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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頌歌暨兒童聯歡會

中大高爾夫球日

「聖誕頌歌暨兒童聯歡會」於 201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於崇基校園舉行，吸引
近 5 百位教職員、校友及崇基友好帶同他
們的小朋友和親屬參加。活動同時為校園
拓展項目籌得近 2 萬港元。大家都樂而忘
返，同度了一個熱鬧且歡樂的下午。

多名校董、校友及友好代表崇基學院
參與 2018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舉
行的第十三屆中大高爾夫球日，更透
過活動向學院捐贈逾 136 萬港元；捐
款中指定贈予拓展項目的超過 122 萬，
當中 110 萬捐款更於去年校慶前已收
妥，率先成為校友支持拓展項目的起動基金。一眾高爾夫球愛好者為崇
基學院出錢出力，學院謹致衷心謝意。

新春賀年糕品：為崇基學院義賣籌款

號外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會所「品御軒」於農曆年前送出 500 盒賀年糕品，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義賣籌款。得一眾崇基校友及友好的熱心支持，義
賣反應熱烈，更超額售出 528 盒，籌募總額超過 4 萬港元。

籌募活動預告
「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
一元復始迎新歲。新一年新挑戰，不妨參與「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挑戰日日有餘養小豬，寓意年年有餘之外，
同時回饋母校、支持崇基的長遠發展！
小豬育成計劃於 2018 年 3 月至 10 月 15 日進行，限量推出 100 隻小豬錢罌以供「領養」（領養費為港幣 $50）。
參加者將在未來數月接受「日日養肥豬」的挑戰，每日定時「餵養」小豬錢罌，務求於計劃完結日前好好養肥小豬，
將小豬所儲得的捐款回饋母校，支持崇基推動全人教育。我們亦歡迎參加人士為子女登記參與計劃，藉此培養為善
最樂和從小儲蓄的好習慣。
拓展事務處將於 2018 年 10 月 16 日聯絡小豬領養者，總結及紀錄小豬育成結果。100 位領養者將獲邀於 10 月 27 日
（星期六）的崇基校友日帶同小豬錢罌及捐款回校，參加「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茶會」* 和其他校友日活動，
一起總結計劃和分享小豬長成的喜悅。計劃最高籌款額的 5 位人士更將於茶會上獲方永平院長親授嘉許獎狀，以資
表揚。
有意參與計劃的人士請於 2018 年 3 月 29 日或以前填妥網上之小豬領養表格 https://goo.gl/LW9SFD。
*校友日「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茶會」的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徵信錄

有賴各方支持，直接捐助或參與由學院拓展事務處舉辦的籌募活動，截至
2018 年 2 月 20 日，「校園發展基金」及「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
已收到及認捐款項合共 $22,228,513.4。

衷心感謝以下人仕在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捐贈支持「校園發展基金」及「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

Leung Kit Wan Shirley
孔慶源
文志豪
文裕興
王秀貞
王維淮
何巧嬋
何其昌
何嘉威
吳恣鳴
吳瑋欣

李國星
李惠慈
明基全
林淑儀
徐 霞
梁小雲
梁若璋
梁羅秋好
郭榮堅
陳玉嬋
陳迪嘉

陳德威、駱國雲
麥金華
彭樂文
賀雪萍
黃可盈
黃素欣
黃偉豪
黃健芬
黃培元
黃媛筠
黃麗娟

勤+緣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楊鳳儀
歐陽靆宛
蔡玄暉
蔡金鏘
蔣鴻華
盧碧瑜
盧耀堂
鍾少萍
鄺榮昌
譚俊宇

崇基發展知多少？
上一期《崇基號外》以〈崇基學院發展新方向〉為題，介紹學院將拆卸兩座老舊教職員宿舍並改建為雙子樓式的學生中心
及多功能大樓，建成後學生室內活動空間將由現時人均 2.26 平方尺增加至 6.33 平方尺，與其他傳統書院相若，期望能提
供優質及充足的活動場所予同學，培養他們組織學生活動的能力，發掘潛質，發展他們課堂學習以外的軟實力。
作為崇基學院第一個拓展項目，計劃受到一眾崇基校友及友好鼎力支持，除捐款支持或參與籌募活動外，亦提出不少寶貴
意見，當中包括雙子樓拓展項目的名稱，以讓大眾更易掌握拓展項目內容。

