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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在致辭中表示：『我

們都是來自不同年代，但是為了一個共同的

嶺南人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與會嘉賓都有一

個共同點，就是嶺南的灰兒女，或是紅灰兒

女的親友。現代人都很忙，能夠在百忙中抽

空，出席一年一度嶺南大家庭的相聚，再次

感受這個大家庭的溫暖，彼此認識，互相交

流，讓年少的從學長身上體會那份重視嶺南

關係的情誼，亦讓年長的看到新一代的成

長，實在難能可貴。

嶺南同學日已於2011年11月27日假中環大會堂美心皇宮盛大舉行。今年大

會主題是「嶺南一家親」，同學會特走訪了15名離校多年的學長，暢談昔

年校園生活。是晚筵開45席，不同年代的學長濟濟一堂，述往思來，再加

上校友的精彩表現，場面十分熱鬧。

嶺南一切的人和事，我們的共同智慧和集體

回憶，它所帶來的啟發，令大家所產生的共

鳴，經過不斷的沉澱和累積，就是我們最珍

視的「嶺南精神」。一年一度的同學日便最

能夠展現出「紅灰之子兄弟親，團體團結如

星雲」的嶺南精神，希望大家今晚能盡享嶺

南情，更希望大家日後能藉著同學會舉辦的

其他活動，維繫嶺南情，延續嶺南情。』

2011年度同學日盛況2011年度同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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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席間除了邱宇傑學長父子的「魔幻一家親」

精采表演外，更加插了「嶺南歷史時光機」

，由不同年代的學長一起回憶〈那些年，我

們一起讀書的嶺南〉、分享〈同根‧共創〉

的點滴、暢談對〈嶺南精神〉的體會、並共

同祝福〈我們的同學會〉。

席間除了邱宇傑學長父子的「魔幻一家親」

今年晚會亦同時舉行了團體會員的入會儀

式，嶺南中學校友會、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

中學校友會、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校友會、嶺

南大學工商管理系舊生會，以及嶺南大學蒙

文偉樓東亞堂舊生會的代表，在一眾學長見

證下簽字，正式成為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的

團體會員，令同學會的規模更形壯大。

最後，本年度同學日聯歡晚會籌委會主席黃

華學長，與及2012年度同學日聯歡晚會籌委

會主席岑展文學長亦先後致詞，祝賀本年度

聯歡晚會完滿成功，更熱切地期望來年的同

學日能夠更盛大、更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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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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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早於六時許晚會已由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

學醒獅隊揭開序幕。三頭醒獅（喻意生生猛

猛）俯伏在嶺南會所。待嶺南會所主席羅世

傑學長、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

長以及壬辰年元宵花燈晚會籌委會主席黎元

淑學長分別為三頭醒獅開光點睛及摻花掛紅

後，鑼鼓聲即起時，隆隆鼓聲震天，吵吵鑼

聲撼地。醒獅隨着強勁的節拍，時而搖頭擺

腦，眨眼搔癢；時而龍騰虎躍，張口大咬，

採青贈興！為會所及所有在會所出入及工作

的人士祈福，瑞獅獻上祝福「生意興隆」及

「年年有餘」一對吉祥揮春。隨後各人品嚐

元宵湯丸及燒肉，以應佳節。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及嶺南會所合辦的壬辰年

元宵節花燈晚會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星期一)

晚七時(農曆正月十五)於中環嶺南會所舉行。

六時半，嘉賓、學長陸續到場。七時許，司

儀馬學嘉學長及余鍵恒學長一聲「財神到！

」，由嶺南會所主席羅世傑學長盛妝打扮的

財神，在運財童子的陪同下瞬眼間出現，向

各位在座的嘉賓及學長派發真金白銀的大利

是。而利是中有金龍者，更可獲「金龍利是

獎」禮品乙份。利是滿嶺南後又聽到「平原

廣闊，瞭近目前……」，全體合唱的嘹亮嶺

南校歌聲。羅世傑主席、李以力主席及黎元

淑主席分別致歡迎辭、祝酒及抽枱獎。

壬辰年元宵節花燈晚會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及嶺南會所合辦的壬辰年

元宵節花燈晚會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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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在一片歡樂聲中，晚宴經已開始。各人品嚐

新春喜慶的菜餚，如「年年好事大利」、「

花好月圓人壽」、「金雞報喜」、「福如東

海星君」、「一團和氣慶新春」、「鴻圖伊

麵」、「甜蜜元宵」及「黃金萬兩」。

期間亦同時欣賞扯鈴雙子的拋接球和球棒以

及扯鈴表演；軟骨奇人的軟骨功穿鋼環及穿

木筒表演；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學生陳

家成同學的「嶺南笛韻慶元宵」；林顯澤同

學及李嘉琪同學的「龍吟虎嘯頌佳節」歌唱

表演，都使在座嘉賓學長拍案叫絕，嘆為觀

止。

「猜燈謎」是每年元宵的傳統遊戲。今年邀

得嶺南會所司庫翁燦燐會計師為大會遊戲作

監督，並由韋基球學長致

送燈謎獎品予最準及最快

的六組勝出組別。

去年韓宗澤長及陳文達學長

均添丁，由關夏月明學長代

表大會致送添丁發財花燈予

上述兩位學長。

晚會的高潮一般都在幸運抽獎，今年得呂岳

枝學長、李錦祺學長、胡志偉學長、黃伯鏗

學長、蔡祖光學長、黎元淑學長、鄺婉樺學

長及關志信學長贊助，共有十一份獎品，另

有特別獎兩份，分別由會所主席羅世傑學長

送出的水晶祥龍擺設一件以及嶺南大學香港

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送出的德龍牌咖啡機

一部，得獎者餘慶未了，在「嶺南晚歌」的

歌聲中，相約明年元宵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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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2011年度榮譽院士頒授典禮：（前排左起）司庫王忠秣先生、
校董會副主席高靜芝女士、榮譽院士關志信先生、榮譽院士利子厚先生、
校董會主席陳智思先生、榮譽院士許雄先生、榮譽院士黃志光先生、
陳玉樹校長及（後排）嶺大管理高層。

黃志光先生代表所有榮譽院士向嶺大致謝。

他致辭時讚揚嶺南大學前身嶺南學院，是少

數於上世紀動盪的時局中，在香港把中國古

典學術傳承下去的私營專上學院之一。此

外，他又稱讚嶺南諸位前賢，孜孜不倦地為

母校作出無私的奉獻，確保嶺南學院獲得豐

厚的校產；又積極協助學院改革管治架構，

讓嶺南搬到這個環境優美的校園，並於1999

年獲得重新正名為大學。黃先生身為嶺南學

院的畢業生，認為「沒有任何禮物比這一份

更感珍貴。」

嶺南大學於2011年11月21日舉行

「2011年度榮譽院士頒授典禮」

，由嶺大校董會主席陳智思先生頒

授榮譽院士銜予四位傑出人士，以

表揚他們對本港教育及社會的卓越

貢獻，其芳名如下：

‧ 許雄先生　　　‧ 關志信先生

‧ 利子厚先生　　‧ 黃志光先生

嶺南大學2011年度

榮譽院士頒授典禮

龍年伊始，嶺南大學今天舉行新春

傳媒午宴，由陳玉樹校長率領大學

管理人員向傳媒朋友拜年，祝願大

家萬事勝意、新年進步。

嶺南大學舉行

新春傳媒午宴

午宴後，陳校長聯同多位大學管理人員帶領

傳媒參觀最近落成啟用的新教學大樓「郭少

明伉儷樓」及學生宿舍「黃浩川堂」。

(左起) 李經文
教授、陳增聲
教授、陳玉樹
校長及夏廸星
先生主持切燒
豬儀式。

2 0 1 2傳媒
新春團拜合
照。

「郭少明伉儷樓」
、「黃浩川堂」及
「伍絜宜堂」。

2 0 1 2傳媒
新春團拜合

嶺南大學舉行嶺南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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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特別為交流回港

的大使，於2012年2月8日

舉行嶺南教育機構大使分

嶺 南 教 育 機 構 於

2011 /12年度共委任

51位嶺南大學的學生

為嶺南教育機構大使，

其中37位大使更獲資

助參與海外或內地交流

一個學期。

嶺大校長陳玉樹教授致辭時表示，感謝嶺南

教育機構對嶺大的支持，讓一眾大使獲得財

政上的支持，並有機會到其他國家體驗是次

寶貴的人生經驗。嶺南教育機構主席陳斌博

士則表示，希望透過資助是項別具意義的交

流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出國學習，還望學生

能夠好好把握機會，開放自己與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士接觸和溝通，擴闊視野，並建立友

誼。他更期望在嶺南教育機構的支持下，嶺

大能不斷培育充滿活力及實力的嶺南新生

代，並能堅定地執行及體現「作育英才，服

務社會」的校訓。

分享晚會特別邀請

四位分別到了中國

內地、韓國、美國

及瑞典等地交流的

大使與大家分享了他

們當交換生的體驗，

當中更不乏有趣及發

人深省的分享，出席

大使們更即席把握機

會向各位來賓賜教，

分享晚會最後在一片歡

笑聲中結束。

嶺南教育機構大使分享晚會

享晚會，承蒙 嶺南教育機構主席陳斌博士、

榮譽主席唐天燊博士及一眾嶺南教育機構董

事撥冗蒞臨，嶺南教育機構大使分享他們到

中國內地、韓國、美國及瑞典等地的交流經

驗。

笑聲中結束。

紅灰心意籌款運動

嶺南大學藉著農曆新年舉辦了「紅灰

心意籌款運動」，特別設計了一款印

有「嶺南」書法字樣的利是封送給嶺

南人；祝願大家於新一年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同時亦為大學籌集善款，

以支持「學生海外及內地交流計劃獎

學金」及「學生宿舍獎學金」計劃。

是次籌款運動反應熱烈，

獲得校友鼎力支持，所有

捐款將幫助更多有經濟困

難之優秀學生完成住宿或到

海外交流的心願。如 閣下亦

有意支持嶺大的發展，歡迎到

網頁 http://www.ln.edu.hk/oiaaa/

development/donationform下載捐款

表格，所有捐款更可申請第六輪配

對基金，使嶺南雙倍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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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大學

