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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 圖輯

1922年鍾榮光博士派遣司徒衛校長到香港

開辦小學，目的是招引學生回廣州接受優

質中學及大學教育。其後時局變化，嶺南

教育在港延續。嶺南教育機構創立於1969

年，統籌嶺南學院，三間中學，小學暨幼

稚園幼兒園的事務。經過九十年的努力和

與時並進日新無已的演變，嶺南在香港已

發展成一涵括由幼兒學前教育至大學博雅

教育的完善教育體系。

嶺南大學復校45周年 圖輯

1967年9月，嶺南校友在香港成立嶺南書

院有限公司籌辦嶺南書院，開始了嶺南大

學復校的第一步。 嶺南校友以十年時間建

立了一所頗具規模的專上學院，為此後的

發展打下了堅固的基礎。1998年，嶺南獲

得自我評審資格，並於1999年正名為嶺南

大學，為香港以至鄰近地區提供多元化的

優質大學教育。

「嶺南一家親」

自去年起，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新增主題 

「嶺南一家親」，希望嘉賓校友歡聚的同

時，感受到嶺南人之間的人情味，並發掘

有意思的嶺南人物及故事。

 

今年再接再厲，同學日為離開多年的校友

（10周年、20周年、30周年、40周年及以

上）表示祝賀；並透過親身訪問當中的數

十名校友，了解嶺南人之間的親情──一

起拼搏的同伴、真摯友誼、互相扶持、提

攜後輩、回饋母校……受訪校友在輕鬆的

氣氛中暢所欲言，回憶〈那些年，我們一

起讀書的嶺南〉、分享〈同根，共創〉、

談及〈嶺南精神〉、一同祝福〈我們的同

學會〉……訪問的內容很豐富，可惜本專

輯篇幅有限，只可以節錄部份重點，期待

稍後再詳細刊登。

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3



4

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 圖輯
(1922－2012)

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 圖輯

香港嶺南分校於布津活

台正式創校，司徒衛先

生出任校長。

1922 1923

《香港嶺南分校簡章》為暫見

嶺南教育在港最早文献，原件

由劉有章學長珍藏，復本現存

於屯門嶺大思源閣。

遷往跑馬地鳳輝台。

鳳輝台時期，嶺南小學全校合影。第三排左一為司徒衛校長，

右二為郭甘棠老師。

嶺南教育在港首個校名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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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最早期的司徒拔道校舍。 鍾榮光校長親臨司徒拔道校園向學生致訓。

1933

購入司徒拔道14萬平方呎土地及樓宇為永久

校址，命名為嶺南大學附屬第二小學。

鍾校長致校董親筆函。

1940

(上)舊校門內望：下園亭和二宿舍。

(下)司徒拔道校園舊貌：噴水池和石雞，背景為二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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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 圖輯

19451941

香港淪陷，校園被日軍佔領，大學

及附中遷往粵北地區，繼續上課。

戰爭結束，嶺南大學及附中

返回廣州復課。

1946

四、五十年代的校園。

1948

戰後擴建之新校舍，上層為禮堂和教員室，

下層為課室。

1950

校董會註冊為不牟利教育機構。

香港私立嶺南中學校董會印。

1953

嶺南會所成立，初設於德

輔道中康年銀行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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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嶺南通訊第一期出版，附圖為司徒衛

校長題字原稿，橫直式各一。

嶺南通訊第一期書影 。

1955 1956

嶺南中學擴建高中部，得到

何明華會督來函支持。

仲安堂啟鑰典禮來賓行列，

最前者為陳應鴻主席（右）

及羅文錦爵士（左）。

建築中的仲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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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 圖輯

1957 1960

10月，舉行畫展籌款，司徒衛校長

陪同嘉賓參觀。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香港分會

註冊成立。

嶺南中學擴建校舍籌款畫展埸刊書影。

1964

開辦「嶺南同學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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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嶺南書院成立，自

此，嶺南教育乃由小

學、中學而至專上，

成為一完整之體系。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請柬。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紀念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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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 圖輯

1969

益友堂命名揭幕留影。

光前堂奠基禮。

光前堂落成揭幕。

1974

外形酷似聯合國總部的嶺南

學院主樓──愛華堂。

1976

秀樑堂落成啟用，中學部擴班。

1978

開辦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校舍位於葵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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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用作外籍教授宿舍的銘衍堂。

1983

嶺南大會堂揭幕。

1988

百周年活動盛況報導。

嶺南大學創立百周年紀念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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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 圖輯

1991

3月，嶺南學院通過「香港學術評審局」的評審；7

月，納入「教資會」資助範圍；9月，開設首兩項

榮譽學士學位課程。

1992

嶺南學院條例獲立法局通過，政府批出

屯門虎地地段興建新校園。同年，開辦

嶺南幼稚園及幼兒園。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新校園。

1995

嶺南學院屯門新校舍

落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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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新校園。

1997

嶺南大學創立110年慶祝

活動活動。

1998 1999

嶺南大學正名典禮。

嶺南中學遷往杏花邨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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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 圖輯

嶺南中學新校舍揭幕，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

梁錦松太平紳士及眾學長親臨主禮。

2000 2001

嶺南大學成立持續進修學院成立。

2002

嶺南教育機構主辦「嶺南

教育在港80週年慶典暨感

恩崇拜」，並出版紀念特

刊。各屬校舉行一系列慶

祝活動，盛況空前。

嶺南教育在港80周年紀念

徽和感恩崇拜。

2003

（上）嶺南大學社區學院1月成立，並於6

月舉行新教學大樓的動土典禮。（下）嶺

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開設三個教育中心。

嶺南會所金禧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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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會所金禧晚宴。

