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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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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已收到及認捐款
11 月 30 日，「校園發展基金」及「
項合共港幣 $40,581,746.9！

同慶佳節
學院在 2018 年 9 月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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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衷心感謝下列各位的支持：
（英文按姓氏首字母、中文按筆劃順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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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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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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美善

佳節將至，學院與拓展事務處謹祝各位有一個愉快聖誕，並預祝 2019 年新年快樂！
今年年中「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動土典禮圓滿結束，綜合大樓項目的設計和建設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目前舊
教職員宿舍 D 座和 G 座的拆卸工程經已順利完成，工人將在平整好的工地開展下一階段的工程。今期《崇基號外》將
為您報告「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的工程進度，與您緊貼校園的最新發展。
10 月是校慶的大日子，學院舉辦了多場慶祝活動，與校友歡慶崇基創校 67 周年。除了各項傳統慶祝活動外，更有與
別不同的「快樂鳥，青葱林」曾陳桂梅視覺藝術展，和校友日「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茶會，為校慶月的一
連串慶祝活動錦上添花。
不過，即使校慶月已過，歡樂氣氛依然停不了！因為拓展事務處為您特別呈獻聖誕禮物包，讓您支持綜合大樓項目之
餘，與親朋好友共享美酒餅食，和多款學院精美禮品。今年聖誕和除夕，分外窩心！
明年春天，拓展事務處將會主辦大型籌款活動 — 2019 春季步行籌款，誠邀您與家人、朋友一同參加，漫步太平山頂，
細賞鬧市綠洲處處生機，感受溫暖春日氣息。

最新消息
佳節與別不同

崇基為您準備窩心聖誕禮物包

準備好與家人、好友歡度佳節了嗎？拓展事務處已為您預備崇基聖誕禮物包，內附校友會聖艾美利安（CCCAA
Saint-Émilion 2014）紅酒、名店「曲奇薈」的香脆蝴蝶酥，還有多款適合一家大小的學院紀念品，包羅萬有。
禮物包分為 A、B 兩款，均以優惠價供您訂購，物超所值，多買多得，實為自用、送禮和抽獎首選！請即挑選您的崇基
聖誕禮物包，支持「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之餘，更與親朋好友歡度冬至、聖誕節和大除夕的每個聚會。
拓展事務處特別鳴謝「曲奇薈」創辦人黃志煒校友（1984/ 社會學）捐贈 150 份
「曲奇薈」蝴蝶酥，及崇基校友會捐出紅酒的收益支持崇基聖誕禮物包義賣
行動！
崇基聖誕禮物包 A
每個優惠價 HK$ 199

崇基聖誕禮物包 B
每個優惠價 HK$ 350

‧ 崇基校友會聖美利安 2014 紅酒 1 支 ‧ 崇基校友會聖美利安 2014 紅酒 2 支
‧ 8 件裝「曲奇薈」蝴蝶酥換領券 1 張

‧ 8 件裝「曲奇薈」蝴蝶酥換領券 2 張

‧ 學院紀念品包括（每項 1 件）：

‧ 學院紀念品包括（每項 1 件）：

(i)

崇基景致方形絲巾 或 校徽領呔

(i)

崇基景致方形絲巾 或 校徽領呔

(ii) 學生會會歌書法長披肩

(ii) 學生會會歌書法長披肩

(iii) 崇基景致 T 恤

(iii) 崇基景致 T 恤

(iv) 可摺疊尼龍環保袋

(iv) 可摺疊尼龍環保袋

(v) 學院地標杯墊套裝

(v) 學院地標杯墊套裝

（參考圖片）
請即掃瞄二維碼，
選購您的禮物包！

最新消息

籌募活動回顧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

「快樂鳥，青葱林」曾陳桂梅視覺藝術展及開幕典禮

工程進度

校慶月期間，學院與藝術家曾陳桂梅校友（1980/社工）合辦了「快樂鳥，青葱林」視覺藝術展，展出陳校友結合飛
鳥和自然風景而創作的藝術作品。有別於一般檔案紀錄式的寫實照片，陳校友選擇把攝影作品和後期創作糅合為其
匠心獨運的藝術語言，傳達拍攝時大自然給予她的印象和靈感。