其中30歲以下的年輕人的快樂指數為71.5，是

歷年最高，並媲美其他年齡組別的快樂指數。

此外，年輕人是各年齡組別中最認同「活在世

上十分有價值」的一群。女性的快樂指數也創

新高至73.6，遠勝男性的67.9。

此外，調查也問及有關快樂程度的四大決定

因素「LIFE」――即「關愛」（Love）、「智

慧」（Insight）、「堅毅」（Fortitude）及「

行 動」（Engagement）。今年「關愛」和「智

慧」的得分稍跌，「堅毅」的得分保持平穩，

而「行動」的得分則顯著上升（請參閱附錄的

表一）。「行動」 是指擁有清晰的人生目標，

爭取機會學習，並盡量發揮所長。過去四年

來，21至29歲年輕人的LIFE分數亦持續上升，

情況令人鼓舞（請參閱附錄的表二）。

「香港快樂指數調查2011」由嶺南大學公共政

策研究中心設計及進行，今年已是第七年。是

次調查於2011月14日至19日期間，以隨機抽樣

方式向821名21歲或以上的受訪者進行電話訪

問。

所有年齡受訪者均不滿政府施政

受 訪者對政府的施政普遍不滿。按照0至10分

的評核標準（0至4分為不滿意，6至10分為滿

意），所有年齡組別的受訪者對施政的評價偏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最新一期

「香港快樂指數調查」結果顯示，儘管

香港人普遍不滿政府施政、醫療服務水

平、及其他社會大環境，整體而言仍比

去年快樂。今年的快樂指數高達71.3

，是2005年開始進行有關調查以來的

第二高。

嶺南大學調查：
香港人七年來快樂指數第二高

低。其中50歲以上的 受訪者對施政狀況評價最

高，但滿意度僅錄得5.01。至於30至49歲及30

歲以下的受訪者，滿意度分別是4.43和4.52。

此外，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教育程度愈高，

對政府的施政愈不滿。不過，持有大學學位的

受訪者，滿意度比擁有非學位專上程度學歷的

受訪者稍高。

對政府派錢態度矛盾

不少香港市民似乎對政府派發6,000元的計劃

又愛又恨。雖然大部分受訪者均歡迎政府每年

繼續發放現金，但同時有接近八成的受訪者認

為，寧願見政府將派錢涉及的數百億元的資金

用作改善公共醫療服務。

對醫療服務尚算滿意

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市民對醫療服務普遍不滿

意。以6至10分為滿意算，他們對私營醫療服務

和公營服務的滿意度僅分別得5.75及5.67，遠低

於1996年的得分。

對於政府建議撥款500億元，再加上個人供款

設立自願醫療保障計劃，受訪者的支持度亦偏

低。其中54%受訪者認為，寧願政府將涉及款

項撥作改善公共醫療服務的經費。

何濼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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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大學

Douglas Robinson教授
暢談Harold Bloom與美國的
「理論戰爭」

11

嶺 南 大 學 英 文 系 唐 天 燊 講 座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D o u g l a s 

Robinson教授於2011年11月24日在其就職演講中，深

入探討耶魯大學英文系退休教授Harold Bloom於1994

年出版、極具爭議的著作《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Bloom因有意打破以地域區分文學體系的慣

例，把所有西方經典文學作品定義為一個類別而聞名。

Robinson教授在演講中，也談到過去數十年

來，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有關文學經典的激烈論

戰。

右派文學評論者認為，文學經典包括所有文學

成就卓著的偉大作品，自有其絕對和放諸四海

皆準的崇高價值。因此，評論者只須知悉這些

作品的偉大之處，並教導學生認識其優點即

可。

然而，左派評論者則認為，任何文學經典均傾

向反映當權者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價值觀；身為

左派評論者，必須質疑和顛覆這些價值，並將

那些文學成就不高的已故白人男作者剔除在

外，由女性和其他膚色的作者補上。那些已故

的白人男作者之所以能夠躋身經典之列，並非

因為他們本身的偉大，而是因為他們已死，是

白人，也是男 性，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設想。

生於1930年的Harold Bloom不想捲入這個爭

議，他一方面猛烈抨擊左派的思想，指摘年輕

的文學研究者討厭文學甚至「美學價值」，一

方面又嘗試迴避較早期的保守立場――即認為

經典文學作品是按照放諸四海皆準的美學價值

來衡量的，可是不太成功。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Bloom最有名的文學理

論著作包括《影響的焦慮》（1973）和《誤

讀的地圖》（1975）。他在這些作品中認為，

偉大作者的「力量」往往是作者本人創造出來

的幻象，因為他們非常焦慮不安，急於超越前

輩強大的影響。此外，他把這種後輩作者與前

輩的關係稱為「Agon」，即「戰鬥」；時至

今日，西方經典文學界仍沿用這個說法。他認

為，Agon是所有美學價值的根基。我們讚揚

某位偉大的作者，不是因為他擁有某種公認的

文學才華，而是因為他透過其作品，成功營造

了龐大的力量，令我們產生一種「戰鬥」的

幻覺，以為那位作者的確能夠媲美甚至超越前

人。Bloom這些主張很有說服力，但也引起了 

不少爭議。

Robinson教授十分認同Bloom在這兩部著作中提

出的文學研究方法，但也批評Bloom在《西方

正典》一書所流露的搖擺與矛盾，並探討他稱

之為文學批評的「身心學」――即我們怎樣以

感動為基礎，來研究文學和其他藝術形式。最

重要的是，Bloom一方面指摘左傾文學研究主

流為「怨恨學派」，即當代最受推崇的文學學

者，其實對文學的偉大之處恨之入骨，甚至因

為一些應該指摘的原 因，欲破除之而後快。怨

恨明顯是一種影響，而對Bloom影響深遠的德國

哲學家尼采早在十九世紀時，已在其《論道德

的系譜》（1886）中予以精闢透徹的 分析。此

外，Bloom和尼采一樣，也滿懷怨恨地抨擊與他

們意見相悖者的怨恨。Robinson教授藉討論尼

采和Bloom的怨恨，勾勒了「身心學」的文 學

研究方法。

嶺南大學英文系唐天燊講座教授
兼系主任Douglas Robinson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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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創院十年 課程縱橫並重

與您終生學習 終生成長

「終生學習、繼續發展」是嶺南大學持續

進修學院（LIFE）素來秉持的核心辦學

理念。成立於2001年7月，LIFE默耕耘

默十個寒暑，致力配合不同程度人士的需

要、理想與能力，積極開辦多項持續進修

課程。截至目前，已有近3萬名學生成功

從LIFE旗下的全日制或兼讀制課程肆業，

坐擁更高學歷，事業發展邁向新領域。

回首的LIFE自創立、成長至孕育他人的十年歷

程，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管理委員會主席兼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學術素質保證）陳增聲

教授表示，經過教與學團隊不斷自強去舊立

新，LIFE建立完善而優質的進修階梯，涵括基

礎文憑、應用學習課程、毅進計劃、證書、文

憑、專業文憑、學士及碩士課程，兼顧中三至

大學程度與及在職人士。

高增值產業是本地經濟根基，社會體系日新月

異，陳增聲教授明言今天的知識，已是明天的

歷史。若要早著先機迎合變化萬千的社會，必

需時刻吸收新思維、追求新知識。「LIFE針對

經濟發展趨勢，迎合人力市場需求，開拓不同

範疇的學科，教授各大支柱行業的服務知識與

專才技能；當中不少課程由LIFE與專業團體聯

辦，畢業學員可獲相關的專業資歷及認可，

增強職場優勢及競爭力。」陳教授補充，工商

碩士課程適合來自各行各業富經驗的工作者修

讀，掌握多元的商業理論，進一步深探最新理

論，運籌帷幄，晉身管理層人員行列。

十年來，LIFE銳意開辦多範疇課程，亦注重課

程深度，質量兼備，縱橫並重，推動本地持續

進修不遺餘力。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

院長馮培榮博士談及未來發展表示，適逢高中

新舊學制交替時期，由於持續教育與主流教育

融貫一體，彼此互相銜接，故LIFE開設基礎文

憑、應用學習課程及毅進文憑，並統一由青年

課程部門管理，優化現有的升學階梯。「為實

踐縱橫並重的教學願景，LIFE更不斷與海外及

內地的一流學府尋覓機會合辦新課程，為本地

學生提供更多元化及專業的課程。」

LIFE十年茁壯長成，陳教授與馮博士期待未來

十年，作育更多英才，助各人開展充滿學習樂

趣的人生旅程。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管理委員會主席兼嶺南

大學協理副校長（學術

素質保證）陳增聲教授

表示，教與學團隊不斷

自強去舊立新，建立完

善而優質的進修階梯，

適合不同學歷人士踏上

進修之路。

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

學院院長馮培榮博士談及

發展時指LIFE將實踐縱橫

並重的教學願景，並不斷

與海外一流學府尋覓機會

合辦新課程，提供更多元

化及專業的課程。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默耕耘默十個寒暑，致力配

合不同程度人士的需要、理想與能力，積極開辦多

項持續進修課程。截至目前，已有近3萬名學生從旗

下的全日制或兼讀制課程肆業，邁向新領域。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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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LIFE毅進畢業生 學業成績驕人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獎學金全場之冠