2004 2005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新教學大樓平頂儀式。
嶺南大學新教學大樓落成典禮暨社區學院

新校舍開幕誌慶。

嶺南通訊金禧紀念號書影。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校舍新翼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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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 圖輯

2006

嶺南大學舉行林炳炎樓命名典禮。

嶺南大學成立服務研習處 成首家將服務

研習納入為正規課程本地高等學府。

嶺南大學成立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 

推動編修首部香港地方志。

嶺南中學舉辦

戰後復校60週

年慶祝活動。

嶺南大學香港

同學會直資小

學成立。

嶺南鍾榮光博

士紀念中學舉

辦「機械接力

馬拉松」活

動，創下健力

士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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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嶺南大學舉行

黃玉蘭樓命名

典禮。

嶺南中學陳厚

甫堂紀念碑揭

幕儀式。

嶺南大學舉辦

周年慶祝活動

開幕典禮。

嶺南大學獲中

央政府支持 牽

頭編修首部香

港地方志。

2008

嶺南大學創校一百二十周年暨復校

四十周年誌慶晚宴

2009

(上)嶺大、哈佛及復旦聯合主辦當代中文文學國際會議。

(下)嶺南大學火炬接力活動支持香港2009東亞運動會。

2009至2011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三度獲得「關愛校園」榮譽。



18

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 圖輯

2010

嶺南大學舉行香港

賽馬會捐助新學生

宿舍動土儀式。

嶺南大學感謝黃

浩川博士、伍絜

宜慈善基金捐款

興建學生宿舍。

嶺南衡怡紀念中

學二十周年校慶

感恩典禮。

嶺南大學舉行孫

中山銅像揭幕典

禮。

嶺南中學榮獲「第一屆全港中學生

關懷貧窮專題報告比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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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持續進修

學院成立10周年。

2011

嶺南大學「郭少

明伉儷樓」落成

典禮。

嶺南大學「李運

強教學大樓」命

名典禮。

2012

嶺南小學九十週年嶺南幼稚園幼兒園二十

週年慶祝晚宴。

嶺南衡怡

紀念中學

「善述

閣」落

成。

嶺南幼稚

園幼兒園

遷往小西

灣新校。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同

學在參加紐西蘭、港澳及全

國青少年體育舞蹈比賽，均

榮獲冠軍或亞軍。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同學在

泰國國際青少年發明展榮獲兩項

金獎、兩項銅獎及一項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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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大學復校45周年 圖輯

嶺南大學復校45周年 圖輯
(1967－2012)

1967年　嶺南書院

1967 年11 月19 日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
1974 年5 月11 日　愛華堂奠基禮

1974 年　嶺南書院

1970 年代初　歌唱比賽一景



21

1971 年7 月21 日

嶺南書院第一屆畢業典禮

1973 年9 月13 日

1973-74 年度開學禮

1975 年3 月15 日　於書院開放日參觀實驗室

1970 年代　課室一景

1977年　上課一景

1979 年2 月22 日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舒史明先生主持學

院大會堂動土儀式

1979 年11 月12 日　 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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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大學復校45周年 圖輯

1980 年代　嶺南學院司徒拔道校址

1980 年代　學生會

1980 年代　圖書館

1980 年11 月30 日　銘衍堂開幕典禮

1980 年代　飯堂

1980 年代　禮拜堂

1983 年

 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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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7 月30 日

嶺南大學正名慶典

1999 年7 月30 日

嶺南大學正名慶典

1993 年1 月14 日　畢業典禮

1997 年10 月26 日　成龍體育館啟用典禮

1990年代　興建中的嶺南學院

1997 年10 月26 日

嶺南學院三十週年校慶開幕典禮暨開放日

1995 年8 月19 日　 情繫司徒拔道

1980 年11 月30 日　銘衍堂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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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大學復校45周年 圖輯

2010年　大學迎新營

2006年10月18日　舉辦首個「國際日」

2006年10月13日　「駐校作家計劃」成立

2000年2月14日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訪問嶺南大學

2001年　持續進修學院成立

2005年7月5日

2005年11月27日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舉辦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新教學大樓落成

典禮暨社區學院

新校舍開幕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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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生活

2006年10月18日　舉辦首個「國際日」 2010年11月30日　「郭少明伉儷樓」平頂儀式

2011年9月7日　「黃浩川堂」及「伍絜宜堂」平頂儀式

學位頒授典禮

2006年10月13日　「駐校作家計劃」成立 2002年10月6 日　 三十五周年慈善步行籌款

2000年2月14日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訪問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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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嶺南同學日專輯 「嶺南一家親」

嶺南隊友與我

離校10年 (2002年聰社)

謝家怡學長 (Annie) 別

名「阿 9」，熱愛籃球運

動，1999年擔任嶺南大

學A座宿生會主席期間，

團結同學參加校內及校際

的運動比賽。畢業十年的

她，今日依然與嶺南校友

勤練籃球，並組隊參加公

開比賽。校友籃球隊名為

「LUAA」，近年球隊的戰

積不斷進步，球員之間互

相關懷扶持。

那些年，我們一起讀書的嶺南

我們是一家人

A 座 宿 舍 一 直 以 「 我 們 是 一 家 人 」 為 口

號，Annie是第三屆宿生會主席，由當選日起與

莊員一同構思、計劃及籌辦活動，為宿生打造

校園裡的「家」。儘管莊員都睡眠不足、皮膚

乾燥、熊貓眼暴現，但他們還是樂意為A座宿

舍和宿生服務；他們十二名莊員更因此而在那

短短一年之間迅速成長，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受訪者

小檔案

姓名：謝家怡 Annie TSE (別名「阿 9」)