D座
10 月

11 月

展覽的開幕典禮於 10 月下旬舉行，除了校董及藝術家曾陳桂梅校友，學院更邀得中大前校長、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
沈祖堯教授，校董及拓展事務處策劃小組主席鄺榮昌先生，院長方永平教授和藝術促進委員會主席鄺可怡教授蒞臨
主禮。典禮吸引逾百校友及嘉賓到場觀禮，場面熱鬧。

12 月

是次展覽已於 11 月初圓滿結束，多謝各位校友蒞臨欣賞。拓展事務處由衷感激陳校友捐出是次展覽的作品，
作為贈品致送予展覽期間捐款支持「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的來賓。有賴陳校友和各位校友的鼎力支持，
「快樂鳥，青葱林」視覺藝術展總共為綜合大樓項目籌得超過港幣 $500,000，成果令人鼓舞！
外圍架起竹棚

蓋上帆布

拆卸後平整好的工地

G座
10 月

11月

12 月
藝術家曾陳桂梅校友與開幕禮來賓合影留念

外圍架起竹棚

蓋上帆布

拆卸後平整好的工地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動土典禮至今，已半年有多。月初，舊教職員宿舍 D 座和 G 座的拆卸工程已順利完成，
而下一階段的工程將會緊接展開，拓展事務處誠邀您繼續與學院攜手，支持校園的拓展計劃，共建崇基同學的美好將來 ！

「每日一咖啡」

定額捐款計劃

上期《崇基號外》，拓展事務處為各位校友介紹過「每日一咖啡」定額捐款
計劃，讓您積少成多，每日每月點滴捐贈，成就崇基學弟學妹的宏大夢想。

主禮嘉賓為典禮剪綵：（左起）方永平 曾陳桂梅校友與她七彩絢麗的作品和經
院長、曾陳桂梅校友、沈祖堯教授、 她精心佈置的展覽場地
鄺榮昌校董與鄺可怡教授

回顧「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和領養人茶會
校慶月活動實在多姿多彩，值得慶賀的還有在一年一度崇基校友日舉行，表揚「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的茶會！
當日一眾小豬領養人和校友齊聚禮拜堂活動中心，當日出席茶會和籌得最高金額的 7 位領養人，獲院長方永平教授頒
發嘉許狀。連同後補頒發的嘉許狀，總共有 9 位領養人獲院長嘉許。
有賴各位校友的熱心參與，歷時半年餘的「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經已圓滿結束，總共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
項目籌得超過港幣 $30,000，豐碩成果可謂「盆滿缽滿」！拓展事務處謹向所有參與小豬育成計劃的領養人致謝，
並呼籲所有校友維持儲蓄的好習慣，同時為綜合大樓項目出一分力！

計劃推出至今，已有不少校友響應支持，承諾每月或每年捐款，與學院共建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多謝各位校友的熱心支持，本處更呼籲未登記每月
捐款的校友慷慨解囊，每日「請學院喝一杯咖啡、奶茶」、每月「請學院吃一
頓豐盛晚餐」，與學院攜手，為崇基學弟學妹建造更完善的校園，共建美善！

一眾校友和領養人齊聚
祝賀小豬育成計劃「盆滿缽滿」！

籌募活動回顧
籌募活動預告

崇基學院出版物義賣圓滿結束
上期《崇基號外》，拓展事務處呼籲各位參與學院出版物義賣，喜獲不少校友和教職員回應，紛紛以優惠價錢購買
別具價值的學院出版書刊。義賣籌款已於 10 月結束，總共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籌得超過港幣 $3,000，
多謝各位校友踴躍支持！