校董會發展委員會

拓展事務處策劃小組

拓展事務處

郭志樑先生（主席）
侯運輝先生（校董會副主席）
陳晴佑先生（校董會司庫）

鄺榮昌先生（主席）

梁頌茵女士（行政主任）
黃雅筠女士（項目統籌）

方永平教授（院長）
馮 通教授（校董）
王福義博士（校董）
陳樹偉先生（校董）
張美珍博士（院務主任）

侯運輝先生（校董會副主席）
蘇 雄先生（校董）
陳樹偉先生（校董）
張美珍博士（院務主任）

欲了解更多有關重建計劃的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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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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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

感謝各方的意見，崇基首個校園拓展項目現正式易名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大樓低座為「學生發展中心」，將設
有崇基學生會會室、屬會室、研討室、會議室、多用途活動室、學生公用空間及天台花園等等；高座則為「多功能大樓」，
將備有小型劇院、身心靈空間、教職員宿舍及訪客套房。工程前期的籌備及設計工作已進行得如火如荼，我們將繼續透過
《崇基號外》向校友及友好報告最新進度。
此外，籌募運動於去年 10 月開始至今，我們收到不少有關這項目的疑問。因此，今期《崇基號外》嘗試對這些疑問作出解
答，期望大家可以更了解崇基首個校園拓展項目的詳情及學院開展此計劃的理念。
在未來的日子，學院將繼續收集教職員、學生和校友對學院及校園發展的意見，讓拓展項目盡善盡美，與大家攜手共建更
優秀的崇基學院。

崇基學院為何需要進行校園拓展計劃？
由八十年代開始，崇基配合大學的發展，肩負學術及課堂以外非形式
教育的使命，推動全人教育。當中包括鼓勵學生從策劃及參與不同活
動中成長，學習與人溝通協作，訓練表達能力及發揮領袖才能，發展
同學的軟實力，為將來踏足社會裝備自己。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
大樓」項目為何不向政府或大學
尋求補貼？重建後的雙子樓是否仍然屬
崇基管理？
政府向八大院校的撥款主要用作學術發展、教學
經常性開支及研究用途，所以此項書院項目—
為崇基學生提供室內活動空間的計劃，並不會獲政
府及中大提供經費或補貼。崇基需要獨力承擔這綜
合大樓的所有建築成本，預算至少 2 億港元。

崇基校園上已有龐萬倫學生中心，為什麼還需要新
的崇基「學生發展中心」和 「多功能大樓」？

崇基現時是最受新生歡迎的書院嗎？

為了與時並進，學院於 2014 年開始，檢視學院的校園配套及設施，發
現很多不足之處，未能照顧學生多元發展的需要。因此，校董會於
2016 年設立了「發展委員會」，為學院的硬件及軟件進行長遠規劃，
並在去年 8 月成立「拓展事務處」，統籌學院所有捐款及餽贈，包括
獎助學金、學生發展項目及校園建設等等的捐助，並設立「校園發展
基金」，為學院的長遠發展募集資源。

崇基多年來均是最受新生歡迎的書院，然而隨著三三四
新學制於 2012 年實施，中大由 4 所書院增至 9 所，同
學在揀選書院時有更多的選擇，加上友院各有特色，5 所
新書院的簇新校園設施、宿舍和學習空間更是有優勢，
崇基的受歡迎程度的確是面對嚴峻的挑戰。
崇基多采多姿的學生發展活動、獎學金、校園環境及傳
統等方面仍對新生有一定的吸引力，由於面對與友院的
良性競爭，所以崇基更需要早日開展校園拓展計劃，優
化校園的學習、活動及宿舍環境和設施，吸引更多優秀
的同學加入崇基。

新建的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即低座的學生
發展中心及高座的多功能大樓—於建成
後乃屬於崇基學院的建築物，供崇基
師生及校友使用。