為表彰學生堅持不懈的學習精神，柏立基爵

士信託基金（基金）每年均資助通過遴選的

毅進計劃畢業生，鼓勵同學自強不息，回饋

社會。2010-11學年基金毅進計劃頒獎典體

日前（2012年1月11日）假教育局九龍塘教

育中心演講廳舉行，共52名嶺南大學持續進

修學院（LIFE）的毅進計劃畢業生憑藉驕人

的學術成績從芸芸學生中脫穎而出，獲頒獎

學金，令過往一年的努力得到肯定。

在2010/11學年，基金共向212名符合資格的

毅進畢業學員頒授獎金，當中來自LIFE的獲

獎人數估全體獲獎人數近四分之一，令一眾

到場支持的教職員們俱感到非常自豪。身兼

香港高等院校持續教育聯盟毅進計劃管理委

員會主席的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院

長馮培榮博士為各得獎者的表現大感欣慰，

並冀望各人修畢毅進計劃後，不會停止探求

學術知識，繼續沿升學階梯上爬獲取更高學

歷，發揮潛能，開創人生的一片晴天。

馮培榮博士於典禮致辭時表示，去年共有近

13,000人中五離校生及成人學生報讀毅進計

劃，引證著課程走至一個新高峰，亦見證著

課程孕育一批成功突破自己的學生。談及未

來發展藍圖，馮博士指出隨334學制推行，課

程改革事在必行：「委員會正以現行的毅進

計劃作藍本籌建新毅進文憑的框架，續以結

合學術知識與實務技能為核心價值，鞏固學

員的能力基礎，協助各人在升學或就業路上

走得更遠。」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於1961年成立，旨為從

事有社會價值的活動的個人或團體提供培訓

及教育資助。自2005／06學年開始，基金每

年向合符資格的毅進畢業學員頒發每位港幣

5,600元的補助金。

基金共向212名符合資格的毅進畢業學員頒授獎

金，當中來自LIFE的獲獎人數高達52人，包括紀

律部隊服務證書畢業生盧星如同學（上圖右）及

何嘉麗同學（下圖右），成績令人鼓舞。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於2010-11學年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獎學金頒獎典
體中，香港高等院校持續教育聯盟毅進計劃管理
委員會主席馮培榮博士表示，樂見毅各進計劃畢
業生發揮所長，攀至更高峰。

基金共向212名符合資格的毅進畢業學員頒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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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培育守法公民　彰顯法治精神

嶺大社區學院　基本法推廣活動2011圓滿落幕

多年來，香港人不但以默默辛勞的「獅子山精

神」打拚，亦遵法守紀，規行矩步，攜手共創

充滿公德的社會。為深化學生對《基本法》與

日常生活連繫的體會，於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

會贊助下，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學院）主辦為

期近8個月的「基本法推廣活動2011」，實踐

學院植根社區，回饋大眾的承諾。活動近日正

式落幕，學院並於2011年11月30日假嶺南大

學新教學大樓中庭舉行頒獎暨閉幕典禮。

典禮當日以「國‧法《基本法》學生辯論比

賽」總決賽作壓軸重頭環節。兩隊學生們組

成的隊伍過關斬將，晉身決賽，並就「激進

方法是否對香港民主發展有利」展開激辯。

雙方見解精闢，援引多宗實例增強說服力，

論點針鋒相對，最後反方隊伍技高一籌，獲

頒冠軍。

典禮緊接精彩的辯論環節正式開始。嶺南大

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院長馮培榮博士表

示，適逢辛亥革命百周年，本年度的推廣活

動顯得別具意義。回顧連串多元化的活動，

學院師生熱忱參與，達致推廣《基本法》的

宗旨，並成功啟迪各人的歸屬感及公民承擔

精神。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馮博士進一步闡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解他的看法：「法律並非純粹嚴刑重典，

立法、執法與守法三者互相緊扣，乃勾勒文

明社會框架不可或缺的元素。大公無私的執

法機關及奉公守法的市民，彼此信守法治精

神，方可共建和諧安居的環境，促進社會發

展，而《基本法》這憲制性文件，則彰顯法

律中祟高的法治精神。」

學院學生事務主任及學生輔導主任楊穎慧女

士總結時表示，活動踏入第三屆，內容更趨

多元化，除沿有的問答比賽、專題講座、攤

位遊戲設計比賽及辯論比賽外，本年新增辦

「從孫文到基本法體驗遊」及「拍出我天地

Snapshot比賽」；後者分為學院組及公開組賽

事，公開組由著名攝影師水禾田先生及嶺南

大學視覺研究系助理教授陸於平博士擔任評

審團，更獲來自多間大專院校的學生報名參

賽，使整項比賽生色不少。

嶺南大學視覺研究系助理教授陸於平博士（左）
頒發「拍出我天地Snapshot比賽」公開組冠軍予
簡容勝同學（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嶺南大學社區
學院於11月30
日舉辦基本法
推廣活動2011
頒獎禮暨閉幕
禮，並以辯論
比賽壓軸重頭
環節，吸引不
少師生及來賓
們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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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優先取錄計劃現正展開 副學位課程全面接受報名

CCLU 及 LIFE 的優先取錄計劃已於2012年2

月9日展開，學院旗下超過70個副學士、高級

文憑及文憑課程現正接受報名。課程涵蓋「人

文學」、「商學」、「社會科學」、「旅遊、

款待及康體活動」及「資訊科技及創意媒體」

五大範疇，理論與實踐並重，加上學院為學生

建立完善的升學階梯，助同學拾級而上。中

七、新學制中六、副學士先修、文憑及毅進計

劃畢業生務必把握機會，為前途作妥準備！

正值新舊學制的「雙軌年」，CCLU 及 LIFE

於2月至8月期間舉辦多個「升學資訊及家

長日」，內容包括升學諮詢、即場報名及面

試，既豐富而實用，與您攜手面對新學制，

迎接美好前程！「升學資訊及家長日」假屯

門嶺南大學及尖沙咀教學中心舉行，歡迎有

興趣人士預先網上登記。詳情請瀏覽學院

網頁www.LN.edu.hk/cc，或致電2616-8247

／2616-8274查詢。

CCLU 及 LIFE 的優先取錄計劃已於2012年2

月9日展開，學院旗下超過70個副學士、高級月9日展開，學院旗下超過70個副學士、高級月9日展開，學院旗下超過70個副學士、高級

文憑及文憑課程現正接受報名。課程涵蓋「人

五大範疇，理論與實踐並重，加上學院為學生

建立完善的升學階梯，助同學拾級而上。中

七、新學制中六、副學士先修、文憑及毅進計七、新學制中六、副學士先修、文憑及毅進計七、新學制中六、副學士先修、文憑及毅進計

嶺大社區學院副學士生 

獲頒香港財務會計協會獎學金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的商學（會計學）副學士二年

級生葉碧瑩同學學業表現優異，繼早前於校內獲

榮譽嘉許狀外，近日更衝出校園，獲香港財務會

計協會（HKIAAT）頒發獎學金，進一步肯定她

篤學求知的學習精神。

香港財務會計協會設立獎學金計劃多年，積極推動年

輕人透過考取AAT（認可財務會計員）資格晉身會計行

業。獎學金得獎同學可獲價值港幣9,130元的AAT考試、

專業評核 ( PA )及專業晉階考試( PBE )的首次註冊費及考

試或科目豁免費用。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的商學（會計學）副學士
二年級生葉碧瑩同學（圖右）攝於學院優異
學生表揚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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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嶺南學院、國際商學院舉行

龍年聯歡晚會

1月16日晚上，嶺南學院與國際商學院

新年聯歡晚會在珠江帝景稻香酒家舉

行，兩院的教職員工、退休教職工們歡

聚一堂，共同品嘗佳餚，欣賞精彩紛呈

的演出，在歡聲笑語中喜迎龍年年，氣

氛熱烈而歡樂。

晚會伊始，嶺南學院徐信忠院長、國際商學院吳

培冠副院長分別致新年賀詞，總結一年來取得的

成績，感謝教職工在過去一年的努力與付出，祝

願教職工們在龍年再度攜手共創輝煌。隨後，張

文彪書記致祝酒辭，他和徐信忠院長、吳培冠副

院長、周天芸副院長共同舉杯，祝福各位教職員

工身體健康、闔家歡樂，祝福學院不斷發展、鑄

就輝煌。

晚會現場

共同舉杯

聯歡晚會上的文藝表演可謂是高潮迭起、驚喜連

連。陽義南、錢錫紅老師老師擔任晚會主持。由

EDP教育中心的5名女老師表演的舞蹈“歡天喜

地＂拉開了文藝表演的序幕。

嶺南學院、國際商學院舉行

龍年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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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歡天喜地

隨後，2011年新入職的員工集體亮相，

以自己的方式介紹個人加入新集體之後

的感受。

新員工介 紹

在新生寶寶圖片展示環節，現場5位新晉爸爸媽

媽與觀眾們分享了各自的育兒感受，現場氣氛溫

馨感人。

新晉爸爸媽媽介紹育兒感受

晚會的抽獎環節，驚喜不斷，每一次大獎的

抽出，都引起了現場一陣陣歡呼。

排隊領取獎品

MBA教育中心精彩的情景劇“淩淩漆之女兒國＂

讓在場的教職工笑聲、掌聲不斷。國際商學院

的“珍藏美好的瞬間＂、 EDP 廖志蔚獨唱“長

街宴＂、 EMBA中心爵士舞“韓流來襲＂、學工

部“我相信＂等節目精彩紛呈，現場高潮迭起，

歡笑連連。

最後，晚會在院辦老師、領導的紅歌大合唱“愛

我中華＂“同一首歌＂的歌聲中圓滿結束。

抽獎環節

新員工介 紹

新晉爸爸媽媽介紹育兒感受

抽獎環節

排隊領取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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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本校233NT COY女童軍榮獲香港女童軍總會