嶺南修讀：工商管理──財務

事業：曾在IKEA宜家家居擔任設計工作，

　　　現在協助打理家族業務（塑膠循環再造）

謝家怡學長 (Annie) 在嶺南時，積極投入校園生活，

沒有錯過成龍到訪的盛事！（後左二，成龍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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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共創　批評與反省

Annie表示在校上莊期間，他們學懂了何謂『對

得住自己』：「在一個二百多人的宿舍裡，無

論你做得多好，都一定會有人喜歡，有人不喜

歡，各人都有自己的立場與喜惡。一路走來，

我們面對不少的批評與投訴，在反省的同時，

也要看得開，只要盡了力便可以。」Annie和莊

員體會到領袖要有寬闊的胸襟去接受他人的意

見。

我們的同學會

「LUAA」校友籃球隊

現在Annie與嶺南校友每星期練習籃球一次(星

期二晚上)。他們認真練習，重視紀律，有正規

教練指導；球隊約有三十名球員，分男子隊和

女子隊；男子隊以「LUAA」為名，參加「籃球

隊員畢業年份橫跨十年，大家能夠一同作戰，非常難得！

有 意 加 入

「 L U A A 」 的 校

友，可先聯絡嶺

南大學香港同學

會副主席余鍵恒

學長 (Terence)。

「LUAA」男子隊

戰績見「籃球人

聯盟」網頁

h t t p : / / w w w .

spo r t sman . com .

h k / b a s k e t m a n /

divisionB.html

隊 長 張 建 忠 學

長和太太陸寶麗

學長有一段美滿

的嶺南情緣，恭

喜他們，小寶寶

剛於11月4日出

世。

嶺南精神　團隊精神

籃球運動重視團隊精神，Annie也特別珍惜嶺

南同學之間那份『曾共患難的友誼』；至今，

她與當年的莊員及籃球隊戰友常有聚會。從一

些資深學長的分享中知道，嶺南從當年廣州時

期起，一直透過體育運動，培養學生的團隊精

神，看來這嶺南精神能夠在香港一直傳承下

去！

人聯盟」的B組聯賽榜，排行第二，實力不容忽

視。作為以體育運動會友的組織，「LUAA」校

友籃球隊歡迎新成員的加入，一同為「LUAA」

而努力！

2000 
李嘉濠 

2001 
陳秀英 

2002 
謝家怡 

2003 
張建忠 

2003 
招學英 

2004 
李翠莊 

2005 
陸寶麗 

2007 
黃嘉豪 

2007 
陳鶴天 

2008 
陸少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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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勇「相傳」的故事

離校20年 (1992年智社)

1992年智社市場學系的校友剛於10月13日在陸羽茶室聚會，筵開數

席，共賀畢業20年。回想當年剛畢業，大家多在金融及銀行界工作，隨

時勢起落、社會變化，面對挑戰，惟有勇有謀者才有機會脫穎而出。

那些年，我們一起讀書的嶺南

先啟智

高紫慧學長（Anita）記得當年師生關系很好，

有幾位嶺南學院良師令他們印象難忘：中文系

的鄭茲斌老師教學認真、關心學生，他會細閱

學生每一篇作文，並給予認真的評語；史文鴻

老師的通識科目（例如：美學），可以刺激大

家的思維，補充專科教育的不足，這都是當年

前衛的知識，今日已廣受認同。

受訪者小檔案

(1)

姓名：高紫慧 Anita KO

嶺南修讀：工商管理──市場

事業：HSBC匯豐銀行亞太區個

　　　人理財業務的市場工作

我們的同學會　搞飯局

剛舉行的智社市場學系晚宴，多得Patrick建議

場地，為大家張羅菜式。幾位嶺南校友都很願

意分享他們的經驗，貢獻他們的專長，為校友

出一分力！

嶺南精神　不計較

三位學長都有豐富管理經驗，雖然從事不同的

工作崗位，給予學弟、學妹的寄語不約而同：

「唔好計較！唔怕蝕底！」Patrick在金融機構

任職時，曾在招聘面試結束後，向嶺南大學畢

業的應徵者提點是次面試失敗的原因，希望學

弟／妹可以把握到下一個機會。Rebecca理解到

現在的新鮮人期望早日得以發揮、獲得認同，

大多不能像她當年般甘心接受上司指派的大小

事務；故此，她先根據同事的能力和興趣指派

任務，再培養他們的使命感。
同根，共創　齊勇闖

古智豪學長（Patrick / KC）、唐美嫻學長

（Rebecca）和Anita當年同是市場學系系會的莊

員，Anita任主席，Rebecca是出版秘書。當他們

還是嶺南學生，面對組織工作或功課匯報的時

候，已經非常認真，從資料準備、衣著態度、

匯報技巧等都依照商界職場的要求；這些經驗

和實習，有助他們的事業發展，終身受用！

(2)

姓名：唐美嫻 Rebecca TONG

嶺南修讀：工商管理──市場

事業：Waggener Edstrom 

　　　助理客戶總監

(3)