在 2013 年落成啟用的龐萬倫學生中心，雖然獲崇基校
董會向大學爭取以崇基前校董龐萬倫牧師命名，及座落
於眾志堂與崇基圖書館之間，但這座建築物並不屬於崇
基，只有 4 樓及 3 樓部份空間因大學在 2013 年為了將
眾志堂二樓改變用途作為飯堂，而將崇基學生輔導處和
崇基學生會會室及會議室遷往該處。
龐萬倫學生中心的其他空間乃公開予超過 2 萬名中大的
本科生和研究生申請借用。雖然崇基同學有地利之便，
但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借用的情況非常緊張。此外，
龐萬倫學生中心亦未能提供足夠的聚腳點、表演場地、屬
會室、會議室及研討室等；故此，崇基學生仍熱切期望
有一個專屬他們的室內活動空間，提供上述場地供他們
使用，豐富在學生活。
此外，新的崇基「學生發展中心」和「多功能大樓」選
址優越，一方面鄰近多幢崇基學生宿舍、眾志堂、崇基
圖書館與多幢教學樓，另一方面龐萬倫學生中心 4 樓的
崇基學生輔導處連接新的崇基「學生發展中心」的地面
層，雙子樓的行人天橋更連接崇基及本部校園。
優越的選址定能讓雙子樓與龐萬倫學生中心發揮相輔相
成的作用，讓崇基同學能善用大學學生中心的設施及服
務的同時，在新的雙子樓內有專屬的崇基室內活動空間，
補足龐萬倫學生中心所缺，讓崇基同學有更理想及充足
的空間盡展所長。

為何崇基選定「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作為首個校園建設項目？
經過逾半個世紀，崇基校園部份舊建築物已應大學之需要改建為教學樓，餘下
不少設施和建築物亦有待修葺。在審視發展需要及收集多方意見後，發現崇基
校園雖然環境優美，但專屬崇基學生的室內活動空間嚴重不足，未能趕上學院
發展及配合學生需要，更難以培養學生對學院的歸屬感。

崇基不是有很豐裕的財政儲備嗎？為何需要為此「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
或接下來的拓展計劃籌款？
經由中大分配予崇基學院的政府資助只佔學院經常性開支不到百分之三十。
學院增聘人員培育同學及團結校友的行政經費及活動開支並沒有政府及大學
的資助。這些額外的經常性支出由校董會補貼，平均每年需撥款二千多萬港
元，以維持學院持續培育英才。

例如每年的校慶學生節，由於缺乏活動室及會議室進行準備工作，同學往往需
於凌晨時段跟膳食承辦商借用眾志堂來開會和趕製各式的道具。
此外，崇基現有約 20 個屬會，但獲分配獨立屬會室的屬會只有 1 個，主要是設
立黑房供崇基攝影學會曬相之用；在眾志堂二樓也只有兩個會議室供廿多個屬
會輪流借用，更遑論存放物資，例如崇基樂隊學會，他們沒有屬會室存放樂器
和物資，只能把樂器和物資分別存放在成員的宿舍房間。

目前學院只有數億元的儲備基金，每年的投資收益僅僅足以補貼學院營運的
經常性支出。若要推展新的拓展項目以優化校園設施，數億元的儲備將不足
以逐一應付接下來的拓展計劃。因此學院有迫切需要早作計劃，並積極向各
校友、友好及公眾人士募捐，為學院的未來發展募集資源，逐步優化校園環
境，為同學提供優良的學習及生活環境，提升崇基及同學的競爭力。因此，
校友及各界友好的捐贈對崇基及我們的同學都非常重要。

眾志堂自 1972 年落成以來，一直也是崇基同學的聚腳點，但隨著崇基及中大的
學生人數大幅增加，二樓於年前已改建為用餐間，同學們現在難以用眾志堂來
聚腳、聯誼和交流學習。
學院急需籌建新的「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增加學生活動空間和場地，成
為崇基同學新的聚腳點，讓同學組織學生活動，從體驗中學習與成長，增強他
們對學院的歸屬感，以作為崇基人為榮。