頒發2010-2011年度「優秀女童軍隊伍」獎

項，實在可喜可賀！

「優秀女童軍隊伍」的榮銜，目的是表揚女

童軍隊伍在過去一年內有傑出表現。在行

政、活動、訓練等方面的評核之後，表現優

秀的隊伍才獲總會頒發榮譽綵帶，得獎的女

童軍更可獲發「優秀隊伍章」，配戴在制服

上的指定位置。

由此可見，要取得此項殊榮委實不易！在此

要感謝李成新校長、各負責領袖、老師及全

隊女童軍在過去一年所付出的努力！期望

11-12年度我們能夠再下一城！

女童軍榮獲「優秀隊伍」殊榮「優秀隊伍」殊榮

李成新博士頒授「優秀

女童軍隊伍」綵帶及獎

章予女童軍代表

來到香港大球場，

先來張大合照

本校童軍榮獲「優異旅團」殊榮

本校童軍團「新界地域南葵涌第三十六旅」

亦得到香港童軍總會頒發2011年度「優異

旅團」榮銜，以表揚童軍隊員過去一年在社

會服務、訓練、活動、個人成長方面均有傑

出成就；與女童軍同獲表揚，本校可說是雙

喜臨門。香港童軍總會頒發了「優異旅團」

榮譽綵帶，而獲獎童軍可配戴「優異旅團」

章。

過去一年，本校童軍的社會服務時數高達

2500小時，項目包括渣打馬拉松、毅行者

等國際比賽服務，而平日的訓練和集會活動

亦多姿多彩，當中包括野外露營、急救、遠

足、領導才能、船藝、山藝、航空知識等範

疇。童軍的多元化服務、訓練及活動，正好

配合334新高中學制中其他學習經歷，讓學生

得以全面發展。
童軍大會操優異旅團場外合照

2012渣打

馬拉松服

務十公里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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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獨唱組」

冠軍：李嘉琪 (6E)

亞軍：林顯澤 (6E)

季軍：彭  瑤 (3A)

「合唱組」

冠軍：楊麗霞、鄧清嵐 (6B)

亞軍：陳美如 (6C)，羅浩文 (6E)

季軍：凌嘉麗 (6D)，林顯澤 (6E)

「班際」

冠軍：6B

亞軍：7B

季軍：6C

最佳合作獎：6B 

最傑出台風獎：6C

音樂比賽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為了讓同學在台上有一個表現自我、發揮

潛能及互相比試的機會，音樂科在十二月

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音樂比賽，今年的主題是

「Magic Music Show」，希望讓同學透過參

與賽事，發揮演藝才華之餘，更可以提升自

信心。

今年的賽事，同學特別踴躍，以班際比賽尤

為激烈，畢業班同學在沉重的功課、考試壓

力之下，最後都做到了合作、團結及自信的

表現，實在令人讚賞。最後，校長李成新博

士應全體同學的盛情在台上引吭高歌，將現

場氣氛推到高峯，比賽在一片歡呼聲中圓滿

結束。

19

台上忘我地表演極盡視聽之娛

比賽結果：

全場氣氛熱烈，齊為表演者打氣

獨唱組冠軍

合唱

組冠軍

班際冠軍：6B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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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已

圓滿結束，一如往昔，本校分

別在不同的賽事中旗開得勝，

獲得兩冠、兩亞、三季的獎

項，除奪得了近百張優良及良

好獎狀（獲獎總人次平均高達

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外，更連

續八年在集誦項目中獲獎(六

冠兩亞)，實在是師生努力的

成果。

多年來，嶺鍾中銳意營造兩文

三語的學習環境，同學以朗誦

比賽作為學習的平台，每於參

賽前專注認真地練習、綵排，

培養了對朗誦藝術的鍾愛，並

以為校爭光為己任。在現今新

世代的香港，語文教育的重要

性已是不爭的事實，同學不但

從朗誦比賽中獲取佳績，更持

續在兩文三語的表現上得到充

分的提升，實令我校同寅深感

鼓舞。

嶺鍾中乘風破浪

――朗誦節持續獲獎

中文朗誦集誦隊

冠軍獲獎留影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統計表

班別 姓名 項  目 獎項

3A，3B 中學三、四年級女子詩詞集誦(粵語) 冠軍

1B 譚慧琦 中學一年級女子詩詞獨誦(粵語) 冠軍

2B 雷成發 中學二年級男子詩詞獨誦(粵語) 亞軍

3A 歐陽嘉璐 中學三年級女子詩詞獨誦(粵語) 亞軍

1A 徐美玲 中學一年級女子詩詞獨誦(粵語) 季軍

1A 阮韻怡 中學一年級女子詩詞獨誦(粵語) 季軍

7B
周芷熲

嚴蕙敏
中學五至七年級二人朗誦(粵語) 季軍

中文、英文及普通話組別總成績

參賽人次：101

獲優良獎狀人次：58，百分比： 57.4%

獲良好獎狀人次：38，百分比：37.6%

獲獎狀人次：95，百分比：94.1 %

朗誦比賽位列三甲獲獎同學與 

校長李成新博士和老師留影

中文朗誦集誦隊

冠軍獲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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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本屆陸運會於2011年11月29及30日假座荃灣

城門谷運動場舉行。在這兩天，同學們都全

情投入比賽當中，不單止運動員全力以赴，

看台上的觀眾亦熱烈地為同學打氣。最難忘

的一幕，是在班際接力賽進行時，所有畢業

班同學都到跑道邊吶喊助威，多年同窗的情

誼，盡顯於熱烈的喝采聲中，表現出團結一

致、互助互勉的精神。

兩日激烈的賽事，由師生家長接力賽及友校

接力賽將活動推向高潮。師生家長接力賽由

黃嘉俊師生隊獲得冠軍，楊健誠師生隊獲得

亞軍，周艷華師生隊獲得季軍，馮景華師生

隊獲得殿軍。

壓軸項目是四團的啦啦隊花式表演比賽，各

團啦啦隊員精彩的演出，贏得在場同學、嘉

賓及家長不少掌聲。

第三十屆陸運會圓滿閉幕

起跑一刻，全力以赴

各項賽事圓滿結束，本校十分榮幸邀得校監

潘國華先生在百忙中抽空蒞臨擔任主禮嘉

賓。潘校監致詞訓勉全校師生，並對今屆陸

運會大表讚賞。隨後潘校監頒發獎項予優勝

隊伍，計有灰團奪得男子團際全場冠軍，黃

團獲得女子團際全場冠軍及團際全場總冠

軍。至於啦啦隊比賽，亦由黃團囊括團區表

現冠軍及花式比賽冠軍兩大獎項。

一年一度的陸運會在閉幕禮後正式結束，同

學們都盼望來年的陸運會能夠早日到來。

21校監、校長與友校接力隊合照

啦啦隊氣氛熱烈

黃團囊括啦啦隊

冠軍
女子長跑顯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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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專題研習日

為了提升學生的研習能力及學習興趣，學校

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專題研

習日」，本年度的研習主題為「中國文化」

和「環境保育」，不同的學習領域為各級所

設計的活動項目如下：

同學經歷了一天的另類學習，儘管要忙於做報告，但不少同學事後都表示， 

很期待下一次專題研習日的來臨。

中一級 文化保育與承傳

中二級

認識粵劇文化

環保運動單車樂

適飲惜食

吳冠中――畫、舞、樂

創意科技

中三級

認識及保育中華白海豚之旅

香港漁民文化及地質公園的保育之旅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考察之旅

梅窩銀礦洞生態遊

參觀醫學博物館及香港科學館

中四級

西貢之旅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長洲生態遊

梅窩銀礦洞生態遊

太陽能應用製作

中五級

南丫島漁民文化之旅

参觀舊中環警署、監獄

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參觀香港交易所

校內研習

中六級
中國文化之旅講座及影片欣賞

校內研習

中七級
戶外參觀

校內研習

太陽能燒烤爐大功告成

中一級

中二級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三級

中五級

中六級

中七級

中六級

中七級

中六級

香港漁民文化及地質公園的保育之旅

同學一邊看說明，一邊做研習

同學用心地製作太陽能燒烤爐

同學在許願樹前玩魚洗

同學完成製成品後由老師試食評分

同學們一邊餵魚一邊拍攝

預備，一、二、三

同學對昆蟲館的展品

很感興趣

你知否這是長洲的甚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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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敬師周是本校學生會每年重點舉辦的活動，

深受師生歡迎。本年度敬師周活動多姿多

采，計有：家長送暖、午間點唱、心意咭設

計比賽、「花點心意」心意咭及紙花送贈活

動、敬師選舉等。而師生足球比賽及師生烹

飪比賽可說是本年度敬師周的亮點，原本安

排參賽名額分別只有4隊及6隊，然而最後報

名的隊伍數目大大超出預期，兩項比賽需加

設初賽或抽籤去決定參賽名單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敬師周其中一天適逢是

校長李成新博士的生日，本校師生亦花盡心

思為校長製造源源不絕的驚喜。學生們除了

在全校廣播中點唱生日歌外，據悉當天校長

收到多達5個由師生送上的生日蛋糕，而學生

會幹事更邀請了全校教職員於自製的生日咭

上寫上對校長的祝福，讓校長度過了一個難

忘又驚喜的生日。

其實，要建立深厚的師生情誼，並非一朝一

夕之事。透過敬師周活動的互動和合作，除

加強師生彼此之間的聯繫外，學生更可藉此

向老師表達謝意，使師生情誼，永遠洋溢於

校園當中。

師生情誼　洋溢嶺鍾中

學生會代表向校長送上生日祝福

敬師周決賽隊伍與校長於賽前合影

參賽同學向評判介紹菜式

美味菜式很快便會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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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衡怡學生學習面面觀　