姓名：古智豪 Patrick KOO (KC)

嶺南修讀：工商管理──市場

事業：曾在香港交易所任職市場運作高級經

　　　理；現為食評家（雜誌、專欄及網上）

(左)Rebecca；(右) Anita 中

六 、 中 七 時 已 就 讀 嶺 南 中

學 ， 丈 夫 是 嶺 南 學 院 的 師

兄，她對嶺南感受至深。 

近年Pat r ick成為香港少

有的全職食評家，並經

常舉辦「飯局」活動(試

食會)，以食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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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說斌社少年時

離校30年 (1982年斌社)

10月11日斌社校友在嶺南會所聚會，當晚有15名斌社校友應邀出席

（加上曾燊社長從加拿大的越洋來電關心），他們想當年、談近況、

關心嶺南消息…識於微時令大家不用顧忌，幾位風趣幽默的學長逗得

滿堂歡笑，而張德成學長以渾厚的歌聲唱出當年嶺南中學老師教授的

國語藝術歌曲〈天倫〉，是最好的餘興節目！

那些年，我們一起讀書的嶺南

由嶺南中學到嶺南學院

感謝曾社長告知社名的由來，「斌」字意喻社

員文武雙全，1972年他們就讀中一時全級同

學投票選社名，此外，他們也有參與社徽的設

計。

說起中學畢業年（中五）的「級夕」表演活

動，成為校內歌唱比賽的總決賽，此新構思成

功吸引更多觀眾和活動經費，更是大家的得意

之作。有份籌辦的同學包括：曾燊學長、陳榮

邦學長、黃香生學長、樊恭偉學長、黃偉文學

長、覃志泉學長、何應學長、關展平學長、林

穎賢學長、林穎裝學長、吳美英學長、曾健之

學長、Gloria、Rebecca等等，司儀是徐英傑學

長、鄭文淑學長。

5B班合照

斌社社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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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達義學長非常熱心，帶來了斌社的名單、通

訊資料、精選相片和他們負責的學生出版物《

心宿二》，三十年前老師同學花了不少心血寫

下的文章和校園資訊，是今天至珍貴的紀錄。

同根，共創　互相關懷

潘柏源學長曾任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加

上本身保險專業的背景，故很重視親友之間的

關懷體諒，他盡量讓同學在晚宴上多分享、細

心聆聽、面帶笑容。誠然，畢業三十年的斌社

校友需要面對個人或摯親好友的健康問題，晚

宴結束前，在滕慕蓮學長的溫馨提示下，大家

為快要入院做手術的同學及同學患病的家眷祈

禱；使沒有宗教信仰的同學，也可藉以表示心

意！

1978年8月《心宿二》 第一屆競技賽 頒獎禮 。 1977年8月樟上露營。

陳達義學長帶來了

＜心宿二＞兩期刊物。

多姿多彩的嶺南校

園生活，令大家話

題不斷：紅灰劇社

宣 傳 反 吸 毒 的 演

出、足球籃球比賽

戰勝強隊、小息時

走 廊 齊 高 歌 的 傻

勁、同學花名的由

來. . . . . .教人津津樂

道，至於男女同學

的戀情之謎更令全

場起哄。

這十幾名斌社校友大多在嶺南中學時認識，部

分人之後升讀嶺南學院，當年校園在灣仔半山

司徒拔道。寄宿生李紹基學長回想他們在校時

為了籌建新教學大樓愛華堂，舉行賣物會，支

持嶺南教育的發展。

斌社校友到訪屯

門嶺大校園參球

籃球活動。

 1980年新春到黃兆顯老師(後左四）家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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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同學會　溝通和合作

跟呂學長一樣，梁松聲學長也積極參與嶺南大

學香港同學會及嶺南教育機構的公職。梁學長

現為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校董，鑑於校董會、學

校管理層、校友組織之間的溝通合作非常重

要，梁學長正身負重任，他慶幸自已的基督教

信仰和會計的專業訓練可以讓他有理念、智慧

和知識去處理面前的艱巨任務，服務嶺南！

嶺南精神　感恩與回饋

呂岳枝學長回想當年香港大專學位不足，只有

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他非常珍惜嶺南讓他有

機會接受大專教育；故今日事業發展穩定，便

義不容辭地接受嶺南教育機構和嶺南大學香港

同學會的公職任務，成為多間嶺南院校的校董

會成員。嶺南教育在香港的發展，有賴一代又

一代學長的堅持辦學才得以傳承下去。

受訪者小檔案

前一 姓名：鍾欽明 Henry CHUNG
事業：輝固土力工程及檢測有限公司
　　　水質試驗室助理經理

前二 姓名：郭勝 Victor KWOK
事業：教育局

前三 姓名：鄭顏容 Grace CHENG (阿簿）
事業：曾任教中學，現在教育局工作

前四 姓名：陳達義 Terence CHAN
事業：曾從事電視製作30年

前五 姓名：張德成 Ignatius CHEUNG
事業：投資研究

後一 姓名：梁松聲 Sammy LEUNG
事業：核准會計師；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

後二 姓名：黎慧文 Angela LAI

後三 姓名：彭啟瑩 Bessie PANG
事業：American Express 美國運通高級經理

後五 姓名：李紹基 Stephen LEE
事業：AXA安盛金融助理財策經理

後六 姓名：潘柏源 Tinlo POON
事業：AXA安盛金融區域總監

後七 姓名：林文惠 Albert LAM
事業：咸頓金任騰律師行合夥人律師

後八 姓名：梁志祥 John LEUNG
事業：鄭鉅器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及稅務主管

