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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校园 
未圆湖 

夹于众志堂和岭南
体育场之间，前称“荷花
池”，于 1997 年正式易
名为“未圆湖”。“未圆”
隐指世事难常圆满，无
法 达 到 尽 善 尽 美 的 境
界，与崇基学院的校训
“止于至善”交相辉映，
鼓励学子应努力不懈、
力臻至善。未圆湖常年
为树荫笼罩，形如碧玉，湖中有喷泉一眼。当夜晚来临，湖中曲桥
灯火闪耀，喷泉被染成金色，湖面泛着点点波光，显得宁静而清妍。
未圆湖中心有一个中国传统八角亭，取名“狮子亭”（全名“九龙中央
狮子亭”），以纪念狮子会捐献之德。此亭绿顶朱身，亭中未设座位，
颇有“不留人”的清高之意。绕着未圆湖建有一条小径，名为“哲径”，
湖边小径近众志堂的斜坡上，用青草铺砌了崇基校训“止于至善”四
个大字。未圆湖上分别有东面的“曲桥”及西面的“拱桥”。曲桥穿梭在
一大片荷叶中，曲折蜿蜒，别有韵致。常有行人伫立其上，欣赏湖
中美景。拱桥则小巧古朴，别致优雅。狮子亭、哲径、曲桥、拱桥
合称一亭一径二桥。 

小桥流水 
小桥流水，断崖飞瀑，怎一个“幽”

字了得！小桥流水实为一条小径之
名，从本部绵延曲直，在崇基学院腹
部穿过，直至山脚，为一条从本部通
往山脚教学楼的捷径。该小径大部分
由石阶构成，颇为陡峭，一路绿树成
荫，鸟语花香。顺着它走下去，可以
到达崇基礼拜堂和神学楼。小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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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廊桥画栋、飞宇穿梭，置身朴实灵秀的崇基美景中，让人感受
到的是一派自然意蕴。 

崇基学院牟路思怡图书馆 
崇基学院图书

馆于一九五一年落
成。中大人一般叫
它“CC lib”。本馆藏
书以音乐、宗教、
教育、体育学、西
方文学及语文、日
本文学及语文、语
文及语言学为主，
其中音乐及宗教的
藏书，在东南亚地
区颇具规模。本馆
设有教学资料特藏，搜罗本地中小学各科教材，以教科书为主。图
书馆楼高四层，各层均设有 Wi-Fi，方便读者上网。在 G 层还设有可
以通宵使用的夜读室可供同学通宵学习。 

康本国际学术园 
康本国际学术园于二零一三年落成并投入使用。中大人一般叫

它“YIA”。楼高十四层的学术园设计优美，由环保的教学大楼及文化
广场组成，内设大小演讲厅及课室、书店、咖啡厅及办公室。学术
园内外设有多个休憩地方，为学生提供聚会和联系之处。学术园十
三楼是大学的学术交流处与学术交流处（国内事务），支持大学的
学术交流活动，并就交流活动向学生提供帮助及意见。而学术园的
十楼和十一楼则是学校的注册及考试组，是同学们注册与超学分交
表的必到之处。此外，学术园八层是赛马会气候变化博物馆。博物
馆占地八百平方米，内有多媒体互动设施及展示遥感卫星图像的仪
器。而同学们最经常要去的是贯穿学术园的一条特式步道，以楼梯
及扶手电梯连接 G 层与五层的何草，两旁满布绿树，让师生们可在
其中享受大自然环境，促进校园步行文化。YIA 地下广场位于 G 层室
外，也是学术园的入口。是提供文化交流、表演和展览的空间。大
学书店位于一楼。出售各类学术著作、消闲书籍、教科书及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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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主要以学术书籍为主，许多都是中大的教授们会用到的课本。
同外面的书店相比，大学里的书店的书籍普遍可以“打个折”，不过
不要期望太多，9 折是比较常见的，再低的折扣便不会有了。可以关
注大学官网，看看是否有自己感兴趣的读书会等在书店的文化活动
专区举行，然后加入其
中哦。）需要注意康本
国际学术园的二楼到三
楼楼梯比较难找，一般
都坐电梯或室外的手扶
电梯。 

伍何曼原楼 

伍何曼原楼紧靠康
本学术园旁边，两栋楼
在二楼是联通的。伍何
曼原楼设计先进，内设
多间课室。特别是第六
层设有学习共享空间，
由 信 息 科 技 服 务 处
（ ITSC）及大学图书馆
系统（ULS）共同管理，
营造舒适、灵活的协作
环境，提供一系列计算
机设备、多用途场地、专业信息科技及图书馆咨询服务，便利个人
学习及小组工作。中大通的发卡中心也在伍何曼原楼的八楼，同学
们换卡或者丢卡补办都需要来这里。 