延續衡怡多年的教學特色，今年我校教師仍以專業的精神和以學生為本的策略，舉

辦了多項新穎的教學活動，目的是在讓我們的學生去得更遠，看得更廣闊，經歷更

多元和深刻。在去得更遠方面，我們的同學在老師帶領下，既走入中國內地考察，

又東渡日本交流。此外，我們的同學透過跑進年宵市塲和參加校外電腦比賽，更多

接觸社會。在通識課堂內，老師致力令學生自由探索學習，發現未知的現實世界。

在我校教職員努力下，我們的學生在校門內外不斷經歷不一般的成長，為學生日後

踏上更高階的學習打下堅固的根基。

「今日Made in China」

深圳研習行

2011年12月21日，我校「資訊及通訊科技

科」為了讓學生見證三地資源互補的優勢，

中國各行業大型廠商及企業的現況，和大中

華產業的發展情況以及其在世界的地位和改

變，特別舉辦了「今日Made in China」深圳

研習行的考察之旅。這次活動讓學生親身感

受大中華地區企業如何高速與世界接軌，也

希望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擴闊眼界，做到

真正認識「Made in China」的概況。

   是次考察，由林偉興老師、鍾紹明老師及

廖英信老師領隊，參觀只有一河之隔的深

圳製造業及網站企業的發展。途中同學參觀

了聯創科技園及中國芒果網。在聯創科技園

中，整個廠房佔地甚廣，由十多幢建築大樓

組成，儼如一座功能齊全的城區，午餐安排

於廠房飯堂，讓學生感受在內地廠房進膳的

經驗。而在中國芒果網，學生更可親身走進

多層的辦公大樓，體驗服務全世界的網站企

業的龐大規模及管理架構。這個行程，令同

學大開眼界，對祖國的認識更深刻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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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成果豐碩」就是這一次由旅遊

科及地理科合辦的「日本九州考

察之旅」的最佳形容詞。中四及

中五修讀旅遊科及地理科的同學

在二月一日那天來到機場，然後

出發前往福岡參加這一次難忘旅

程。在六日的參觀學習過程中，

同學可以從釀酒廠、造船廠及製

鐵廠中了解到日本的工業發展進

程；在原爆紀念館中了解到戰爭

的可怕及和平的重要，並在阿

蘇火山和海地上感受到大自然

的震撼。另外，這次考察亦讓同學體驗到日本的生活和飲食文化，

亦給了各參加的同學一次應用課堂所學的機會。在旅程完結後，大家都依依不捨，

帶上機的，除了一份份的手信和紀念品外，最重要的是，帶走了課堂上學不到的經歷和體驗、

一段段難忘的回憶和真摯的友情。

日本探索之旅

商科學會較早前（1月17日至1月22日），於

將軍澳寶康公園年宵市場經營攤檔。是次活

動由本校同學和老師集資經營，再由中四級

商科同學主力籌劃和營運。

同學們經過連日來的努力，「噢！賣龍兒公

司」報捷！學生們不單取得實際和珍貴的經

營經驗，他們更利用籌集到的四千多元資

金，得到七千元以上營業額。為一眾投資者

取得新年財。由於市場反應佳，年廿九的午

夜來臨前，貨品已經全部售罄。

過程中同學將課堂理論實踐，學習商業社會

上的營運、市場策劃、銷售等，獲益良多。

龍年行大運，

同學就這樣走進了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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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至11月，香港城市大學舉辦

CityU-CS Robocode Contest 2011，以此鍛鍊

同學編寫程序的技巧。在比賽中，同學須編

寫電腦程式，讓機械人自動在螢幕上移動、

搜索及發炮攻擊其他敵人。

    

是屆比賽有80多隊參賽隊伍，比賽氣氛濃

烈。本校中五電腦科同學組成兩隊參加比

賽，在强手林立的情況下，最後在11月19日

的決賽中，我校5E 鄭頌希及5E羅廣全兩位同

學，在眾多對手中勇奪冠軍。而亞軍的獎項

也由我校5E王昊琅及S5E區家豪兩位同學奪

得。帶領兩組同學取得驕人成績的鄧智勇老

師，也榮膺最佳教練金獎。

通識科學習路 – 獨立專題研習之旅

CityU-CS Robocode 

Contest 2011

「獨立專題探究」是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校

本評核項目。對於不少同學來說，這可說是

一大挑戰。從擬定題目、研究目標、焦點問

題、製訂研究方法、搜集一手數據，以至最

終撰寫探究報告，過程並非一朝一夕的事。

要完成報告，除了需要同學們對所選的議題

有一定興趣外，敏銳的觸覺和毅力也是不可

或缺的。讓我們看看其中兩位同學的經驗。

獨立專題探究進入擬題的階段，我校通識科

的鄺老師要求學生先草擬探究題目及計劃

書。其中，李祖欣同學和林晞汶兩位同學的

獨立專題探究內容全面，收集資料和數據的

方法多元化，對相關問題表達出獨到見解。

早在預備階段他們早已搜集了不少背景資

料，向鄺老師解釋選擇該探究題目的原因及

探究方向。雖然初步預備的資料沙石頗多，

但兩位同學能主動提出自己的看法及問題，

期望獲得更多意見加以改進，如此學習態

度已是成功的開端。及後，兩位同學利用小

息、午膳時間主動約見老師，查問探究方向

有否偏差，爭取機會修訂探究方法，實是「

積極學習」的典範。

兩位同學探究報告的研究方式均須進行實地

考察及問卷調查，其中林晞汶同學的報告須

親往將軍澳堆填區附近的私人屋苑進行訪

問，約見環保團體的代表獲取更多一手資

料；李祖欣同學則翻查了不少時事節目及報

章，搜集有關被領匯收購後商場的資料，更

前往商場，與商場店舖的負責人進行訪問。

這些探究過程全由同學們親自策劃及執行，

是同學「自學」及「自我管理」的成果。

「獨立專題探究」除了讓同學獲取公開試校

本評核的分數外，更重要的是訓練同學如何

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這些經

驗實非日常課業或測驗所能獲得。



27

院校近況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兩

位同學的IES題目及初

步結論是甚麼。林晞

汶同學IES 的題目是《

探討現時將軍澳居民對堆填區的看法及如何

影響他們環保意識》。完成探究後，她發現

堆填區為將軍澳居民帶來了不少問題及負面

影響，使居民的生活質素下降，所以部份居

民對堆填區都抱不滿的態度及看法。另一方

面，將軍澳居民因接觸不同媒體而有不同的

方法去處理和減少廢物，大部分居民都會以

自備購物袋等方法去減少廢物，只有小部分

居民不會以任何方法去減少廢物。而且，多

數居民都認為與政府攜手合作，從源頭着

手，才能減少廢物量。另外，當將軍澳居民

越接近堆填區時，對該堆填區的認知便會越

深，亦會更留意相關的資訊，其環保意識亦

會較強。

年學校的教學活動溶入了不少新思維，走進了不少全新領域。在新高中課程

要求下，我校老師更着重帶領學生走出課室，鼓勵學生把課堂所學到的在現

實環境中實踐應用。在這種教學相長的環境中，我們作為老師的，委實受益

不淺。在這個注重創新和創意的世紀，我校老師和學生將在未來的日子，透

過更多載滿創意的學習活動一起成長，迎接未來。

結語

至於李祖欣同學IES 的題目是《探討領匯管理

的小西灣廣場能否為小西灣居民提供優質的

購物體驗》。根據她的調查所得，領匯管理

的小西灣廣場能為小西灣居民提升生活素質

和提供優質的購物體驗。在小西灣廣場的環

境方面，領匯分別於2007年及2009年進行兩

次大規模翻新廣場的工程，讓居民在購物時

享有更舒適的購物環境，而重整店舖組合和

提升廣場的環境質素也有助活化社區。但小

西灣廣場的大型連鎖商店較小型商店的數目

為多，使居民的購物選擇欠缺多元化，但已

經較由房委會管理時為多，因此，領匯管理

的小西灣廣場能增加滿足居民日常生活的購

物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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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感想

完成IES的感想 – S. 6A林晞汶

通識教育科中的獨立專題研習（IES）佔公

開試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我而言，IES這一

研習為我上了寶貴的一課。的確，在完成

IES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但亦令我學懂

一些實用的技巧。

在完成IES的過程中，我所遇到的困難大多

來自問卷調查及人物訪談，由於問卷調查

的人數為100人，我獨自一人作100人的訪

問，實在感到十分吃力，耗費不少時間。

加上，因為訪談的對象為環保機構職員，

故需提早與職員相約訪談時間，並需擬定

訪問時所需的問題，這些都為我帶來了一

定程度的困難。不過，本校老師亦為我提

供了不少援助，如多次與我商討問卷的目

標及訪問時問題的設定方向等。

雖然我在進行整個IES的過程中遇上不少

困難，但當中的過程亦令我獲益良多，如

做文字報告時學會了如何有效地處理大量

數據和資料，並將其製成圖表進行匯報工

作、在訪問的過程中亦提升了我的訪談技

巧等，故我認為完成IES的這一經驗，想必

會為我日後的學習及工作生活帶來幫助。

完成IES

的感想 - 

S . 6B 

李祖欣

作為一名小西灣居民，小西灣廣場是我經

常購買生活所需的地方，實在與我的生活

息息相關。所以，我希望能透過此專題研

究，探討經領匯管理的小西灣廣場能否提

升居民的生活素質及提供優質的購物體

驗。

在搜集一些領匯的背景資料時，雖然所搜

集的資料大部份對領匯有著負面的評價，

但分析過後，我才發現領匯在管理公共屋

邨商場上亦有較房委會優勝的一面。因

此，此專題研究也讓我明白到凡事不應只

盡信一方所說，而是需要透過自己親身的

觀察和思考，方能作出判斷。

整體來說，我認為這份專題研究有一定參

考價值，因為研究能夠反映出領匯管理小

西灣廣場的優點和不足之處。若領匯能夠

改善其不足之處，以及在旗下的公共屋邨

商場保持其優勢，除了小西灣居民外，其

他的公屋居民亦會享有更優質的購物體

驗。

作為一名小西灣居民，小西灣廣場是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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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中學陸運會健兒創佳績