後九 姓名：呂岳枝 Augustine LUI
事業：Chief Financial Officer, Woodson Group

姓名：黃香生 Herrick WONG
事業：邁駿商務管理會計稅務顧問師

姓名：葉文傑 Tommy IP
事業：整體商業顧問合伙人

（從左起）

2012年10月11日15名斌社學長在中環嶺南會所聚會，接受訪問，合照中還有滕慕蓮學長(後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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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的見證

離校40年 (1972年皓社)

9月28日（農曆八月十三日），時近中秋團圓佳節，皓社校友在跑馬地木

球會聚會，當晚有6名皓社校友應邀出席，包括：岑展文學長(Henry）、

何美葶學長(Terry)、趙純儀學長(Julia)、何慧賢學長(Selina)、曹家道學長

(Ricardo / 李家道)和吳承志學長(David)。皓社校友之間感情深厚，經常相

約聚會同遊；40年的友誼非常難得，一切從他們入讀嶺南書院說起：

那些年，我們一起讀書的嶺南

花樣年華

皓社校友之間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往事、集體回

憶，話匣子一打開，大家都踴躍發言，你一句

我一句，話題由當年英勇救人的大事到「起花

名、追女仔」等逸事，興高采烈，無所不談。

曹家道學長是嶺南的寄宿生，1967年校園附近

山泥傾瀉，他與其他宿生迅速上山救人；同年

是香港的動盪時期，銅鑼灣鬧市一帶常有事故

發生，堅持上學的學長就結伴取道灣仔半山，

從大坑道去，經寶雲道，往返司徒拔道校園。

當年同窗好友散步聊天走過的一段小路，不

知是否仍在，但這段珍貴的回憶已永留大家心

中！

幾名皓社學長都是活躍的學生，一同組織學生

活動，並為剛成立的嶺南學生會服務，一同

制訂會章、創立學生報《嶺南人》，將英文命

名為「Lingnan Folks」，並在文華酒店舉辦周

年舞會。何慧賢學長負責生活組（康樂），曾

當年學生活動

成功舉辦一場華麗的時裝表演，他們聯絡「先

施」借出服飾、「露華濃」贊助（化妝品），

由嶺南書院的女生擔當模特兒，可惜當日未留

有相片，大家無緣一睹她們的花樣年華！

對外方面，曹家道學長和岑展文學長代表嶺南

書院參加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

有份籌辦學聯旅遊；此外，兩位學長曾聯同其

他大專生一同參與香港政府的禁毒宣傳話劇，

導演是戲劇大師鍾景輝先生，演員陣容強大，

這是當年的盛事；岑學長負責場務，曹學長就

扮演一名匪徒。

席間，曹學長帶來了平板電腦展示當年的珍貴

相片，勾起了大家的回憶，又爆出一些趣事秘

聞 來 ， 包 括 ： 何

美葶學長花名「海

豚」的由來，是因

為 她 當 時 聲 線 較

高；至於公認為皓

社美女的趙純儀學

長，應該是一些男

生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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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同學會　薪火相傳

可能因為家族背景或難忘的校園生活，皓社校

友有很強凝聚力；當年的熱血青年在今日豐盛

退休生活中，不忘嶺南──曹學長整理文書相

片，將自己和上一代的嶺南故事歷史紀錄下

來；岑學長接受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李以

力學長的邀請，剛於10月５日帶領20名校友到

澳門交流尋根，並擔任今年11月10日嶺南同學

日的籌委會主席。

吳承志學長是當年嶺南書院少有的工讀生，課

後在校務處工作，與教職員熟絡；加上曾由理

科轉讀商科班，所以他認識很多不同年級、科

目的同學。吳學長雖然比較低調，但人脈甚

廣。從去年開始的＜嶺南一家親＞訪問，幸得

他的協助，聯繫散居各地的學長，安排重逢聚

會，讓我們有機會發掘出有意思的嶺南人故

事。

嶺南精神　凝聚力

重提40年前的一段集體回憶，同學鄭重橋學長

在集會中公開質疑阮康成校長提倡的：「（大

專生）一定要著制服」，阮校長說：「You have 

to follow me!」；最後，鄭學長回應了一句：

「You go?! I go?!」，起身而去！這句「You 

go?! I go?!」至今依然為大家津津樂道。事後，

多得韋基球學長調停得宜，學院沒有引入制

服，而反對的學生亦理解到阮校長提出──「

著制服」背後的意義，這會有助提升嶺南精

神，增加凝聚力。之後，學生會製作了一款有

校徽的冷衫，參考外國經典學府的制服來設

計，一手袖位上有兩間條，深受同學歡迎。

同根，共創　嶺南家族

1972年嶺南書院皓社畢業生共有20人，當中部

分學長的家族長輩都曾在廣州嶺南大學就讀，

一直心繫母校，故在1967年嶺南成功在香港復

辦大專教育時，立即讓子女親姪入學；例如：

岑展文學長，他家族成員多在澳門嶺南完成幼

稚園、小學和中學教育；何美葶學長的親姊何

美萾學長（皓社，當晚因其他事務未能出席）

和父親、趙純儀學長的父親和伯父都是嶺南

人；還有，曹家道學長的伯父曹耀學長，他是

嶺南的學生運動領袖。

當年學生會幹事

受訪者

前二 何慧賢學長 (Selina)

前三 趙純儀學長 (Julia)

