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6 月

籌募活動預告

號外

「歡迎回家—暑期重返宿舍體驗營」
俗語有云：「未食五月粽，寒衣咪入櫳」，那麼端午節一過，不就代表暑假的
來臨嗎？各位校友和崇基友好又會如何為 2018 年暑假安排日程呢？
拓展事務處和崇基學院校友會將於 7 月 14 日至 15 日（星期六至日）合辦重返宿舍體驗營，誠邀您和親朋好友回到
母校，懷緬在校時的生活，細味當年精彩舍堂生活，並了解學院的最新發展！

學院發展新一頁 一人一瓦撐崇基

為支持母校的「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校園拓展項目，扣除成本後，是次活動的所有收益將會全數撥捐項目之用。

崇基學院剛於 2018 年 5 月 28 日為首個校園拓展項目—「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舉行動土典禮，標誌着這項拆
卸兩座老舊教職員宿舍 D 座及 G 座，並於原址興建雙子樓式全新學生發展中心（低座）及多功能大樓（高座）的建
築工程已順利展開，寫下崇基校園發展史的光輝新一頁。工程預計需時 3 年多，期望綜合大樓於崇基 70 周年校慶，
即 2021 年 10 月落成啟用，象徵學院實踐全人教育的創校理想邁進新里程。

體驗營除了接受個人報名，更鼓勵各位校友與家庭成員或好友結伴，以家庭或好友的組合形式報名。體驗營的活動豐
富，包括糖水會、院長茶聚、中大及崇基校園遊、迷你傅盃、康體活動等，不能盡錄。欲知詳情或報名請瀏覽
https://goo.gl/XdnpDR，或掃瞄有上方的二維碼。

徵信錄
拓展事務處舉辦的籌募活動，截至2018 年
有賴各方支持、直接捐助和參與由學院
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已收到及認捐款
5 月 31 日，「校園發展基金」及「崇
項合共 $ 32,874,765.4！

學院在 2018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收到以下人仕捐款支持「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校園發展基金」
及「學生發展基金」，我們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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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事務處

鄺榮昌先生（主席）
郭志樑先生（主席；校董）
梁頌茵女士（行政主任）
侯運輝先生（校董會副主席）
侯運輝先生（校董會副主席）
梁幗婷女士（項目統籌）
陳樹偉先生（校董；崇基學院校友會會長）
陳晴佑先生（校董會司庫）
蘇 雄先生（校董）
方永平教授（院長）
陳樹偉先生（校董；崇基學院校友會會長）
張美珍博士（院務主任）
馮 通教授（校董）
王福義博士（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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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美珍博士（院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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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籌募運動自去年 10 月開始至今，獲得崇基校友、教職員及友好的積極回應。截至 5 月 31
日，已收到及認捐的款項合共超過 3 千 2 百萬港元，學院由衷感激所有支持此拓展項目的人士。然而，現時所籌得的
捐款與至少 1 億元的籌募目標仍有些距離，期望崇基人及友好繼續支持，踴躍響應籌募計劃及參與拓展事務處舉辦的
活動。
拓展事務處將於未來數月繼續開展多項籌募計劃及活動，今期《崇基號外》將預告「瓩夢（千瓦夢）—綜合大樓
馬賽克牆籌款運動」和「眾志 ‧ 事成」每月定額捐款計劃這兩項即將於月內推出的籌募計劃，及誠邀校友與親朋好友
於 7 月中回校共渡暑假的「歡迎回家—暑期重返宿舍體驗營」。
建設崇基，全賴有您，方能成事。只要您願意支持綜合大樓馬賽克牆的一塊小瓦片，甚或每月捐出一杯奶茶或咖啡、
一頓晚餐，就能與一眾崇基人攜手支持學院的發展。我們冀能團結崇基人的力量，眾志成城，建設更完善的校園，為
崇基同學提供更優質的學習和活動環境。

最新消息

學院拓展事務處網頁 及 網上捐款系統啟用

瓩夢（千瓦夢）—綜合大樓馬賽克牆籌款運動

為完善校園發展而成立的拓展事務處，其專屬網頁已
於日前正式啟用。除介紹拓展事務處的工作和「崇基
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的相關資料，亦概述學院的
校園發展計劃，更開通了「網上捐款系統」功能。