本校第43屆陸運會於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八日及十六日假小西灣運動場舉

行。校監羅世傑醫生、校友會會長陳

卓文先生及家長教師會代表李關河先

生亦到場支持同學。同學踴躍參與各

項比賽，勇於嘗試本屆新增之賽事，

包括標槍、三千長跑等，同學仍能全

力以赴，努力完成比賽，實踐體育精

神，更刷新十七項大會紀錄，成績斐然，令

人鼓舞。看台上的同學為一眾健兒打氣，互

相勉勵。四社啦啦隊比賽更為陸運會帶來更

熱烈的氣氛，紅社、灰社、藍社和綠社盡顯

創意和合作精神，為大家送上精彩絕倫的表

演，充滿活力的灰社奪得啦啦隊比賽冠軍。

最後，眾嘉賓為大會頒發各個獎項，各制服

團隊抖擻精神，在步操管樂隊的樂聲中，紅

十字會隊員主持降旗儀式，本屆陸運會在一

片歡樂聲中結束。

校監羅世傑醫生及校友會會長陳卓文先生頒獎給

社際4x100米的得獎者

校長頒獎給師生接力賽得獎者

副校長李鳳蘭老師頒獎給啦啦隊比賽冠軍灰社

各組別全場冠軍

1 男子甲組 藍社  五善班 鄭義樺

2 男子乙組
灰社  三愛班 林讚傑

紅社  四真班 林澤成

3 男子丙組 藍社  一真班 鄭浩正

4 女子甲組 綠社  五信班 奚笑琪

5 女子乙組 綠社  四望班 李洋筠

6 女子丙組 藍社  二愛班 陳家賢

破大會紀錄名單

1 男子甲組1500米冠軍 六善班 黃世凱

2 男子甲組社際4X100 藍社

3 女子甲組100米跨欄 五信班 奚笑琪

4 女子甲組200米 五信班 奚笑琪

5 女子乙組200米 四望班 李洋筠

6 女子乙組800米 (冠軍) 三信班 譚君妍

7 女子乙組800米 (亞軍) 四善班 王秋瑛

8 女子乙組800米 (季軍) 三望班 何頌忻

9 女子甲組鉛球 (冠軍) 七信班 曾文意

10 女子甲組鉛球 (亞軍) 五善班 區可盈

11 女子甲組鉛球 (季軍) 六望班 陳彥彤

12 女子乙組鉛球 (冠軍) 四望班 李洋筠

13 女子乙組鉛球 (亞軍) 四善班 謝靖羚

14 女子乙組鉛球 (季軍) 四望班 王皓蕎

15 女子乙組社際4X100 綠社

16 女子甲組社際4X400 灰社

17 女子乙組社際4X400 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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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四日帶領同學參與由國民教育中心主辦的內

地交流計劃「探究中英街歷史文化之旅」。

王劍昌老師(領隊)、羅裕明老師、陳詠詩老

師、黃剛老師帶同三十六位同學透過親身體

驗，認識中英街「一街兩制」的獨特歷史文

化及中國近代史；同學更有機會參與國際體

育盛事－「2011年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讓學生瞭解當代中國的發展及國際地位。

認識祖國　放眼世界
「探究中英街歷史文化之旅」

嶺南中學

參與同學感想

一信班  陳鴻同學

我懷著興奮和期待的心情去中

英街。街道兩旁的大樹飄落姹

紫嫣紅的花朵，十分美麗。我

們參觀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宏

偉肅穆的建築物裏記載著中英

街的故事，使我大開眼界。博

物館附近聞名於世的警世鐘，

候軍先生在鐘身上撰寫的鐘名

記敘了中英街割佔、抗爭、變

遷、發展和回歸的一百年來

的歷史。我們別小看路旁的中

英街界碑，因為日本侵佔香港

的時候，以阻礙交通為名拔除

中英街三至七號界碑，它們見

證了日本侵華的歷史，讓我們

汲取歷史教訓，建設和平的社

會。這次中英街之探究之旅，

讓我更深入了解中國和香港的

歷史，體驗「讀萬卷書」和「

行萬里路」的重要性，令我獲

益良多。

二信班  周穎儀

這次深圳的文化之旅令我

最印象深刻的，是中英

街博物館，這裏讓我了解

到中英街的文化背景和歷

史，然後老師們帶我們去

實地考察，沿路看到中英

街的界碑，讓我知道何謂

「一街兩制」。

三信班  袁皓鈞同學

很感謝嶺南中學給予我們這一次遊歷中英街的機會。

這次旅程令我大開眼界，體會中港兩地之間的文化交

流。沿途的商店內各式各樣的商品，中西合璧。參觀

不同的歷史建築物也令我更清楚了解當時香港與深圳

分界立碑的意義，令我增廣見聞。希望同學能夠更深

入了解本土歷史，加強對香港的歸屬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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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區第二組學界籃球決賽已

於十二月三日在灣仔修頓體育

館舉行，本校師生上下一心，

全力支持球賽，校長、副校

長、體育科主任等教師以及過

百位同學組成啦啦隊，到場為

球隊打氣，本校舊生黃嘉樂亦

仗義領軍協助球隊奪標。

恭賀本校籃球隊勇奪學界冠軍

當日的比賽過程相當激烈，兩校的啦啦隊打

氣聲此起彼落。由於本校籃球隊球員表現緊

張，於上半場發揮未如理想，往往有誤傳等

失誤情況出現，到場支持的師生亦感憂心，

更於半場時落後於對手。興幸於中場休息

時，黃師兄為各隊員的心理作出調整，再加

上在場師生的鼎力支持，

各隊員漸能於後面的階段發揮應有水準，更

於第三節時追成較接近的分數。而且在第四

節比賽中，各隊員未有因反超前而鬆懈，他

們都能按照大師兄黃嘉樂的精心部署而進

攻。最終本校籃球隊以49比38奪得冠軍，

隊員包括有7H陳德寶、7F孫俊賢、6T陳錦

燦、6G胡家楠、6G盧曉語、6A黃展朗、6A

曾憲燐、6A林昭文、5L吳冠陞、5G陳俊

琳、5F朱浩天、5A鍾富傑、4L陳啟希。賽後

各隊員都興奮地與到場支持他們的老師及同

學拍照留念，並衷心感謝他們的支持。

是次比賽中可見嶺南中學同學面對逆境仍然

永不放棄的精神，全力以赴，才可取得如此

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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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1日至22日

歡迎各位蒞臨參觀嶺南中學開放日



32

院校近況 嶺南中學

本人為嶺南中學中七學生陳柏熹，作為九十

後的我不愛電玩，反而愛上了傳統藝術 ――

摺紙。

 

我由六年前開始摺紙，不過人大了, 比較喜歡

活動於摺紙教育方面。早前於十一月份，接

受香港理工大學邀請，舉辦一系列摺紙藝術

的課程。第一期課程（共四堂）已於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五日順利完成，並獲得學員高度

讚賞。大學方面亦再邀請本人於五月份再舉

行第二期課程。在此感謝香港理工大學，讓

我有機會推動摺紙教育，承傳摺紙文化，貢

獻社會。近年摺紙藝術在香港漸受重視，希

望香港政府以後能夠增撥更多資源予協助藝

術團體發展。

積極推廣摺紙文化 

陳柏熹同學

Lesson One (11/11) :
Origami Dynamic
- Flipping Bird
- Kissing Lips
- Kissing Fish

Lesson Two (18/11) :Origami Animals
- Rabbit
- Panda

Lesson Three (25/11) :Christmas Origami Decorations- Christmas Tree
- Santa Old Man
- Lucky Star

Lesson Four (2/12) :
New Year & Valentines Day- Omega Star
- Tangerine
- Heart Ring

陳柏熹同學個人網頁：http://kadechan.blogspot.com

 

理大摺紙工作坊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Origami Workshop

Tutor : Chan Pak Hei , Kade          Vice-tutor : Jasmin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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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年度得獎名單 (截至2012年2月)

2011年香港島優秀學生(初中組) 四望班  李洋筠

東區優秀學生 六美班  孫詠彤

2011至2012年度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六美班  鄧婉芝

五信班　龔文尉

傑出青年協會及教育局主辦  

第一屆「明日領袖獎」

學長會總隊長

五信班　楊麗珊

2011-2012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80分以上)

二人朗誦（粵語） 五信班 趙可婷

二人朗誦（粵語） 五望班 賴慧妍

詩詞獨誦（普通話） 五信班 吳映欣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三信班 謝嘉莉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三信班 蔡心霓

散文獨誦（普通話） 三信班 蘇倩菱

詩詞獨誦（普通話） 一信班 林潔瑩

二人朗誦（粵語） 五信班 施雅瑤

二人朗誦（粵語） 五信班 龔文尉

散文獨誦（普通話） 四信班 金振碩

散文獨誦（粵語） 一信班 穆映蓁

詩詞獨誦（普通話） 二信班 羅銘佩

散文獨誦（普通話） 二信班 吳小紅

散文獨誦（普通話） 二信班 梁倩華

散文獨誦（普通話） 二信班 王文軒

歌詞朗誦（粵語） 五望班 趙軒伶

詩詞獨誦（粵語） 一信班 馮詠文

詩詞獨誦（粵語） 四真班 莫曉欣

散文獨誦（普通話） 二信班 金振學

散文獨誦（粵語） 三信班 蘇倩菱

詩詞獨誦（普通話） 五信班 鄺沅琪

詩詞獨誦（粵語） 五信班 張倩婷

基督教經文朗誦 一愛班 梁可盈

63rd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2011-2012)