前四 何美葶學長 (Terry)

後一 吳承志學長 (David)

後二 岑展文學長 (Henry)

後三 曹家道學長 

(Ricardo / 李家道)

2012年9月28日6名皓社學長在跑馬地木球會聚會，接受訪問，合照中還有

吳承志學長夫人(前左一)和何美葶學長的丈夫(後左四)。

（從左起）

大家以不同

的 型 式 繼

承 上 一 代

嶺 南 人 的

任務，希

望嶺南有

更光輝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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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於2012年10月5日組團到澳門與當地校友交流，並探訪了今

昔的中學、小學和幼稚園校舍。此行一共有21名香港校友參加，由岑展文學長領

隊，沿途介紹他當年在澳門嶺南的校園生活；加上嶺南中學區金蓉校長、教職員

與崔世昌學長等多位澳門校友熱情招待，令此行順利完成，大家得益不少。有關

「尋根之旅」的詳情，將於下一期＜嶺南通訊＞專題介紹。

嶺南中學大樓建於1921年

合照於中學<岑亮堂>
盧廉若公園<養心堂>

幼稚園舊址
盧廉若公園<春草堂>

昔日小學課室

中 學 校 舍 座 落

於松山山麓

2012年嶺南澳門交流團 尋根之旅



35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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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大學

過去一年，嶺南大學的課程有了長

足的發展，郭少明伉儷樓和學生宿

舍黃浩川堂及伍絜宜堂亦已相繼

落成，有部份則已動土興建。多年

來，嶺南師生、教職員和各界友好

一直努力不懈，為學生提供能夠培

養思維的學習環境。通過小班教

學、宿舍生活、國際化、緊密的師

生關係及其他博雅教育的特質，嶺

大致力開拓學生的思維和視野。

嶺南大學的近況和前瞻

整裝待發，迎接新學制

嶺大早在2006年3月已着手籌備核心課程。經

過多次討論和深思熟慮後，核心課程的架構和

內容才得以定案。為了加強學系與核心課程的

協同效益，所有學系均須按照核心課程的五個

範疇設計科目，有關科目也不可與該學系現時

提供的本科科目重複。大學於2010/11學年在五

個範疇課程中新增了32個科目，令科目總數增

至59個。

其他學系、個別兼任及榮譽教授亦額外提供

科學及音樂等科目，令整體課程更平衡及多

樣化。

自新學制於2012/13學年開始實行後，「核心

課程」取代了舊有的通識教育。這不但拓闊

了內容，也增加了課程佔全部修業學分的比

例。按照新課程的規劃，「核心課程」佔33

學分，即本科生120修業學分逾四分之一。由

2012/13學年起，必修的英語學分將增至12

分，連同佔6學分的中文課程，嶺大通識教育

的比例，乃全港大學之冠。

嶺大鞏固33學分核心課程的進程令人滿意。

大學已試行四個共同核心科目，包括「邏輯

與批判性思維」、「香港社會」、「認識道

德」及「世界歷史與文明」，亦已加強五個

範疇的課程，包括「創意與創新」、「人文

與藝術」、「管理與社會」、「科學、科技

與社會」及「價值、文化與社會」。

四年制課程的推行正好為嶺大締造良機，宏

揚博雅教育精神。博雅教育為人所稱頌的，

在於開放學生的思維，助其把從前看似互不

相關的事物連繫起來，讓他們在日新月異的

全球社會中能夠敏思明辨，貢獻和關懷社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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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課程與校舍，是嶺大賴以成長和發展的

框架。然而，我們的努力能否開花結

果，實取決於人的實踐。新宿舍的建設

是為了培育嶺南人之間的緊密情誼，而

這種情誼就是嶺大教育的印記。得到眾

多捐獻者和各方友好的支持，令嶺大在

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仍能恪守其宗旨和價

值。

嶺大正經歷和面對不少重大轉變和挑

戰，但相信只要嶺南人專心致志、緊守

崗位，定能讓嶺大繼續培育出懷抱博雅

教育特質和理想的新一代嶺南人。

國際化校園

嶺大視校園國際化為大學發展的主要目標之

一，其中兩個重點是：拓闊學生的國際視野及

提升嶺大的國際地位。嶺大旨在培養學生成為

充滿熱誠和動力、富國際視野的年輕人。學生

的課外經驗是重要一環。過去一年，我們在加

強學生課外經驗的工作上取得了重大進展。學

生交流計劃的伙伴院校已突破一百，超過百分

之四十的本科生有機會在修讀期間到海外院校

交流一個學期。於2012/13學年，我們將有一半

學生可以外出交流。

交流活動非常多元化，包括交換生計劃、工作

實習、服務研習計劃、暑期課程、短期學習

課程及遊學團。嶺大亦致力錄取來自各國及內

地的優秀學生，務求令校園更多元化，並培養

學生與不同國籍人士溝通的能力。除了透過教

學、研究及與國際社群加強合作以實現國際化

的目標，我們亦希望透過與國際伙伴的緊密合

作，提升嶺大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

新教學大樓及學生宿舍

與此同時，我們增加及改善了不少校舍設施。

郭少明伉儷樓已正式落成，而黃浩川堂、伍絜

宜堂兩幢新學生宿舍亦已啟用，共提供約七百

個宿位。連同預計2013年啟用的賽馬會博雅堂

所提供的五百個宿位，大學總提供2,700宿位，

將可達到為本科生提供四年全宿的策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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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哈‧扎克里‧詩琳通公主殿下致辭時提及她