木玫瑰盆栽擺設義賣結果
學院資深導師莫邦豪教授數月前慷慨捐出 5 盆木玫瑰盆栽擺設予拓展事務處作義賣籌款之用。5 盆盆栽擺設已在 10 月
悉數獲得認捐。認捐者將獲邀於明年 3 月到訪莫教授的花園，乘木玫瑰花季一睹遍地開花的美景。是次義賣共為
綜合大樓項目籌得超過港幣 $52,000，多謝各位校友踴躍支持！

2019 春季步行籌款
拓展事務處將於來年 4 月下旬舉辦春季大型籌款活動，將會邀請各位校友與家人、好友，甚至家中寵物一起，於週末
漫步港島山頂（太平山頂一帶），感受春日自然氣息。是次步行籌款活動所籌得的款項，將會撥捐「崇基學生發展綜
合大樓」項目。而除了校友之外，學院亦會邀請同學、教職員、校董和學院友好一同參與，無分你我，共同為綜合
大樓項目出一分力。
有關 2019 春季步行籌款的詳情，將會於明年初陸續公布。如有查詢，請致電 3943 6498，聯絡拓展事務處梁女士。

最新消息

籌募活動回顧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

「快樂鳥，青葱林」曾陳桂梅視覺藝術展及開幕典禮

工程進度

校慶月期間，學院與藝術家曾陳桂梅校友（1980/社工）合辦了「快樂鳥，青葱林」視覺藝術展，展出陳校友結合飛
鳥和自然風景而創作的藝術作品。有別於一般檔案紀錄式的寫實照片，陳校友選擇把攝影作品和後期創作糅合為其
匠心獨運的藝術語言，傳達拍攝時大自然給予她的印象和靈感。

D座
10 月

11 月

展覽的開幕典禮於 10 月下旬舉行，除了校董及藝術家曾陳桂梅校友，學院更邀得中大前校長、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
沈祖堯教授，校董及拓展事務處策劃小組主席鄺榮昌先生，院長方永平教授和藝術促進委員會主席鄺可怡教授蒞臨
主禮。典禮吸引逾百校友及嘉賓到場觀禮，場面熱鬧。

12 月

是次展覽已於 11 月初圓滿結束，多謝各位校友蒞臨欣賞。拓展事務處由衷感激陳校友捐出是次展覽的作品，
作為贈品致送予展覽期間捐款支持「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的來賓。有賴陳校友和各位校友的鼎力支持，
「快樂鳥，青葱林」視覺藝術展總共為綜合大樓項目籌得超過港幣 $500,000，成果令人鼓舞！
外圍架起竹棚

蓋上帆布

拆卸後平整好的工地

G座
10 月

11月

12 月
藝術家曾陳桂梅校友與開幕禮來賓合影留念

外圍架起竹棚

蓋上帆布

拆卸後平整好的工地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動土典禮至今，已半年有多。月初，舊教職員宿舍 D 座和 G 座的拆卸工程已順利完成，
而下一階段的工程將會緊接展開，拓展事務處誠邀您繼續與學院攜手，支持校園的拓展計劃，共建崇基同學的美好將來 ！

「每日一咖啡」

定額捐款計劃

上期《崇基號外》，拓展事務處為各位校友介紹過「每日一咖啡」定額捐款
計劃，讓您積少成多，每日每月點滴捐贈，成就崇基學弟學妹的宏大夢想。

主禮嘉賓為典禮剪綵：（左起）方永平 曾陳桂梅校友與她七彩絢麗的作品和經
院長、曾陳桂梅校友、沈祖堯教授、 她精心佈置的展覽場地
鄺榮昌校董與鄺可怡教授

回顧「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和領養人茶會
校慶月活動實在多姿多彩，值得慶賀的還有在一年一度崇基校友日舉行，表揚「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的茶會！
當日一眾小豬領養人和校友齊聚禮拜堂活動中心，當日出席茶會和籌得最高金額的 7 位領養人，獲院長方永平教授頒
發嘉許狀。連同後補頒發的嘉許狀，總共有 9 位領養人獲院長嘉許。
有賴各位校友的熱心參與，歷時半年餘的「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經已圓滿結束，總共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
項目籌得超過港幣 $30,000，豐碩成果可謂「盆滿缽滿」！拓展事務處謹向所有參與小豬育成計劃的領養人致謝，
並呼籲所有校友維持儲蓄的好習慣，同時為綜合大樓項目出一分力！