庞万伦学生中心 
庞万伦学生中心位于众志堂和牟路思怡图书馆之间。它是中大

校园里最主要的学生活动中心。设施包括餐厅、银行、学生团体会
室、多用途活动室、乐队室、钢琴练习室、健身室及桌球室等，让
同学课余时与友侪相聚，舒展身心。而崇基学生辅导处和崇基学生
会会室以及走读生舍堂、崇基摄影学会会室也设于此。中心 G 层有
可以打篮球及羽毛球的多用途礼堂，但是需按照活动时间表订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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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自备体育器材到场使用，不需要预约。还有钢琴练习室、乐队
室、英式桌球室、研讨室（部分需要收费）。室内均备有一定器材。
中心一层是学生事务处办公室。亦设层会室及学生休息空间。学生
休息空间有多个沙发、座椅及圆桌等，可以供学生放松身心。室外
亦有东亚银行中大分行
及自动提款机，方便学
生。中心二层设有层会
室、研讨室、以及庞万
伦餐厅。三层则是崇基
走读生舍堂会室、崇基
摄影学会会室。四层是
崇基学生辅导处，崇基
学生会会室。 

崇基教堂 
也称作崇基学院礼拜堂，位于信和楼旁边，目前全中国公立大

学校园内最早及最大的座地式教堂，每周五第四节及第五节在礼拜
堂举行学院周会。逢主日上午十时半及节期均有中英双语崇拜活动，
崇基礼拜堂主日崇拜是向校内人士及临近社区提供崇拜的方便，作
为本学院对大学团体及社会人士的一项宗教服务。崇基教堂于 2002
年成为合法结婚场所，凡中大校友可申请在崇基教堂举行婚礼。崇
基教堂可以从何草走可以从新宿旁走楼梯经过明华华连走小路过去，
也可以路过牟路思怡图书馆从康乐室和兰苑间的楼梯过去。 

崇基十宿 
崇基学院现时共有十座学生宿舍，可容纳学生一千四百多人。

崇基十宿虽然大小、新旧不一，但是每间宿舍 G 层都有一个大客厅
（lobby），供宿生及访客休息、交谈及娱乐。另外，也都有温习室、
琴房、洗衣房等，以满足宿生的各类需求。宿舍的每层楼都有厨房
及相应设备，供宿生煮食、烹饪。另外，各宿舍都配有 Wi-Fi，保障
网络连通。宿舍的魅力在于它丰富多彩的舍堂活动。各宿舍的宿生
会都会定期举办糖水会、生日会等，以营造温馨的氛围。每间宿舍
都会有一个舍监，为宿舍的总负责人。宿舍之间还会举办友谊赛，
第一学期是舍音杯——歌唱比赛，第二学期是傅杯——体育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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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游，还有乒乓球台，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给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
课外活动。此外，新宿也是舍堂活动非常积极的一间宿舍，每天晚
上都会组织非常多的活动，迫巴士、牌类游戏、乒乓球、篮球、足
球等一系列的活动，在每年下半学期举行的傅杯比赛中，新宿总能
名列前茅。新宿最让
人入迷的，还是它良
好的舍堂氛围，宿生
与宿生之间的关系融
洽，每天都会有人邀
请你去一起玩游戏、
一起吃糖水、一起参
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这更能让我们体会到
舍 堂 生 活 的 美 妙 之
处！新宿，就在这里等你！ 

何善衡夫人宿舍（何宿） 
英文名称是 Madam S.H. Ho Hall。何善衡夫人宿舍，是崇基学院

于七十年代后期落成的男女混宿宿舍，并在 2002 年全面翻新，现时
拥有宿位两百余个。何宿有五层，一二三层为男宿，四五层为女宿。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电梯，对于很多缺乏锻炼的同学，何宿提
供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锻炼身体的机会——爬楼梯。顶楼是洗衣房，
每层都有厨房，尤以三楼五楼的厨房最为宽敞，是组聚宿聚切磋厨
艺的绝佳场所，而且设备齐全，还有微波炉、烤箱。 

G 层和一层都有大堂，给宿生辟出了很大的活动空间。G 层设置
有电视、阅读室、小厨房、活动室（镜房）、小会议室、乒乓桌等
等。想要学术的同学可以在阅读室学术，一般人都很少，普遍反应
在阅读室效率很高。另外 G 层还有宿生会建立的小卖部，在那里，
能买到远远平过百佳超市的各类食品饮料，不过这个小卖部是宿生
会管理的，白天可能会找不到人卖。每年开学后，各种各样的活动