聚众之力，事方可成。靠着當年創校先賢和各方友好所建立的穩固基石，
加上眾多校友 60 多年來的共同努力，學院已經為數以萬計的同學實現了
他們的夢想，並為社會和各行各業培育了不少優秀人材。要創造更大的學
習及活動空間給同學追夢，學院再次召集各位校友、教職員及友好，支持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締造「瓩夢」。

透過此拓展事務處新網頁的「立即捐贈」按鈕，瀏覽
者可即時連結學院加密的網上系統捐款，以快捷、方
便而且安全的方式，透過信用卡捐助母校！

瓩夢」籌款運動的小瓦片樣本

以後不論是捐助獎助學金、「學生發展基金」、
「校園發展基金」，甚至學院最新的校園發展項目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計劃，都可以一「click」
過完成！

在綜合大樓「學生發展中心」（低座）的入口旁，學院將建造一幅三層高
的馬賽克牆，此馬賽克牆由兩萬多塊小瓦片所砌成，圖案是每位崇基人都
能一眼就認出的學院地標「崇基牌樓」，好讓大家將來一踏入「學生發展
中心」，親切感和歸屬感就油然而生。

網址：www.cuhk.edu.hk/ccc/dev

為感激每位成就「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建成的友好，及將您們的
支持及心意永久留存，捐款者於 2018 年 6 月至 2021 年 10 月的 3 年多內每累積捐款達 1 萬元，其姓名將獲銘刻在
學院為馬賽克牆而準備的小瓦片上，以表銘謝。
兩萬多塊刻有支持者芳名的瓦片一一鑲嵌在馬賽克牆上，將載負 20 多瓩的力量，亦盛載我們學弟學妹的「瓩夢」和
各位崇基校友及友好對學生的支持和鼓勵，意義非凡！這馬賽克牆除了是「學生發展中心」的焦點特色外，亦將記錄
各捐款人的點點心意，彰顯崇基人的團結力量。

「眾志 ‧ 事成」每月定期捐款計劃
要成就這個非凡的「瓩夢」，原來非常簡單，您我也能出
一分力！只須每日與學院分享一杯價值約 10 元的奶茶或
咖啡、甚或每月與學院分享一餐約 250 元的豐盛晚餐即
可。
除單次捐款以獲得小瓦片的命名外，我們亦歡迎捐款者透
過信用卡連續 4 年每年定額捐款，甚或連續 40 個月每月
定額捐款。您每日捐出的一杯奶茶咖啡，或每月捐出的一
餐晚餐，3 年多下來已經可以成就「瓩夢」的一塊、兩塊
甚至更多的小瓦片。定期捐款方式靈活，亦更能切合您的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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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募活動回顧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動土典禮
2018 年 5 月 28 日，天朗氣清、風和日麗。乘
着樹蔭，崇基教職員宿舍 D 座外的空地聚集了
百多位嘉賓、校友和學院同仁，蒞臨參加「崇
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的動土典禮，一同見證
大樓的建築工程揭開序幕，場面好不熱鬧！
典禮於當日下午 5 時舉行，由香港中文大學校
段崇智校長
長段崇智教授、學院校董會主席李國星先生、
學院校董會發展委員會主席郭志樑先生及院長方永平教授親臨主禮。

