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向本人進行籌募推廣或活動宣傳。 I do not wish to be contacted by Chung Chi College for direct marketing 
purposes relating to solicitation of donations and/or promotion of activities of the College. 

簽署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捐款表格 Donation Form 

聯絡資料 Contact Information 

□ 以個人名義捐款 Personal Donation 

□ 以公司 / 團體名義捐款 Corporate Donation (公司 / 團體名稱 Company / Organization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捐款者 / 聯絡人資料 Donor / Contact Person Particulars: 

稱謂 Title: □博士 Dr.  □先生 Mr.  □女士 Ms.  □小姐 Miss  □教授 Prof.  □其他 (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 ________ 

姓名 Name: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Contact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Fax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郵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抬頭 Name on Receipt (如與捐款者不同 if different from dono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以英文填寫 Please provide in English) 

鳴謝抬頭 Name on Acknowledgement (如與捐款者不同 if different from dono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我選擇不公開姓名，亦無需鳴謝  The donor wishes to be reported as anonymous. 

中文大學校友適用 Fo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umni Only 

書院 College: _____________   畢業年份 Graduation Year:  __________    主修 Maj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詳情 Donation Details 

捐款次數 I would like to make a 

□ 一次性捐款 One-off  
□ 定期捐款 Recurrent Gift ➡ □ 每月 Monthly  □ 每年 Annual □ 其他 (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定期捐款至此日期止 Donation period till: ______________ (MM/YYYY)） 

捐款金額 Donation of 

□ HK$500       □ HK$1,000       □ HK$5,000    □ 其他 (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用途 To support (請只選擇一項。 Please select one only. ) 

□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 Chung Chi Student Development Complex  □ 校園發展基金 Campus Development Fund 

□ 學生發展基金 Student Development Fund 
  ↳ 可指定個別範疇 With Optional Designation for       □ 助學金 Bursaries         □ 獎學金 Scholarships 

 □ 放眼世界計劃 EYE Award     □ 遊歷學習計劃 FLY Award 

□ 校牧室 Chaplain’s Office   □ 神學院 Divinity School   □ 其他 (請註明): Others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贈港幣100元或以上可憑正式收據申請扣減稅項。正式收據將郵寄至捐款者 / 聯絡人之郵寄地址。 
Donation over HK$100 is tax deductible with an official receipt which will be sent to your mailing address in due course. 

捐款方法 Donation Method 

□ 以劃線支票捐款 By Crossed Cheque 

      支票號碼 Cheque No.   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請註明「崇基學院」 Payable to “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 
    *請將劃線支票連同此捐款表格寄回至以下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行政樓 3 樓 

      Please send a crossed cheque with this donation form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3/F Chung Chi Colleg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KSAR 

□ 透過崇基學院網上捐款系統 Through Online Donation System（請前往本處網頁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http://cc.cuhk.edu.hk/dev/ ） 

□ 以信用卡捐款 By Credit Card          ( □ Visa / □ MasterCard ) 

     信用卡號碼 Card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至 Expiry Date: ___________ (月 MM / 年 YY) 

     持卡人姓名 Cardholder’s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授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從以上信用卡戶口扣除上列捐款金額。 
     I hereby authorize Chung Chi College to debit the above donation amount from the above credit card. 

   *如使用信用卡捐款，請將捐款表格傳真至 (852) 2603 5440 或郵寄至上述院務室地址。 
   *For credit card donation, please fax this form to (852) 2603 5440 or mail it to our office. 

http://cc.cuhk.edu.hk/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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