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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宇是聯合書院畢業生，主修社工；張綺蓮入讀崇基
學院時主修社會學，後轉讀社工，二人同於 1968 年畢業。他
們因代表兩間書院的天主教同學會組織聯會幹事會而相識，
在參與中發展感情，然後結為夫婦。

張綺蓮是第六屆幹事會的副會長，上任後隨即負責成立
社會服務組，並擔任組長，對外方面她代表聯會參加學聯的
第二屆專上學生研討會。李啟宇在當選為第六屆會長之前，
於第五屆幹事會出任司庫一職，之後繼續參與第七屆幹事
會，擔當名譽副會長。IMCS 亞洲區秘書處在 69 年就「亞洲
處境下的基督徒學生」開展一項研究計劃，其時剛畢業的李
啟宇是參與研究的訪問團員之一。

李
啟 
宇 66-67

張
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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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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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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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梵二之風促進合一

香港中文大學早於 1963 年隨三院合併而成立，但在六十年代，馬料

水校園內只有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校舍仍設於港島般咸道。同為中大學

生的李啟宇和張綺蓮，因而經歷過相當不同的校園生活。崇基獨特的基

督教背景，給張綺蓮留下深刻的記憶。

張　我們那個是提倡合一的年代，即是後大公會議的時代。因為崇基是

基督教背景的學校，我們當年的崇基天主教同學會，是個地下組

織。所謂地下組織，就是不被承認，即不是學生會的屬會。雖然我

們因而沒有資助，但崇基給予我們不少支持。

我們當年逢星期五是要守齋的，我們天主教同學會在星期五便有個

聚餐，即是午飯時間的一個聚會。此外有些祈禱聚會，余理謙神父

會來，崇基會借教堂給我們。我們辦合一活動的時候，就在教堂裏

面，跟基督教的那些學生團體一起做合一運動。

我們組織上不受學生會承認，反而令我們很團結，因為有守齋，另

外我們有唸玫瑰經和唱聖詩等。我跟高一班的唐福雄及低一班的范

浩泉也很熟絡，正是因為有星期五的守齋聚餐和玫瑰經祈禱。

李　聯合呢，當時有位關寧安神父，他在教英文，是英文系的負責人。

因為他是教授，又在那裏工作，他自己辦理的便沒有人干涉，所以

我們所有活動都很順利，借地方又好，辦甚麼活動也好，都完全沒

有遭受阻撓或者阻礙的情況。

依我所記得，當時基本上每間大專院校都有天主教同學會，不只是

港大、中大，還有珠海、廣大書院等都有。那時覺得，大家不如聚

在一起吧，組成一個聯會。於是每個天主教同學會便派出代表，他

們大多會派會長出來，但又是不一定的。大家派代表走在一起，就

成了一個聯會，稱為「天主教大專聯會」。

活動上，憑記憶可以說有幾方面，宗教當然是主要的，此外就是社

會服務和康樂，也有些普通教育性的活動。由於聯會基本上是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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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組織，那份參與對我宗教信仰方面的成長當然很有幫助，即是對

於《聖經》的認識、對禮儀的熟習等。

雖然在校園內處境各有不同，在教會內李啟宇亦感受到梵二所帶來

的影響：「當時大公會議的影響相當緊要，即是開始散播合一觀念，不

要太劃清界線。」翻閱當年的《公教報》，與合一相關的活動報道與討

論撰文，的確相當豐富。

由李啟宇和張綺蓮領導的聯會第六屆幹事會，不但聯同公教大學校

友會（Pax Romana）與基督教大專公社和大專學生基督徒團契聯合會

（SCM）首度合辦「合一音樂會」和「合一研討會」，更邀請牧師和基

督教人士擔任聯會顧問，以表達團體對梵二要求天主教徒向基督新教開

放的重視。

送贈給會員的手冊，內容包括聯會
會章、聯會與各院校天主教同學會
的幹事名單，以及會員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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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跨校合作而來的啟發與個人轉變