郭志樑校董

Oct
2021

點滴的支持，您我都可以參與，成就母校和一眾學弟學妹的美好將來，幫助崇基同學實現千瓦夢！

銘謝牌匾致謝計劃
除了為整段工程期間捐款達港幣 1 萬元或以上的人士，銘刻馬賽克牆的瓦片，學院在過去數月已推出了其他特別致謝
方式，以感謝各捐助人的支持。
累積捐款達港幣 10 萬元，將可獲刻名於學生發展中心大堂的銘謝牌匾；而累積捐款達 30 萬元以上的人士，將可獲
贈綜合大樓各設施內的銘謝牌匾，牌匾內文更可由捐款者自訂，以寄語同學求學之道，或訴說捐助學院背後的勵志故事。
學院更鼓勵各位校友及友好邀約親朋好友和級社同窗合力，以 40 個月為期每月合捐 2,500元，就可以用團體名義，
獲學院刻名於學生發展中心大堂的銘謝牌匾，永誌大家的友誼，別具紀念價值！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綜合大樓的一磚一瓦，都需要各位崇基人的鼎力襄助，才能「同興此學府」，讓崇基的莘莘學
子受惠。來自四方八面的點滴力量，對學院和每位崇基同學來說都不可或缺。請即與學院攜手，共同參與崇基學生發
展綜合大樓的建設。
上述的「瓩夢（千瓦夢）—綜合大樓馬賽克牆籌款運動」和「眾志 ‧ 事成」每月定額捐款計劃的詳情將於月內經電
郵及學院的 Facebook 專頁發佈，敬請大家留意和踴躍支持。
如想了解更多綜合大樓項目資料及上述籌募計劃的詳情，歡迎瀏覽拓展事務處網頁（www.cuhk.edu.hk/ccc/dev）
或聯絡拓展事務處（梁小姐 3943 6498／江先生 3943 1498）。

段校長致辭時，憶述昔日與家人遊覽沙田和崇基一帶的美好時光，並展望綜合大
樓的落成後可為崇基同學提供更優質的學習環境；郭先生致辭時，則介紹此校園
發展計劃的緣起和大樓內的各項設施，並向校董會轄下的發展委員會和拓展事務
處策劃小組同仁，以及各大學部門致謝，感謝他們對計劃的支持及貢獻。
兩位致辭後，四位主禮嘉賓隨即主持動土儀式，揮動金鏟喻意綜合大樓建築工程
正式展開，為崇基校園發展史添上光輝的新一頁，可喜可賀！

四位主禮嘉賓主持動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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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就這個非凡的「瓩夢」，原來非常簡單，您我也能出
一分力！只須每日與學院分享一杯價值約 10 元的奶茶或
咖啡、甚或每月與學院分享一餐約 250 元的豐盛晚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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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單次捐款以獲得小瓦片的命名外，我們亦歡迎捐款者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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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更鼓勵各位校友及友好邀約親朋好友和級社同窗合力，以 40 個月為期每月合捐 2,500元，就可以用團體名義，
獲學院刻名於學生發展中心大堂的銘謝牌匾，永誌大家的友誼，別具紀念價值！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綜合大樓的一磚一瓦，都需要各位崇基人的鼎力襄助，才能「同興此學府」，讓崇基的莘莘學
子受惠。來自四方八面的點滴力量，對學院和每位崇基同學來說都不可或缺。請即與學院攜手，共同參與崇基學生發
展綜合大樓的建設。
上述的「瓩夢（千瓦夢）—綜合大樓馬賽克牆籌款運動」和「眾志 ‧ 事成」每月定額捐款計劃的詳情將於月內經電
郵及學院的 Facebook 專頁發佈，敬請大家留意和踴躍支持。
如想了解更多綜合大樓項目資料及上述籌募計劃的詳情，歡迎瀏覽拓展事務處網頁（www.cuhk.edu.hk/ccc/dev）
或聯絡拓展事務處（梁小姐 3943 6498／江先生 3943 1498）。

段校長致辭時，憶述昔日與家人遊覽沙田和崇基一帶的美好時光，並展望綜合大
樓的落成後可為崇基同學提供更優質的學習環境；郭先生致辭時，則介紹此校園
發展計劃的緣起和大樓內的各項設施，並向校董會轄下的發展委員會和拓展事務
處策劃小組同仁，以及各大學部門致謝，感謝他們對計劃的支持及貢獻。
兩位致辭後，四位主禮嘉賓隨即主持動土儀式，揮動金鏟喻意綜合大樓建築工程
正式展開，為崇基校園發展史添上光輝的新一頁，可喜可賀！