計劃推出至今，已有不少校友響應支持，承諾每月或每年捐款，與學院共建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多謝各位校友的熱心支持，本處更呼籲未登記每月
捐款的校友慷慨解囊，每日「請學院喝一杯咖啡、奶茶」、每月「請學院吃一
頓豐盛晚餐」，與學院攜手，為崇基學弟學妹建造更完善的校園，共建美善！

一眾校友和領養人齊聚
祝賀小豬育成計劃「盆滿缽滿」！

籌募活動回顧
籌募活動預告

崇基學院出版物義賣圓滿結束
上期《崇基號外》，拓展事務處呼籲各位參與學院出版物義賣，喜獲不少校友和教職員回應，紛紛以優惠價錢購買
別具價值的學院出版書刊。義賣籌款已於 10 月結束，總共為「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籌得超過港幣 $3,000，
多謝各位校友踴躍支持！

木玫瑰盆栽擺設義賣結果
學院資深導師莫邦豪教授數月前慷慨捐出 5 盆木玫瑰盆栽擺設予拓展事務處作義賣籌款之用。5 盆盆栽擺設已在 10 月
悉數獲得認捐。認捐者將獲邀於明年 3 月到訪莫教授的花園，乘木玫瑰花季一睹遍地開花的美景。是次義賣共為
綜合大樓項目籌得超過港幣 $52,000，多謝各位校友踴躍支持！

2019 春季步行籌款
拓展事務處將於來年 4 月下旬舉辦春季大型籌款活動，將會邀請各位校友與家人、好友，甚至家中寵物一起，於週末
漫步港島山頂（太平山頂一帶），感受春日自然氣息。是次步行籌款活動所籌得的款項，將會撥捐「崇基學生發展綜
合大樓」項目。而除了校友之外，學院亦會邀請同學、教職員、校董和學院友好一同參與，無分你我，共同為綜合
大樓項目出一分力。
有關 2019 春季步行籌款的詳情，將會於明年初陸續公布。如有查詢，請致電 3943 6498，聯絡拓展事務處梁女士。

2018 年12 月

徵信錄

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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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項目已收到及認捐款
11 月 30 日，「校園發展基金」及「
項合共港幣 $40,581,746.9！

同慶佳節
學院在 2018 年 9 月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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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衷心感謝下列各位的支持：
（英文按姓氏首字母、中文按筆劃順序排名）

Asia Financial Holdings Ltd
Charter-Union Insurance Brokers Ltd
Chen Yongqin David
Cheng Yuk Kiu Amy
Christie's Hong Kong Ltd
Chung Cin Yan
Caroline Ho Poon
Kwan Suk Yan
Kwok Yin Leung
Lau Chi Wing James
Jesica Lee
Lee Sing Ho
Liu Kin Wa
Open Union Industrial Limited
Alice Poon Yun Mei
Luwina Siu
Chelsa Tsang
Bernard Tsui
1976 年崇基畢業生伉儷
方永平
白耀燦
伍步昌
百階（香港）有限公司
何思瑩
余子平

校董會發展委員會

余妙雲
吳天安
沈祖堯
周曼玲
周惠珍
林嘉兒
林曉晴
施傑琛
徐家華
陳 文
陳早標
陳佐才
陳美貞
陳慧卿
偉仲有限公司
區玉麟
區志偉
區鑽玲
崇基校友一家親活動（崇謙堂）
崇基學院校友會
張美珍
梁若璋
梁婉紅
梁頌茵

