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 九龍塘 Kowloon Tong,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3411 7155 / 3411 5107   傳真：Fax: (852) 3411 7891/ 3411 5993 

電郵 E-mail : chi@hkbu.edu.hk   網址Website: http://chi.hkbu.edu.hk 
 

 
 

 

 

 

二零二二年中文系校友通訊 

 

親愛的中文系校友： 

新的一年，祝賀大家心想事成、健康愉快！ 

過去一年，全球受到疫情影響，人與人的交流銳減。然而，本系仍然舉辦了一些學

術研討會、講座和文化活動，涵蓋經學、史學、古代文學與文化、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等

範疇。藉此，我們向大家報告過去一年本系活動及學生得獎獎項(詳見附錄)。今年是本

系創立的六十周年，誠邀校友踴躍參加各項系慶活動，給予我們支持與寶貴意見。 

此外，部份校友地址有所更新而未能聯絡上，盼望各位互相轉告，讓我們可更新資

料。請各位將新近通訊資料（姓名、畢業年份、地址及電郵地址）直接電郵本系

chi@hkbu.edu.hk ， 或 請 郵 寄 擲 還 中 文 系 。 校 友 亦 可 以 登 入 本 系 網 頁

（http://chi.hkbu.edu.hk/），掌握最新資訊，加強校友之間聯繫。希望大家在事業和生活方

面可以互相照應。謝謝各位！新春將至，謹祝 

新年快樂！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盧鳴東  謹啟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附：(1) 本系活動 

    (2) 2021/22 年度捐款回條 

(3) 校友資料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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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本系活動 

 

一、中文系活動 

 

1. 學術講座及文化活動 

  中文系舉辦講座(以 Zoom 網上形式舉行)： 

講者 講題 日期 

講者：馮民生先生 

主持：盧鳴東教授 

中文系就業講座 2021 2021 年 3 月 1 日 

講者：楊濟襄教授 

主持：盧鳴東教授 

傳統禮學的當代實踐與研究 2021 年 4 月 19 日 

講者：柯理思教授 

主持：張美蘭教授 

被文字遮蓋的形態化現象：從

方言材料給漢語研究提供的線

索談起 

2021 年 11 月 1 日 

      

2.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舉辦 

演出者： 

李向昇博士、陳春苗博士、黃良

喜教授、劉楚華教授、鍾兆燊先

生、蘇思棣先生 

農圃雅集——古琴線上音樂會

2021 

(以Zoom及YouTube同步直播) 
 

2021 年 11 月 20 日 

主持：黃良喜教授 

演出者：趙培魯師傅、盧敬之博

士、麥子峰師傅、邱紫邦師傅 

「八卦掌中的八卦、象形、器

械」講演 

2021 年 11 月 15 日 

 

3. 合辦活動 

活動 主辦機構 日期 

學術活動 

漢語研究的周邊方法論——以

語體、南北官話等為主 

講者：內田慶市教授 

主持：張美蘭教授 

中文系、文學院合辦 2021 年 3 月 8 日 

中學生中文寫作坊 2021  中文系及多間本地中學(以

Zoom 舉行) 

2021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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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學年校友/同學得獎名錄 

司徒慧賢校友  「城市文學獎 2020」散文組推薦獎 

張子璇 第十六屆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本科生一等獎 

林偉恆 「城市文學獎 2020」小說組冠軍 

李雪凝 「城市文學獎 2020」新詩組亞軍 

鄭淑榕 「城市文學獎 2020」新詩組推薦獎 

賴潤泉 第五屆大學生人文學術研討會——論文推薦獎 

賴潤泉 徐訏先生紀念文學獎 

林輝 徐訏先生紀念文學獎 

  

 

三、 校友捐款 

 

活動學習計劃資助本科生到本地不同機構實習，受疫情影響於 2020 年及 2021 年暫

停。2020-2021 年度獲校友捐贈共港幣二千六百八十五元，將會撥入 2021-2022 年度使用。 

 

中文教育獎學金資助有經濟困難的本科生，於 2021 年獲校友捐贈共港幣七千七百八

十三元。 

 

本科生交流促進計劃資助國內交換生住宿費，受疫情影響於 2020 年及 2021 年暫停。

於 2020-2021 年度獲校友捐贈共港幣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二元，將會撥入 2021-2022 年度

使用。 

 

本科生活動學習計劃及本科生交流促進計劃，除因受到疫情影響而暫停外，學系每

年均善用全數款項，並向政府申請等額補助金，以盡量提供資助予同學。我們定會竭盡

所能把各項目辦好，不辜負各位厚愛。捐款支票請寄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抬頭請寫「香

港浸會大學」。 

 

四、最新消息 

中文系最新消息可見於 

中文系網頁（http://chi.hkbu.edu.hk/） 

或（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10018752362592/）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網頁（http://cch.hkbu.edu.hk） 

中文系校友站（http://chi.hkb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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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21-22 年度捐款回條 

 

回條：(請在內加 √ )                          

我樂意捐助 

  三百元   五百元   一千元 

 其他數額(請註明)：____________ 

支票請寄來本系，抬頭請寫「香港浸會大學」。大學財務處將提供捐款收據，請提供

捐款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用途：(可選擇多項) 

 活動學習計劃（資助本科生到本地不同機構實習） 

 中文教育獎學金（資助有經濟困難的本科生） 

 *本科生交流促進計劃（資助國內交換生住宿費） 

備註：* 此計劃旨在促進內地交換生體會有別於原來就讀大學的學習風氣，開拓生活視野，有利於個人的未來發展。

計劃自 2002年由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資助推行，為期三年，2005年資助中止，不再為來港交

換生提供宿費。此項目是為了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內地交換生繳付在港住宿費用，使他們得以在港安心學習。 

 

意見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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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校友資料通報表 

 

校友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畢業年份  

目前職業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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