在談崇基天主教同學會在校園內不被承認的問題時，張綺蓮記起自

己曾經代表聯會出席一個學界研討會，在會上提出了該問題。

張　那一年我代表聯會出席一個研討會，在港大舉行，而且是在裏面住

宿的。這是整個專上學聯的活動，每間學院派代表去，聯合由許冠

文代表出席，而我是代表天主教大專聯會，因為那時我做副會長。

我在會上談了崇基一事，有人回應說：「OK！我跟進！」後來怎樣

我並不知道，只是我畢業離開時我們還是不獲承認的，聽說後來有

得到承認。1

這活動就是第二屆專上學生研討會，舉行於 1966 年  12 月  26-29 日，

主題為「學生會的任務、組織和工作」，校園內學生結社與推行活動受

壓抑或干預的問題成為討論之列。對於壓抑問題，研討會提出了數個解

決辦法，其中一點是「設法消除政府及社會人士對官立及私立大專學生

之界限觀念，及不平等待遇。」2 李啟宇分享在跨院校參與和合作中所獲

得的啟發與成長時，跟這一點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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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聯會跟其他宗教合作，也與其他院校合作。我記得當時大學與大專

是分得很清礎的，即是得到政府承認、有政府津貼的，便好巴閉 

（很了不起）。當年最巴閉的就是港大，然後就是中大，浸會已經

行埋一邊少少。其他如珠海、廣大那些更加不用說，利瑪竇書院這

類說得俗一點，簡直是不入流。

因為參加聯會，對這些觀念上的轉變十分明顯。我發覺，其實大家

都是大專的教育，大家都是香港的青年，應該同樣地關心香港的情

況，大家應該是很容易聚在一起做事的。所以當時在這些方面，即

是一種所謂歧視的觀念，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改進。那是很大的改

變，形成一個很不一樣的看法，就是：「都是人一個。」既然同是

大學生、大專生，為何不多想想如何合作呢？我個人覺得，這方面

的成長十分重要。

六七動盪中的天主教大專聯會

第六屆幹事會上任還不到半年，聯會便前所未有地面對社會的動盪

及其所帶來的挑戰。1967 年  5 月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適

逢中國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命，加上殖民地管治下日積月累的社會矛盾，

演變成由左派主導的大規模暴動，並持續至年底方告平息。

李　關於「六七」，有很多東西可以說，當時很多事情發生得很快、很

急，立刻就要有所回應。

那時我們用九龍華仁的其中一間房，用來做審計的會址，也會在那

裏開會。當時我們是一些所謂一腔熱血的青年，對那時候的問題愈

討論就愈仔細，愈討論便愈關心，所以大家很積極地開會，很多時

會議開得很久，開到很晚，因為要看看如何回應社會上這麼大的

事。

1	 根據《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年刊	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崇基天主
教同學會	1968-69	年度的幹事會爭取到校方的妥協，正式註冊為學
生會的屬會。

2	 〈第二屆專上學生研討會聯合公報〉，《學聯報》，1967	年	1 	月	
20	日，第	4-5	版。©2022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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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暑期社會服務之西貢水陸居民調查

由促進合一，到服務社會，至回應時局，李啟宇和張綺蓮都認為
信仰是他們背後的推動力。兩位領導聯會的這一年，正值左派以工運為
名，民族主義為實，發動「反英抗暴」運動，一個建基於信仰的國際視
野，正好幫助聯會同學超越以中國人為中心的觀點和自身的國族背景，
去作出分析和行動。

我們從李啟宇和張綺蓮口中獲知當年的聯會幹事因著時局而開會討
論至深宵，感受到學生迫切要回應社會動盪所懷的熱情，以及啟發自這
信仰團體的一些社會性思考。這一一呼應著唐福雄所說：「到李啟宇和
范浩泉，我覺得就是聯會開始起飛的時候。」