喜歡嶺南大學「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校

訓。她認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遠不止是

職業訓練。設計優良的課程與課 外活動能培養

學生成為更優秀的人才與領導者，掌握幫助他

人的藝術。學生有了服務他人的心志，未來就

會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

詩琳通公主殿下亦提出課程廣泛且強調人類整

體性的博雅教育，是最適合現代社會的教育。

我們必須共同合作，培養青少年的共享與關愛

精神，讓他們成為本土乃至全球社會中有用的

一分子。

 

詩琳通公主殿下曾多次到中國探訪，致力向

泰國國民推廣中國文化歷史。中國四川大地

嶺南大學於2012年4月17日舉行「

第42屆學位頒授典禮」，由校董會

主席陳智思太平紳士頒授榮譽文學博

士學位予泰國的瑪哈‧扎克里‧詩琳

通公主殿下，以表揚她多年來熱心社

會服務，積極推動泰國和世界各地文

化、社會及環境發展的成就。

泰國瑪哈‧扎克里‧詩琳通公主

獲嶺南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陳智思先生在茶聚上
向瑪哈‧扎克里‧詩琳通公主殿下致送紀
念品。

震後，她曾幫助重建一所地震區內的學校。詩

琳通公主對在泰國的孔教學院的發展也貢獻良

多。

 

嶺大在學位頒授典禮前舉行茶聚，以便詩琳通

公主殿下與眾多嘉賓及嶺大教職員會面。典禮

後，她亦出席了泰國書展以及嶺南大學與朱拉

隆功大學協作的簽署儀式。最後，嶺大設宴款

待公主殿下，安排學生即席演奏傳統中樂與表

演書法，並由即席揮毫的學生向公主贈送其書

法條幅作紀念。

嶺南大學第四十二屆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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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博士瑪哈‧扎克里‧
詩琳通公主殿下、校董會
主席陳智思先生、陳玉樹
校長及（後排）嶺大管理
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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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領袖吳建民

在嶺南大學發表中美關係演說並

獲頒授榮譽院士銜

吳先生在榮譽院士頒授典禮暨午宴講座上，以

「中美關係： 在合作與競爭的十字路口」為題

發表演說。他指出，美國是發展成熟的超級大

國，中國則是嶄露頭角的世界強國，雙方現正

面臨合作與競爭的抉擇。兩國均清楚意識到，

在目前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國家安全受威脅

及來自國內的各種壓力等情況下，要尋求雙方

的共識，將牽涉多項高昂的代價與困難的決

定。

吳先生表示：「華盛頓和北京切合實際的合作

夥伴關係，首先需要在共同基礎和互惠互利的

關係上建立對彼此的信任。兩國建設性的合作

關係對於解決即將面臨的雙邊及國際的難題至

關重要。」他續稱：「香港處於一個非常關鍵

的位置，將在加強中美交流、提升兩國互信，

從而為兩國帶來更大的經濟裨益等方面發揮重

要的作用。」

嶺南大學於2012年8月30日頒授榮

譽院士銜予美國華美銀行董事長兼首

席執行官吳建民先生。

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陳智思先生頒
授榮譽院士證書予吳建民先生。

吳建民先生出生於香港，現居加州。他曾獲《

福布斯》雜誌選為25位傑出美籍華人之一，亦

榮膺《洛杉磯時報》洛杉磯100位最具影響力

人士之一。在吳先生的領導下，總部設於加州

的華美銀行，由一家小型的儲蓄及貸款協會，

一躍成為美國30大銀行之一。吳先生畢業於

休斯頓大學，並獲西方學院頒授法學榮譽博士

學位，曾任註冊會計師。吳先生是「百人會」

主席、美泰公司及太平洋國際政策局董事局成

員。此外，他是加州科技學院Resnick研究所諮

詢委員會成員，並擔任三藩市聯邦儲備銀行洛

杉磯分行董事達六年之久（2005-2010）。

（左起）嶺南大學經濟學
教授林平、司庫王忠秣先
生、校董會副主席高靜芝
女士、校董會主席陳智思
先生、吳建民先生、署理
校長施雅德教授及諮議會
主席羅世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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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臻完善 推動終身學習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自2001年7月

成立，以實踐嶺南大學「服務社會」

為使命，配合不同人士的需要、理想

及能力，提供各項優質的持續進修課

程，積極推動終身學習。

於2012新學年，學院配合教育改革的趨勢，增

加副學位課程的學額，以應付「雙軌年」的社

會需求。學院會繼續投放資源，期望各個教點

的教學配套能更臻完備，實踐大學以「學生為

本」的辦學宗旨。

學院於今年重整架構，設延續教育課程部，緊

貼社會及市場發展的步伐，提供日趨多元化

的全日制副學位課程；並增設四個高級文憑課

程，包括「中文媒體寫作及製作」、「英語及

傳意」、「創意媒體設計」及「航空服務及管

理」，讓學生增強職前競爭力，拓展廣博出

路。學院課程涵蓋程度甚廣，範圍包括基礎文

憑、毅進文憑、持續進修證書、文憑、高等文

憑、高級文憑、學士及碩士學位課程，打造「

一條龍」式的升學渠道。上課模式設計靈活，

全日制與兼讀制課程兼備，讓不同程度的學員

都能投身進修之途。各個資歷之間均設有完善

的銜接階梯，為學生建立全面而明確的進修路

線，鼓勵學生拾級而上，透過終身學習提升學

術資歷和個人素養。

學院不斷開拓與海外及內地大學合辦課程的機

會，近年設立高等教育及國際課程部，並與英

國Buckinghamshire New University (BUCKS)達

成協議，合作開辦「國際旅遊管理 (航空)」、

「國際旅遊管理」、「市場學」、「人力資源

管理」、「會計及金融學」、「公關及市務傳

訊」及「商業管理」銜接學士學位課程，為本

地學生提供多元化及國際性的專業課程。

未來，學院將不遺餘力，繼續恪守大學優質教

學的辦學宗旨，不斷提升教學設施及配套，與

時並進，為有志人士提供最優秀專業的教學服

務。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逐步優化教學設

備，如學習資源中心、溫習室等，為學

生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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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社區學院  專注副學士課程發展