校友不是已積極捐助獎學金作育英才支持學弟妹了嗎？學院還有其他項
目需要校友捐助嗎？
崇基學院現有 800 多項獎學金，用以獎勵於學業、體育、均衡發展、創作
或服務方面有優異表現之學生。其中多項獎學金也是蒙個別校友及級社捐
出，學院現時每年約有 1 千多人次的學生獲頒獎學金。相比其他書院，崇
基的獎學金名額已非常充裕。
為何要拆卸教職員宿舍 D 座及 G 座？又為什麼要改建為學生發
展綜合大樓，而不建新的學生宿舍？
教職員宿舍 D 座及 G 座已有逾 55 年歷史，需長年維修保養。G 座
的情況則更糟，因天台漏水情況嚴重及其他狀況，大部份單位已空
置多年；而且兩座建築物佔地面積細小及只有 2 和 3 層高，若進行
大型翻修，代價高昂，成本效益不大。
此外，興建學生宿舍必須跟從指引向大學及政府申請。獲得批准後，
政府將向大學撥款資助部份建築費，這過程動輒需十年八載。而且，
去年《施政報告》建議設立 120 億元宿舍發展基金，加快增加大學
宿位數目，崇基已向中大及政府表達新建 1 幢 300 宿位宿舍的意願，
詳情正待進一步跟進及落實，這將會成為學院下一個拓展項目。
在收集多方意見後，均認為最迫切需要的是學生活動空間，因為崇
基現時學生人均室內活動面積只有 2.26 平方呎，為 4 所傳統書院
中最少。有見增建學生活動空間的迫切性，以及通往 G 座道路狹窄，
缺乏緊急車輛通道不能獨立重建，所以 D 座及 G 座必須聯合發展，
才能解決緊急車輛通道的問題；學院校董會遂議決一併拆卸這兩幢
老舊的教職員宿舍以興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

學院現時最急切需要校友及各方人士支援的，反而是硬件方面—也能有
效培育學生的校園拓展計劃。計劃不但能優化校園設施，提供優良的學習
及生活環境予同學，也能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學習活動以開拓視野及發掘潛
能，提升學院的競爭力，吸引更多優秀的同學入讀崇基。

崇 基發 展的 迷思

因此，學院冀校友及友好可積極考慮捐款予學院的「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
樓」計劃或「校園發展基金」。

現時大學及坊間也有不少計劃有待捐助，校友為什麼要優先考慮捐款
崇基？
對學院而言，校友捐助學院的拓展項目是對母校培育的肯定，校友在崇
基度過了他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大學歲月，在崇基有過很多珍貴且難忘
的回憶，大家一生的摯友甚至是人生伴侶也可能是在崇基認識的。
校友對崇基的捐贈是回饋母校，也是對學院的一種認同及投資。捐贈有
助崇基發展，於培育人才上取得更大成就，提升校譽的同時亦提升崇基
校友在職場的名聲，讓師生和校友能繼續以「崇基人」的身份為傲。

籌募活動回顧

2018 年 3 月

聖誕頌歌暨兒童聯歡會

中大高爾夫球日

「聖誕頌歌暨兒童聯歡會」於 201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於崇基校園舉行，吸引
近 5 百位教職員、校友及崇基友好帶同他
們的小朋友和親屬參加。活動同時為校園
拓展項目籌得近 2 萬港元。大家都樂而忘
返，同度了一個熱鬧且歡樂的下午。

多名校董、校友及友好代表崇基學院
參與 2018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舉
行的第十三屆中大高爾夫球日，更透
過活動向學院捐贈逾 136 萬港元；捐
款中指定贈予拓展項目的超過 122 萬，
當中 110 萬捐款更於去年校慶前已收
妥，率先成為校友支持拓展項目的起動基金。一眾高爾夫球愛好者為崇
基學院出錢出力，學院謹致衷心謝意。

新春賀年糕品：為崇基學院義賣籌款

號外

崇基學院教職員聯誼會會所「品御軒」於農曆年前送出 500 盒賀年糕品，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義賣籌款。得一眾崇基校友及友好的熱心支持，義
賣反應熱烈，更超額售出 528 盒，籌募總額超過 4 萬港元。