當我們以為這屆聯會同學的深刻記憶只有六七暴動時，二人的分享
使這時期的聯會形象更見豐富與立體。在那一年間，聯會內生出了兩個
新小組——社會服務組和時事委員會。我們還發現，其實早在暴動之前，
聯會同學與其他專上學生領袖已在一同探索其身分與社會責任。隨著專
上學生研討會的創辦，社會意識在學界萌芽，參與其中的天主教大專聯
會自然受到啟發與影響，成為其日後學生運動走向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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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68：成立及轉型前奏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在平靜的校園生活裏，以最基本的組織，聯繫

各大專院校的公教同學，透過團體活動培養彼此的信仰生活。到了 1967 年 

 5 月，一股巨浪湧進香港社會，處身其中的聯會同學同受衝擊，為這幼嫩

的公教學生團體來說，既是挑戰，也是轉捩點。

在剛起步的六年間，適逢教會改革的潮流，因著神師的帶動、在學

界中的參與及社會服務的投入，聯會的活動種類、內部組織與對外聯繫

等，都在穩步發展。

梵二大公會議——教會新氣象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由教宗若望廿三世在  1962 年召開，於  65 年 

12 月  8 日在教宗保祿六世主持下閉幕。是次大公會議為天主教會帶來重大

的改革，以回應現代世界的種種問題。全球各地教會無論在會議期間，

抑或在會議結束之後，均熱烈討論、學習和研究會議的一切，尤其是最

後的會議成果。

香港教區也不例外。時任首牧白英奇（Lorenzo Bianchi）主教 65 年 

12 月從羅馬回港後，即指出香港教會要學習大公會議文件，其中首要的

是《教會憲章》。1 與此同時，聯會的姊妹團體公教大學校友會就率先舉

辦講座，研討《教會憲章》。2

在 62 年成立的聯會，寄居於九龍華仁書院，以屬會代表制運作，為

各校天主教同學會提供相聚和交流的平台，在第三屆會長唐福雄口中是

個「細小圈子」。他憶述那時的情況說：「很著重大家是天主教的大專

同學，有機會聯誼，互相了解，是一件好事情。我們因此在社交方面有

少少活動，一年有一次避靜，在靈修方面得到一點滋養。」從歷史文件

中亦可見，聯會最初主要組織旅行、舉辦公望彌撒和避靜等，並公映默

劇以作福傳和籌募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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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英奇主教返港指示教民	 響應公會議決議	 首先須學習文件〉，
《公教報》，1965	年	12	月	17	日，第	12	版。

2	 〈天主教大專校友會主辦	 教會憲章講座	 大受信眾歡迎〉，《公教
報》，1965	年	12	月	17	日，第	12	版。

3	 〈寫在天主教大專聯會五週年〉，《公教報》，1967	年	4	月	21	日，
第	10	版。

4	 〈天主教大專聯會假長洲辦夏令營〉，《公教報》，1966	年	7	月	15	
日，第	8	版。

5	 〈寫在天主教大專聯會五週年〉。
6	 〈天主教大專聯會假華仁舉辦講座〉，《公教報》，1966	年	12	月	
2	日，第	10	版。

當聯會踏入第五個年頭，其面貌開始有所改變，這改變明顯與梵二

息息相關。在一篇〈寫在天主教大專聯會五週年〉的文章裏，聯會談論

其過去、現在與未來。文中分享團體的最新發展時，提及新設的「研究

小組」，「讓大專學生能夠利用一星期的時間，研究天主教要理。去年

七月，在風雨交逼下舉行研究『教會憲章』。」3

這研究小組就是在  66 年首次舉辦的夏令營，4 翌年再度舉行，研習

《教友傳教法令》。文章如此描述那個第一次：「雖然開始有些失措，

雖然我們缺乏經驗，但，無可否認，去年的研究組是成功的。本年，我

們亦舉辦研究小組，題目是『有關宗徒工作的規條』。」5

聯會在 66 年 11 月公望彌撒前舉辦的講座，也為學習和討論大公會議

憲章，三個講題為「天主的子民」、「教友的地位和使命」及「宗教自

由宣言」。6 在這短短一年間的活動，讓我們見到當時聯會同學正在積極

迎接教會更新改革的風氣，尤其重視回應現代世界的部分。

一
九
六
六
年
夏
令
營
，

研
習
︽
教
會
憲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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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會響應梵二，在這階段裏一方面是文獻的研習，另一方面就是合