 17 

接踵而至，宿生会非常
热情，每周供应何宿糖
水，火炭吃宵，积极参
与各类崇基盛事，你会
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这个
"集体"的存在。当然，
如此"给力"的宿生会和
宿舍氛围之下。宿生会
频繁敲门，呼唤你下楼
参与活动，就少不了了，
参加活动与否就看你自

己了，但是对于希望多接触香港的你，相信何宿一定会是个很好的
平台。何宿最让人羡慕的是地理位置好。想要吃饭，下有众志堂，
上有善衡 can，都是几分钟就能到的。上课也非常方便，去康本或伍
何曼园，都是 3 到 5 分钟足够的，去本部也快。 

明华堂 
英文名称是 Ming Hua Tang。明华堂是崇基十宿之一，从何草平

台的一个角的楼梯走下来就到了。与华连堂遥相呼应。到学生食堂
众志堂的路程为两分钟，交通便利。宿舍与一九六五年建成，是崇
基最古老的宿舍之一，男女混宿。二三楼为男宿，四楼女宿。因为
是老宿舍，所以普遍房间和床都比其他宿舍要大很多。一楼 LOBBY
备有最新的报纸和杂志，包括 TIMES，the Economists 等等。除此之
外，还有冷柜，自动贩卖机。乒乓球桌，钢琴房，自习室也都一应
俱全。二三四楼都有很
大的厨房，想自己做饭
做饭做菜都非常方便。
最让的大家羡慕的就是
明华堂的气氛。因为本
身是小宿舍，总共只有
一百零几人，所以大家
都非常熟络，是个名副
其实的“没有陌生人的
舍堂”。在所有崇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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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宿舍中，也唯独明华堂是混宿，宿生会每个星期都会组织糖水会，
让整个宿舍的宿生有机会坐在一块儿聊天吹水。相信一来明华，就
不会想离开。 

五旬节会楼高座（五高） 

五旬节会楼低座（五低） 
英文名称是 Pentecostal Mission Hall Complex High/Low Block。五

高 低属 于 崇基 比较
受 欢迎 的 宿舍 ，相
对 来说 有 些难 申请
哦~其中高座为男女
混 宿， 低 座为 全女
宿 。五 高 的二 至五
层 是男 宿 ，六 至九
层 是女 宿 ，最 高的
几 层还 能 一览 吐露
湾 的美 景 ，让 其他
宿 舍艳 羡 不已 。五
高 、五 低 都有 九层
之高，并配备电梯，布局和设备都非常相似。两座宿舍共可提供宿
位约三百八十个，是崇基学院首间提供单人房间的学生宿舍，除了
双人房，还有三人房间，分房前记得想清楚自己想住多少人的房间
哦。五高低每层楼都有一个厨房（又称 pantry）和一个卫生间。厨

房配备齐全，烤箱、
冰箱、炉灶、微波
炉应有尽有。还有
温习室、琴房、洗
衣房、大客厅，让
宿舍像家一般舒适。
五高低的宿生会十
分贴心，不会过分
热情（当然还是很
热情滴），每年的
活动丰富多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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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生在感受到家的温暖的同时保有一份清静。也还时常有一层楼的
聚会，真的很有爱呢。五高低地处高地，居于善衡之上，所以去善
衡用餐极其方便。虽然去山下教学楼相较其他宿舍有一点远，但步
行穿过科学馆停车场到达本部十分快捷。五低与五高之间的穿梭电
梯利用率极高。俗话说的好:五高低，小团体，欢迎加入这个小团体！ 

神学楼 
英 文 名 称 是 Theology 

Building。神学楼简称“神楼”，是
一间比较特殊的宿舍，因为在神
楼大概一半的人是来自内地的学
神学的研究生，所以神楼是个非
常有爱的宿舍。住宿条件上说神
楼的宿舍比较旧而且非常之大，
可以说在安静的环境里看书是无
比愉悦的事。同时神楼位置不
错，上山爬一个一百多级的楼梯
就能到何工，虽然没有校巴可以
搭乘，但那幽静的环境是无与伦
比的。同时神楼也会组织很多的
活动，比方说中秋活动，春茗，
歌唱比赛，堂衣设计比赛等等，虽然神楼在很多比赛上比不过那些
大宿舍，但是舍监和全宿舍的人都会积极支持，即使比赛的最后一
名也会一起出去吃宵来增进宿生间的友谊。 