Choral Speaking: Non-Open 三望班

2nd Place 三信班 謝嘉莉

Merit 一信班 劉明玉

Merit 一信班 李雅蕎

Merit 一望班 馮鈺霞

Merit 一望班 羅穎詩

Merit 一望班 李嘉慧

Merit 一望班  梁穎瑤

Merit 一望班  蘇芷游

Merit 一望班  曾鳳美婷

Merit 一愛班  梁可盈

Merit 二信班  張禮靖

Merit 二信班  崔詠嘉

Merit 二信班  梁倩華

Merit 二信班  羅希琳

Merit 三望班  何頌忻

Merit 三望班  崔嘉欣

Merit 四信班  林曉晞

Merit 四信班  余雪芬

Merit 四善班  謝靖羚

Merit 五信班  吳映欣

Merit 五望班  何卓盈

Merit 五望班  駱詩朗

Merit 六真班  鍾翠儀

Merit 六真班  陳巧媛

Merit 六真班  鄧曉晴

Merit 六美班  鄭洛怡

Merit 六美班  鄧婉芝

Merit 二信班  蔡家豪

Merit 三望班  吳子軒

Merit 五信班  何政衡

Merit 五信班  李浩文

Merit 五信班  曾浩輝

屈臣氏香港

運動員獎 

(2011/2012)

六美班  孫詠彤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教育局合辦

學界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

香港島第二組

冠軍

七信班  孫俊賢

七望班  陳德寶

六美班  曾慶燐

六美班  林昭文

六美班  黃展朗

六真班  陳錦燦

六善班  胡家楠

六善班  盧曉語

五美班  鍾富傑

五信班  朱浩天

五愛班  吳冠陛

四愛班  陳啟希

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合辦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13-14歲組

50米捷泳
季軍 三望班  洪文謙

4X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三望班  洪文謙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13-14歲組

50米蝶泳
冠軍 三望班  洪文謙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教育局合辦

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50米蝶泳
季軍 三望班  洪文謙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教育局合辦

水陸兩項鐵人比賽

中學男子14歲以上組
亞軍 五美班  許家圻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及

啟域發展中心主辦

2011年全港青少年雜耍

大賽

初級拋擲組 冠軍 二愛班  林嘉富

公開組隊際賽 季軍
二愛班

曾俊輝  林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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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校首次參加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辦，教育局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協辦的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並獲「關愛校園」榮譽。本校自1922年創校以來，一直

本基督的大愛精神，配合「低壓力，高效能」的高質素教學，培育莘莘學子。這

次獲獎，證明本校的教育理念得到社會大眾人士的肯定，讓我們更有信心堅守理

念，繼續為學生、教師及家長營造關愛的校園文化，讓學生在關愛的校園及社會

能健康地成長。現將有關計劃簡述如下：

(１)　信念（Belief）

本校一向本基督精神，有教無類，以愛心教

育學生。自1992年便推行優質的小班活動教

學；近年更推行雙班主任制，積極及全面關

顧學生的學習及成長需要，故學生的潛能容

易被發掘。事實上，本校一向鼓勵學生自願

參加不同的比賽，所有學生在小學階段均有

機會參加校內外不同比賽，發揮潛能，以增

強自信。

嶺南小學「關愛滿校園」

Care 培養學生留意身邊事，關愛他人的精神；

Appreciation 培養學生欣賞別人，感恩包容的精神；

Respect 培養學生公德，並從年齡、性別、膚色、種族等方面尊重別人。

Engagement 鼓勵學生身體力行，以行動實踐關愛別人的精神。

去年開始，本校推行名為「CARE」的校本德育計劃，著重：

The CARE Project

梁家裕獲傑出運動員獎 陳韻晴獲第九屆香港兒童棋院盃

圍棋公開賽兒童組季軍

韓天悅獲港島地域

優秀女童軍獎

郭灃霆獲優秀

小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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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領導（Leadership）

本校為一所小規模學校，學校組織精簡，著

重建立師生密切而融洽的正面關係。有關計

劃主要由訓輔組、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推行，並配合

家長教師聯誼會、地區長

者中心、宣明會等協作組

織，全校積極參與。

劃主要由訓輔組、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推行，並配合

家長教師聯誼會、地區長

者中心、宣明會等協作組

織，全校積極參與。

「嶺南小學長者學苑」中

心代表、家長及師生，出

席嶺大服務研習處春茗

家長教師聯誼會委員

1. 小就是美

本校座落港島東

半 山 ， 環 境 優

美；而且一向推

行小班教學，現

時全校共六班，每班人數約

為20人，

師生比例非常理想，而且老師注重

與學生溝通，師生關係非常融洽。

2. 推行雙班主任制

每班由兩位班主任，並定期與家長舉行家長

會，保持密切溝通。

3. 優質家課政策

課堂活動多元化而具效能；並著重家課質

素，不作無意義的操練，亦不購買坊間學科

補充練習，鼓勵學生在課餘發展自己的興

趣。

4. 家長積極投入，支援師生

本校家長教師聯誼會成立至今14年，一向非

常積極籌劃家校活動。

時全校共六班，每班人數約時全校共六班，每班人數約
嶺南小學

校舍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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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援（Support）

本校有關支援學生、家長、老師的具體計劃施行簡介如下：

A. 學生方面

a. 結合“聖靈果

子“設計週訓講

座主題

以九個“聖靈果

子 “ 為 可 信 核

心 ， 透 過 週 訓

講座及其所配合的活

動和課業，鼓勵學生、學校及家長三方的積

極參與，使學生能對有關的德育主題得以內

化，從而培養我們的孩子成為一個有正確價

值觀的好公民。

b. 推行多項獎勵計劃，表揚學生在學業、品

行、活動、服務和個人自理等各方面之優良

表現，藉此鼓勵學生進

一步發揮潛能，並建立

正面價值觀。

c. 成立不同服務團隊

本校設有多個服務團

隊，如：風紀隊、榮

譽生、幼童軍、防疫大

B. 家長和教師方面

a.  家校合作，加強溝通

－ 積極協助本校家長教師聯誼會活動，加強

家校溝通。

－ 推行親子伴讀計劃，促進親子關係。

－ 成立家長愛心義工隊。

－ 每學期舉行一次家長日，安排中、英、數

科任面見家長，加深雙方對學生的瞭解。

b. 推行優質家課政策，關顧學習差異，並為

家長及教師製造與孩子溝通的空間。 

－貫徹「低壓力，高效能」的宗旨，推行優

質家課政策，不作無謂操練，減低功課壓

力，增加親子時間。

－ 為內地新來港學生設立適應期，容許他們

用簡體字做課業和測考。

－ 為非華語學生設計適應課程，安排高年級

學生或同班同學伴讀。

講座及其所配合的活

表現，藉此鼓勵學生進

一步發揮潛能，並建立

正面價值觀。

c. 

本校設有多個服務團

隊，如：風紀隊、榮

譽生、幼童軍、防疫大

警民關係組郭主任

到校主持講座

四年級獲秩序比賽冠軍

使、長者學苑義工及各科服務大使等。以鼓

勵學生身體力行服務他人，啟發他們的領導

才能；培養自律及服務精神。

d.  「一人一利是」助養內地學童計劃

－ 培養學生關愛精神，明白“施比受更為有

福“的道理。

－鼓勵學生捐出“利是錢“，透過宣明會捐助

內地貧困山區的失學兒童，重獲上學機會。

－學生透過書信與受助兒童聯絡，藉此表達對

受助人的關心，並了解受助人的生活情況。

風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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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享（Sharing）

a.  善用社區資源，加強社區聯繫

－ 成立「嶺南小學長者學苑」，與灣仔區：

樂善堂陳黎掌嬌敬老康樂中心和聖雅各福群

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緊密聯繫，一起協辦

不同活動，如“長幼喜迎春＂丶“長者食儀

班＂丶“長者電腦班＂等多項別具意義的活

動，促進長幼共融。

b. 加強與中學和幼稚園合作

－ 與同一教育機構轄下的學校，如嶺南衡怡

中學和嶺南幼稚園等加強合作，促進了解。

c. 舊生回饋母校，關愛學弟學妹

－ 邀請畢業同學回校分享升中選校心得。

－ 參與學校大型活動，如聖誕慶祝會等，協

助推行活動。

d.  成立家長愛心義工隊

－ 協助學校推行大型活動，如：聖誕慶祝會

丶畢業禮等。

－ 發揮家長專長，協辦活動。

本校在此感謝各位學校持分者的支持與鼓勵，本校上下將繼續努力，

為本校師生、家長，以致社區人士，營造一個真正的「關愛校園」。

舊生回校協助包圖書 沈老師教幼稚園生學普通話

家長義工於學校開放日担任導賞工作

愛心家長義工隊

長者教學生包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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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社消息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東山台校舍前身於20年