一的實踐，正如張綺蓮所說，那個是合一的年代。

李啟宇在一篇寫於 67 年的簡介聯會文章中提到：「目前本會與基督

教大專聯會有密切之聯繫，經常互派代表參加雙方之活動，今年五月十

五日更與之合辦音樂晚會，籌措合一運動基金，希望雙方之諒解得以加

深。」7 同年他們在合一的促進上還有另一創舉，就是以教會的青年領袖

為對象，舉辦「合一研討會」。8

這些聯繫與合作促進聯會成立「合一組」，除進一步推動信仰生活

的交流，更發展至領袖培訓、學運探討，以及社會服務的領域，成為日

後基督徒學生運動的基礎。

社會服務——愛近人的表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香港社會處於百廢待興之際，國共內戰再

度爆發，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以致貧窮問題嚴重，民眾生活苦不堪言。

香港天主教會在戰後積極回應人們的需要，由生活救濟到醫療，然後開

展教育。香港教會在服務貧窮人方面，於六十年代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經

驗。

至於香港大專學界，學生對社會問題開始有所回應，可追溯至 1963 

年。當年一群學生不忍木屋區居民遭政府徙置上山，便協助搬遷及建

路。這扶助弱小及勞動服務的善舉獲得不少掌聲，有志於服務人的學生

遂組成「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成為首個走出象牙塔的大專生組織，

並啟發各院校及校際團體成立性質相似的社會服務隊。9

聯會成立之時，雖然未有社會的面向，但本著基督的仁愛和教會濟

貧慰苦的精神，其對人的關懷，尤其是貧苦者，在成立初期已可見。最

早的方式，是在  64 年成立的「獎助學金計劃」，資金主要募集自電影義

映和默劇公演，以「幫助清貧的大專同學完成學業」10，而幫助對象並不

分宗教、性別與國籍。

聯會對人的關懷，不久便由同學之間的幫助延展至社區的層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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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啟宇：〈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簡介〉，《港九大專同學會成立十
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大專同學會，1967），頁	8-9。

8	 〈首屆合一研討會假青年中心舉行〉，《公教報》，1967	年	8	月	
4	日，第	8	版。

9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出版
社，1983），頁	11-12。

10	 編者：〈前言〉，《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成立特刊》，1964	年，頁	1。
11	 "Social	 Service	 Group	 Formed	 in	 Hong	 Kong	 Federation	
Catholic	Students",	Sunday	Examiner,	12	May	1967.

66 年開始組織暑期社會服務。第六屆幹事上任後隨即籌組「社會服務

組」，策劃和推行多項服務工作。第七屆會長范浩泉正是由參與社會服

務開始認識聯會，從他口中我們得知那時聯會的社會服務組相當強大，

除了暑期社會服務活動，亦有長期的社區服務工作，例如「兒童會」，

可見公教同學們的積極參與。

一篇介紹社會服務組的文章刊於 67  年  5 月  12 日的英文公教報，文首

引用梵二文獻《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的首句：「我們這時代的

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

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隨後寫道：「聯會把此話牢記

於心，尤其自去年夏天開始，一直致力對香港社會周遭有需要和受苦的

人表達關懷。」

由此可見，聯會服務社會的推動力，既來自教會關貧扶弱的傳統，

也受梵二精神所影響。加上暑期社會服務的體驗，同學有感聯會應建

立永久性的結構，好讓同學能夠藉以表達他們的社會意識及對近人的關

懷。11

1967	年探訪
聖保祿孤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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