文质堂 
英文名称是 Wen Chih Tang。位于何草角落的文质堂，有极佳的

地理优势——上行可到善衡 CAN，下行可至众志堂、CC lib，同时极
近校巴站，是赶早堂的同学的必备良宿。与此同时文质堂作为一个
管理严格的女宿，十分安静安全，宿生会的风格也是文明安静的。
因此当考试周撞上傅杯，文质堂内仍是安静如斯的一块净土。但是
绝对无需担心文质因为是女宿而过于单调阴柔，糖水会和傅杯的时
候，我们就能见到崇基猛男的集中营，同时也是文质友宿的应林堂
帅哥啦。另一个值得炫耀的便是文质的海景自习室啦。位于顶层的
文质自习室，朝海一侧是整面的落地窗，学习辛苦之余在自习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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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吐露湾真是惬意极了。文质堂更有严格又慈祥的舍监大人。住
在文质就千万不要打窝蛇的主意，舍监大人一直致力保证我们文质
安全肃静。舍监大人的
厨艺也十分了得，每逢
节日文质的姐妹们就有
口福啦。文质欢迎你！ 

文林堂 
英文名称是 Wen Lin 

Tang。文林堂为男宿，
位于崇基校门外的大埔
公路边，是全中大唯一
一栋建在校外的学生宿
舍，也是全中大平均单间宿舍面积最大的宿舍。文林堂，共三层。G
层有全中大最大、厨具最齐全及备有多种调味品的厨房，以及一间
阅读室。大厅还设有兵乓球桌和钢琴。当然啦，男生少不了要打机
了，文林的打机设备也不赖。大厅内设有电视，并配有 Xbox 360，

PS3 及其对应的热门
游戏，基友们可以来
战个痛快。在一层，
有一家冠绝中大的文
林 百 佳 ， 加 上 设 于
lobby 的雪柜，各式
零食、饮料、雪糕，
一应俱全，价格便宜。
宿舍外面有一块空地，
还有一个烧烤摊位，
周末可以邀朋友来一

起烧烤，欢乐多多，不过记得之后要清理场地。每周四晚，文林都
会有糖水会，每次由两间房的宿生准备，届时一班男生吃喝玩乐，
好不痛快。其实呢，因为文林堂和华连堂是友宿，华连女仔也会时
不时来文林宿聚。文林堂人数虽少，但有活动宿生们总能全情参与。
文林堂多次获得舍音杯的冠军，傅杯上虽然人员不足，但也能享受
到运动和竞技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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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生舍堂六艺堂 
          学院于 1997 年 1 月成立走读生舍堂──六艺堂以照顾走读生
需要，旨在让走读生透过参与六艺堂举办的活动，彼此联络，建立
友谊，并从课余学习中培养出個人的品味及修养，协助堂友在德、
智、体、群、美各方面取得均衡发展。透过参与六艺堂举办的活

动，同学能一起参与
舍堂间的各类比赛， 
从中培养团结精神及
感受舍堂气氛。 

         此外，六艺堂位
於庞万伦学生中心三
楼的新会室于 2013
年 9 月正式开放，为
走读同学提供一个在
课余休息和相聚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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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美食 
崇基的餐厅数量毫无争

议的是各大书院之首，质量
也是公认的有保障。很多其
他书院的同学都会在闲暇时
间特地下山来崇基学院改善
伙食。所以身在崇基学院的
同学们有福了。每天从早上
开门到 11 点供应早点，11 点
至下午 2 点供应午餐，下午 2
点至晚上 5 点半供应下午
茶，5 点半之后供应晚餐。9 个在崇基范围的餐厅（众志堂，崇基教
职员餐厅，庞万伦餐厅，兰苑，李慧珍楼咖啡室，李慧珍楼清真餐
厅，Café 330，五高低之间的餐厅，大学教职员会所），一个烧烤场，
再加上近山近水的善衡餐厅、晨兴餐厅、李卓敏餐厅，大学站附近
的美心与唐记，一切任你食。 

众志堂 
众志堂是崇基最主要的学生餐厅，可以说是中大菜单最丰富、

性价比相当高的一家学生餐厅。正餐方面，酸辣肥牛米线是众志堂
的一大特色，也有丰富的炒饭可以选择，晚餐的小菜套餐量很足很

值得尝试。众志的早餐
无论西式中式都很推荐。
众志堂最特别的地方是
夜宵服务，这是除了本
部的女工服务社之外唯
一提供夜宵的地方，从
九点一直到凌晨两点，
与 邻 近 的 崇 基 图 书 馆
FINAL 期间的开放时间
一致，是温书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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