前是嶺南教育機構旗下嶺南小學學生宿舍，

嶺南教育機構因應社會上對有質素的幼兒教

育需求甚大，所以有計劃將宿舍樓宇改辦幼

兒園及幼稚園，並邀請到在幼兒教育界富有

盛名的趙鈞鴻校監領導我們。

趙校監一直無私奉獻、親力親為指導我們，

將嶺南幼兒教育推動成為有獨特優雅氣質的

理想幼兒教育，在此感謝趙校監的領導。

趙鈞鴻博士於1992年創辦嶺南幼稚園、幼兒

園，她以「愛心」教育幼兒，她的功德享譽

幼兒教育界，在2001年獲頒全港首位幼兒教

育家獎，實至名歸。趙博士不辭勞苦、事事

親力親為，為我們示範如何教導幼兒、且循

循善誘教育我們如何做一位好老師，我們敬

佩的趙博士，在此我們衷心謝謝您！多謝您

帶領我們二十年。

由於陸趙鈞鴻校監因任期屆滿，2011年10月

起嶺南教育機構委任校董林麗冰博士接任幼

稚園、幼兒園校監一職，然而趙博士仍然是

我們的校董，一直與我們同行，她與林校監

攜手帶領我們進入新校園，感謝林校監肩負

重任帶領我們秉承趙博士的幼教精神，繼續

由愛心出發、啟發幼兒思維、潛能而提供優

質的幼兒教育。

承先啟後──感謝陸趙鈞鴻博士 承先啟後──感謝陸趙鈞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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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嶺南同學會

早在1958年那個時候，洛杉磯已經有很多嶺南同

學，如後來創立國泰銀行的程達民和胡國棟學長、

雙鳳餅家的陳鳳儔學長、開會計行的張喜洲學長等

等，曾在華埠北曉街 (North Hill Street) 樂觀園酒

家 (Grand View Garden) 的二樓，租了一個柏文 

(apartment) ，作為紅灰兒女暇時出入的聚腳點。

十年之後，到了1968年，那個時候嶺南同學

更多，除了上述那幾位學長之外，活躍熱心

的有凌家達、徐京華、陸景文、沈培英、凌

宏琛、李樹滋、潘志洪、陳英明等學長。凌

家達學長有見同學日益眾多，遂倡議以股份

方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向同學們集資，蓄

備了頭款，隨即購買目前的會所物業。如今

同學會已經清還貸款，而且會所上出租與住

客，每月略有盈餘。

同學會的活動頗多，每週三有二十多人，風

雨不改的在蒙特利市 (Monterey Park) 海皇翠

亨邨大酒樓茗茶吃點心，與及午餐的攻打四

方城。除此之外，其他定期的活動如下：

（一） 每年在春節後的第一個週末，全體

同學都回到會所作新春大團拜，全部食品免

費，間中有同學捐出金豬一隻，並有溫瞻瓊

夫人調製的芝麻糊。

（二） 團拜之後，便是春茗，每年都在翠亨

邨設宴，與同學們共慶新春。

洛杉磯嶺南同學會
今年的職員表

顧　問：徐京華、陸景文、梅雪華、
　　　　鄭國宣、呂錫基
會　所：蔡德榮
副會長：司徒昱、謝秀楠
財　政：陳惠雄
文　書：陳力孝
總　務：郭炳湛
職　員：文華東、林琳、程國清

（三） 到了六、七月份，便是午間同學日聚

聚餐之前，往往有七、八十人參加，很是熱

鬧。

（四） 到了聖誕節的時候，我們與培正同學

會、真光同學會、培道同學會、培同學會及

協和同學一同舉辦一年一度的「基督教六校

聖誕聯歡會」。

除了這些定期活動，不定期的活動布一、二

天的遠足；七、八天的遊船河等等，一班同

學聚在一塊兒，樂也融融。時而香港或多倫

多有同學到訪，大家一同共用晚餐；時而三

藩市嶺南同學會邀請我們北上參加他們的同

學日聯歡會。

尚有一項活動值得一提，就是同學會每年都

會接待美國嶺南基金會保送來六位年青人「

陳榮捷學者」。這些年青人都是從香港嶺南

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和中山大學百

中選一的高材生，被送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去學者不牟利機構的運作。這些學生離鄉

背井遠赴異鄉求學，我們所能做到的，便是

讓他（她）們認識一下海外華人的生活，參

予我們的團體活動。

承先啟後──感謝陸趙鈞鴻博士 承先啟後──感謝陸趙鈞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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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庶馬蹄甘筍螺頭煲豬腱

蒜茸開邊蒸中蝦

紅酒東坡肉伴黃金豆腐

冬筍乾煏黑草羊

菜遠炒龍躉球

蒜香風沙雞

杞子上湯浸豆苗

瓦罉臘味油鴨飯

椰香南瓜露湯丸

會所理事試食會 2011年11月14日

翁燦燐學長 主催
嶺南會所，經常安

排更新各項設備工程。前有牆

紙、照明燈，近有廚房地台工程。又因

應會員要求，羅世傑主席送出兩台高清電視安

裝於12樓樓供各會友邊聚餐邊欣賞節目。

理事依然努力為會所菜譜作出貢獻，每月兩次試食會經常加入新

菜式，以便一眾會友可以嚐試新味。2011年11月14日翁燦燐學長有

紅酒東坡肉伴香口黃金豆腐。2011年11月28日李以力學長試食會有

豉椒炒象拔蚌仔及花膠花菇橔雙鴿。2012年1月9日年近歲晚，潘國華

學長安排了豐盛菜肴招待學長們。而2012年1月30日則是壬辰年初八

開年宴，黃應康學長預早訂下花旗參竹絲鷄湯、豉油皇煎海中蝦，

還有應節好巿發財五福齌，甜品更打孖上，有蓮蓉布甸及椰汁南瓜

露湯丸，認真有心思。2012年2月13日梁松聲學長試食會適逢情

人節期間，筵席上有燕翼情貴妃，大紅蕃茄雕花上置蟹肉燕

窩。2012年2月27日伍步剛學長試食會慣常備脆皮燒肉倫

教糕，雲腿桂魚卷伴海苔冬筍，屬新嚐試，18位來賓

讚不絕口。

花膠花菇燉雙鴿

蒜茸開邊蒸中蝦

清蒸大紅蟹

豉椒炒象拔蚌仔

清蒸臘腸班兩條

脆皮炸子雞

清炒短度菜遠

瓦罉臘味油鴨飯

蛋白杏仁茶湯丸

會所理事試食會 2011年11月28日

李以力學長 主催

香煎腐皮卷

花旗參燉竹絲雞

豉油皇煎海中蝦

鎮江焗肉排伴饅頭

雲腿生魚卷

琥珀嶺南一口牛銀芽底

好事發財五福齋

紅燒脆皮乳鴿五隻

上湯水餃　瑤柱蛋白炒飯

椰汁南瓜露湯丸　大金滿堂

會所理事試食會 2012年1月30日

黃應康學長 主催

瑤柱蓮藕牛爽腩湯

燕翼情貴妃

蒜茸粉絲蒸聖子皇

潮式蒸鷹鯧魚

椰汁金瓜荔芋煲

清炒短度菜遠

脆皮炸子雞

荷葉籠仔糕蟹飯

蛋白杏仁茶湯丸

會所理事試食會 2012年2月13日

梁松聲學長 主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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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中環黃金地段的嶺南會所，甚得會友捧場，午膳飯聚、

晚宴聚餐，會所應接不暇。各位會員皆知曉行情，早早預

訂，遲來向隅者請多見諒。

會所午飯時段備有六款套餐供會員自選，有湯、有餸、有

油菜、有飯；另配小盅蒸水蛋或醎蛋半隻，每位HK$60免加

一。餸菜每日更新，以迎合經常光臨的會員口味。

會員若相約朋友到會所午膳，則備有8款經濟小菜供選擇，

每款HK$50，飯錢每位HK$10，茶巾HK$5，另加一服務費。

會所理事試食會 2011年11月14日

翁燦燐學長 主催

鵠社40年情聚會所

30多位學友試美食
一班四十年前有緣於香港嶺南求學的校友，雖多年為前途各

處地球一隅，仍一直保持緊密聯系，除了緬懷四年相處情

誼，亦多得互聯網的極速發展，做就了互通訊息的頻仍。這

是1976年畢業的鵠社同學的寫照，也是許多嶺南級社同學的

寫照。

鵠社陳聲利同學與定居加拿大的幾位同學提議組織一個40年

晚宴聚餐，相約於2011年11月26日，地點選了中環嶺南會

所。而翌日2011年11月27日適逢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日聚餐晚

宴的好日子。由生活於香港的鄧妙玲、羅宇平、關愛蓮、譚

端蓮、李仕傑、陳學謙等負責籌備工作。陳聲利約定了加拿

大的許桂寶、朱素娟及楊淑青回港赴會。

久別重聚，各位同學決定帶備舊日珍貴相片及各人的生活

照，以豐富是晚暢談四十年來各自的生活點滴。李玉如、廖

達頤、楊淑香、程嘉齡、羅宇平、許桂寶、譚端蓮、陳錦蘭

同學果然信守承諾，搜集了多份珍貴舊照片。另劉經練同學

負責買備嶺南大學T恤等等紀念品。離校40年的約會來得饒有

意義。

會所午膳套餐日日新口味

級社聚餐樂融融

勵社鄭顯基學長春茗聚餐
各級社並經常筵開數席，約聚聯歡飲宴。壬辰年2012年2月

25日勵社(1949年)鄭顯基學長就訂了六圍菜與舊銀行同事春

茗聚餐。

淮杞山瑞煲烏雞

油泡帶子鮮螺片

酥炸美國生蠔

骨香鯧魚球

五福海參柱脯鵝掌花菇芥膽

冬筍干煏黑草羊

脆皮炸子雞

清炒短度菜遠

瓦罉臘味油鴨飯

蛋白杏仁茶湯丸

會所理事試食會 2012年1月9日

潘國華學長 主催

會所理事試食會 2012年1月30日

黃應康學長 主催

1976年鵠社同學聚餐中環嶺南會所。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有限公司編印
LINGN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HK) LTD.

香港德輔道中二十五號安樂園大廈十二字樓

12th Floor, On Lok Yuen Building, 25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K.
Tel: (852) 2522 3339 ; (852) 2522 3340      Fax: (852) 2522 4007
網址 Website: www.LUAA.hk


	178_2-44_for web.pdf
	178_cover_for w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