拓展事務處策劃小組

許智萍
許開明
許雅婷
曾文禮
曾陳桂梅
喜萊有限公司
黃令衡
黃秀蓮
黃偉豪
楊盛煒
靳杰強
鄭世雄
熊翰章
劉婉琦
劉淑嫻
劉燕婷
盧碧瑜
盧遠昌
鄺榮昌
羅菊芳
關少貞
曦社（1968年畢業班）
蘇文珊
蘇志釗

拓展事務處

鄺榮昌先生（主席）
郭志樑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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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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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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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建美善

佳節將至，學院與拓展事務處謹祝各位有一個愉快聖誕，並預祝 2019 年新年快樂！
今年年中「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動土典禮圓滿結束，綜合大樓項目的設計和建設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目前舊
教職員宿舍 D 座和 G 座的拆卸工程經已順利完成，工人將在平整好的工地開展下一階段的工程。今期《崇基號外》將
為您報告「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的工程進度，與您緊貼校園的最新發展。
10 月是校慶的大日子，學院舉辦了多場慶祝活動，與校友歡慶崇基創校 67 周年。除了各項傳統慶祝活動外，更有與
別不同的「快樂鳥，青葱林」曾陳桂梅視覺藝術展，和校友日「家肥屋潤」小豬育成計劃領養人茶會，為校慶月的一
連串慶祝活動錦上添花。
不過，即使校慶月已過，歡樂氣氛依然停不了！因為拓展事務處為您特別呈獻聖誕禮物包，讓您支持綜合大樓項目之
餘，與親朋好友共享美酒餅食，和多款學院精美禮品。今年聖誕和除夕，分外窩心！
明年春天，拓展事務處將會主辦大型籌款活動 — 2019 春季步行籌款，誠邀您與家人、朋友一同參加，漫步太平山頂，
細賞鬧市綠洲處處生機，感受溫暖春日氣息。

最新消息
佳節與別不同

崇基為您準備窩心聖誕禮物包

準備好與家人、好友歡度佳節了嗎？拓展事務處已為您預備崇基聖誕禮物包，內附校友會聖艾美利安（CCCAA
Saint-Émilion 2014）紅酒、名店「曲奇薈」的香脆蝴蝶酥，還有多款適合一家大小的學院紀念品，包羅萬有。
禮物包分為 A、B 兩款，均以優惠價供您訂購，物超所值，多買多得，實為自用、送禮和抽獎首選！請即挑選您的崇基
聖誕禮物包，支持「崇基學生發展綜合大樓」之餘，更與親朋好友歡度冬至、聖誕節和大除夕的每個聚會。
拓展事務處特別鳴謝「曲奇薈」創辦人黃志煒校友（1984/ 社會學）捐贈 150 份
「曲奇薈」蝴蝶酥，及崇基校友會捐出紅酒的收益支持崇基聖誕禮物包義賣
行動！
崇基聖誕禮物包 A
每個優惠價 HK$ 199

崇基聖誕禮物包 B
每個優惠價 HK$ 350

‧ 崇基校友會聖美利安 2014 紅酒 1 支 ‧ 崇基校友會聖美利安 2014 紅酒 2 支
‧ 8 件裝「曲奇薈」蝴蝶酥換領券 1 張

‧ 8 件裝「曲奇薈」蝴蝶酥換領券 2 張

‧ 學院紀念品包括（每項 1 件）：

‧ 學院紀念品包括（每項 1 件）：

(i)

崇基景致方形絲巾 或 校徽領呔

(i)

崇基景致方形絲巾 或 校徽領呔

(ii) 學生會會歌書法長披肩

(ii) 學生會會歌書法長披肩

(iii) 崇基景致 T 恤

(iii) 崇基景致 T 恤

(iv) 可摺疊尼龍環保袋

(iv) 可摺疊尼龍環保袋

(v) 學院地標杯墊套裝

(v) 學院地標杯墊套裝

（參考圖片）
請即掃瞄二維碼，
選購您的禮物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