四位主禮嘉賓主持動土典禮

2018 年 6 月

籌募活動預告

號外

「歡迎回家—暑期重返宿舍體驗營」
俗語有云：「未食五月粽，寒衣咪入櫳」，那麼端午節一過，不就代表暑假的
來臨嗎？各位校友和崇基友好又會如何為 2018 年暑假安排日程呢？
拓展事務處和崇基學院校友會將於 7 月 14 日至 15 日（星期六至日）合辦重返宿舍體驗營，誠邀您和親朋好友回到
母校，懷緬在校時的生活，細味當年精彩舍堂生活，並了解學院的最新發展！

學院發展新一頁 一人一瓦撐崇基

為支持母校的「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校園拓展項目，扣除成本後，是次活動的所有收益將會全數撥捐項目之用。

崇基學院剛於 2018 年 5 月 28 日為首個校園拓展項目—「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舉行動土典禮，標誌着這項拆
卸兩座老舊教職員宿舍 D 座及 G 座，並於原址興建雙子樓式全新學生發展中心（低座）及多功能大樓（高座）的建
築工程已順利展開，寫下崇基校園發展史的光輝新一頁。工程預計需時 3 年多，期望綜合大樓於崇基 70 周年校慶，
即 2021 年 10 月落成啟用，象徵學院實踐全人教育的創校理想邁進新里程。

體驗營除了接受個人報名，更鼓勵各位校友與家庭成員或好友結伴，以家庭或好友的組合形式報名。體驗營的活動豐
富，包括糖水會、院長茶聚、中大及崇基校園遊、迷你傅盃、康體活動等，不能盡錄。欲知詳情或報名請瀏覽
https://goo.gl/XdnpDR，或掃瞄有上方的二維碼。

徵信錄
拓展事務處舉辦的籌募活動，截至2018 年
有賴各方支持、直接捐助和參與由學院
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已收到及認捐款
5 月 31 日，「校園發展基金」及「崇
項合共 $ 32,874,765.4！

學院在 2018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收到以下人仕捐款支持「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校園發展基金」
及「學生發展基金」，我們衷心感謝您的支持：

Ngan Po Lun
The Family of Dr. Li Fook-wo and Mrs. Laura Jee Li
1976 年崇基畢業生伉儷
丘美苑
朱巧娟
李潔冰
施有福

校董會發展委員會

徐懷淑
高繼文
梁若璋
郭家賢
彭錫榮
黃正而、唐玉珍

拓展事務處策劃小組

黃英姿
劉世鏞
劉洪福
盧碧瑜
薛步遜

拓展事務處

鄺榮昌先生（主席）
郭志樑先生（主席；校董）
梁頌茵女士（行政主任）
侯運輝先生（校董會副主席）
侯運輝先生（校董會副主席）
梁幗婷女士（項目統籌）
陳樹偉先生（校董；崇基學院校友會會長）
陳晴佑先生（校董會司庫）
蘇 雄先生（校董）
方永平教授（院長）
陳樹偉先生（校董；崇基學院校友會會長）
張美珍博士（院務主任）
馮 通教授（校董）
王福義博士（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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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美珍博士（院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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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籌募運動自去年 10 月開始至今，獲得崇基校友、教職員及友好的積極回應。截至 5 月 31
日，已收到及認捐的款項合共超過 3 千 2 百萬港元，學院由衷感激所有支持此拓展項目的人士。然而，現時所籌得的
捐款與至少 1 億元的籌募目標仍有些距離，期望崇基人及友好繼續支持，踴躍響應籌募計劃及參與拓展事務處舉辦的
活動。
拓展事務處將於未來數月繼續開展多項籌募計劃及活動，今期《崇基號外》將預告「瓩夢（千瓦夢）—綜合大樓
馬賽克牆籌款運動」和「眾志 ‧ 事成」每月定額捐款計劃這兩項即將於月內推出的籌募計劃，及誠邀校友與親朋好友
於 7 月中回校共渡暑假的「歡迎回家—暑期重返宿舍體驗營」。
建設崇基，全賴有您，方能成事。只要您願意支持綜合大樓馬賽克牆的一塊小瓦片，甚或每月捐出一杯奶茶或咖啡、
一頓晚餐，就能與一眾崇基人攜手支持學院的發展。我們冀能團結崇基人的力量，眾志成城，建設更完善的校園，為
崇基同學提供更優質的學習和活動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