籌募活動預告
「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
一元復始迎新歲。新一年新挑戰，不妨參與「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挑戰日日有餘養小豬，寓意年年有餘之外，
同時回饋母校、支持崇基的長遠發展！
小豬育成計劃於 2018 年 3 月至 10 月 15 日進行，限量推出 100 隻小豬錢罌以供「領養」（領養費為港幣 $50）。
參加者將在未來數月接受「日日養肥豬」的挑戰，每日定時「餵養」小豬錢罌，務求於計劃完結日前好好養肥小豬，
將小豬所儲得的捐款回饋母校，支持崇基推動全人教育。我們亦歡迎參加人士為子女登記參與計劃，藉此培養為善
最樂和從小儲蓄的好習慣。
拓展事務處將於 2018 年 10 月 16 日聯絡小豬領養者，總結及紀錄小豬育成結果。100 位領養者將獲邀於 10 月 27 日
（星期六）的崇基校友日帶同小豬錢罌及捐款回校，參加「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茶會」* 和其他校友日活動，
一起總結計劃和分享小豬長成的喜悅。計劃最高籌款額的 5 位人士更將於茶會上獲方永平院長親授嘉許獎狀，以資
表揚。
有意參與計劃的人士請於 2018 年 3 月 29 日或以前填妥網上之小豬領養表格 https://goo.gl/LW9SFD。
*校友日「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茶會」的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徵信錄

有賴各方支持，直接捐助或參與由學院拓展事務處舉辦的籌募活動，截至
2018 年 2 月 20 日，「校園發展基金」及「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
已收到及認捐款項合共 $22,228,513.4。

衷心感謝以下人仕在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捐贈支持「校園發展基金」及「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

Leung Kit Wan Shirley
孔慶源
文志豪
文裕興
王秀貞
王維淮
何巧嬋
何其昌
何嘉威
吳恣鳴
吳瑋欣

李國星
李惠慈
明基全
林淑儀
徐 霞
梁小雲
梁若璋
梁羅秋好
郭榮堅
陳玉嬋
陳迪嘉

陳德威、駱國雲
麥金華
彭樂文
賀雪萍
黃可盈
黃素欣
黃偉豪
黃健芬
黃培元
黃媛筠
黃麗娟

勤+緣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楊鳳儀
歐陽靆宛
蔡玄暉
蔡金鏘
蔣鴻華
盧碧瑜
盧耀堂
鍾少萍
鄺榮昌
譚俊宇

崇基發展知多少？
上一期《崇基號外》以〈崇基學院發展新方向〉為題，介紹學院將拆卸兩座老舊教職員宿舍並改建為雙子樓式的學生中心
及多功能大樓，建成後學生室內活動空間將由現時人均 2.26 平方尺增加至 6.33 平方尺，與其他傳統書院相若，期望能提
供優質及充足的活動場所予同學，培養他們組織學生活動的能力，發掘潛質，發展他們課堂學習以外的軟實力。
作為崇基學院第一個拓展項目，計劃受到一眾崇基校友及友好鼎力支持，除捐款支持或參與籌募活動外，亦提出不少寶貴
意見，當中包括雙子樓拓展項目的名稱，以讓大眾更易掌握拓展項目內容。

校董會發展委員會

拓展事務處策劃小組

拓展事務處

郭志樑先生（主席）
侯運輝先生（校董會副主席）
陳晴佑先生（校董會司庫）

鄺榮昌先生（主席）

梁頌茵女士（行政主任）
黃雅筠女士（項目統籌）

方永平教授（院長）
馮 通教授（校董）
王福義博士（校董）
陳樹偉先生（校董）
張美珍博士（院務主任）

侯運輝先生（校董會副主席）
蘇 雄先生（校董）
陳樹偉先生（校董）
張美珍博士（院務主任）

欲了解更多有關重建計劃的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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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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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

感謝各方的意見，崇基首個校園拓展項目現正式易名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大樓低座為「學生發展中心」，將設
有崇基學生會會室、屬會室、研討室、會議室、多用途活動室、學生公用空間及天台花園等等；高座則為「多功能大樓」，
將備有小型劇院、身心靈空間、教職員宿舍及訪客套房。工程前期的籌備及設計工作已進行得如火如荼，我們將繼續透過
《崇基號外》向校友及友好報告最新進度。
此外，籌募運動於去年 10 月開始至今，我們收到不少有關這項目的疑問。因此，今期《崇基號外》嘗試對這些疑問作出解
答，期望大家可以更了解崇基首個校園拓展項目的詳情及學院開展此計劃的理念。
在未來的日子，學院將繼續收集教職員、學生和校友對學院及校園發展的意見，讓拓展項目盡善盡美，與大家攜手共建更
優秀的崇基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