迎合市場萬變 拓展多元課程

於2012-13新學年，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繼續提供副學士及副學士先修課程，專

注其於副學位界別的獨特發展，主要為

新高中三畢業生提供超過20個副學士

學位課程。

今個學年，學院配合市場瞬息萬變的發展，

除了人文學科、商學、社會科學三大範疇的

固有學科，更開辦豐富多元的副學位課程供

學生選擇。人文學科新設兩個副學士課程，

包括「中國研究」及「歷史」；社會科學則

新設五個副學士課程，包括「經濟及金融」

、「諮商與輔導」、「心理學」、「公共政

策及行政」及「社會學」。

學院積極舉辦多項活動，讓學生能夠緊貼大

學步伐，投入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學院並

實踐博雅教育的理念，為副學士學生提供交

流計劃，獲挑選的學生可於上海東華大學、

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西安外國語中學及天

津職業大學等五所各具特色的學府交流一個

學期，學生既可體驗國內學府的教學模式，

又能增進對國情的了解，擴闊視野。

學院向來鼓勵同學善用餘暇，因此，每逢暑

期學院皆安排多元化的語文遊學團、文化交

流團，以及實習計劃，讓同學充實自己，增

進見識。過去曾舉辦清華大學國情研習交流

團與澳洲柏斯英語遊學團等活動，學生可施

展所學，在地道的語言環境下鍛鍊兩文三語

的運用，提昇語文能力。學院又鼓勵學生參

與香港房屋協會舉辦的「暑假實習生計劃」

，讓學生寓理論於實踐，為日後投身職場作

好準備。

學院所培育的副學士學生自強不息，其成績

令人振奮，2011至12年度下學期逾220位學

生獲頒發榮譽嘉許狀，較去年全年上升12%

，見證學院堅守優質教育的努力獲得豐碩成

果。學院會繼續緊守崗位，提昇教學質素，

冀望未來能逐步優化教學配套，為學生謀求

更豐富的學習資源，實踐學院植根社區，回

饋社會的承諾。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舉辦

各種繽紛多采的活動，

如運動日、歌唱比賽、

交流團等，讓學生盡情

投入校園生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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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2日下午，中山大學嶺南（大

學）學院“嶺南獎助金”簽約儀式在

MBA大樓十樓舉行。我院院長徐信

忠教授、張文彪書記、鄒建華副院

長、余立人副書記以及34名校友及

企業代表們、媒體記者參加了簽約儀

式。儀式由我院張豔梅副院長主持。

徐信忠院長在致辭中代表學院歡迎各位嘉賓的

到來，並深情感謝了校友及校友企業對學院的

厚愛、支持和慷慨捐贈。他動情地講述了伍沾

德、葉葆定等嶺南老校友無私奉獻支持嶺南學

院發展的感人故事，表示學院的發展與校友的

關心和支持分不開。對於發起獎助學金項目的

原因，徐信忠院長說，“每一位來到嶺南學院

的學生都是優秀的，我們有責任幫助來自貧困

家庭或者偏遠地區的孩子。在嶺南學院，我們

不允許一個孩子因為家庭的貧窮，而得不到最

好的教育。我相信，因為有你的支持，有些孩

子的命運被改變，而這些孩子命運的改變，將

會影響中國社會乃至全球社會。”

徐信忠院長致辭

34名校友及企業設立

“嶺南獎助金”

隨後，徐信忠院長分別與34名校友及企業代表

簽署協議，“嶺南獎助金”專案正式啟動。張

文彪書記、鄒建華副院長分別為企業代表和個

人頒發捐贈證書。最後，張文彪書致祝酒詞，

感謝各位校友和校友企業的關心、厚愛和支

持，他表示，在校友和校友企業的支持下，嶺

南學院的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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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信忠院長與企業代表/個人簽署協定

嶺南學院EMBA2007年秋季班學生、廣州市萬

綠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遠峰先生作為企業

代表在簽約儀式上致辭。他表示，在嶺南學院

兩年的學習中，院訓“作育英才、服務社會”

一直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的做人、做事。他認

為，通過公益捐助獎助金，不僅能體現對社會

的使命感、責任感，還能通過這種方式回饋母

校，參與母校建設，體現企業和個人的價值。

據瞭解，本次設置的獎助金多達34個，每項

獎勵金額為1萬元。此次的獎助金，將頒發給

學院一、二年級本科生。此前，學院還得到

廣發證券、廣汽豐田、花旗、拜耳、思科、

奧林巴斯等14家國內外知名企業的支持，

設立“嶺南企業獎學金”，專項獎勵優秀的

MBA、金融碩士及本科生。作為持續性專

案，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長期致力於

引入社會公益力量，推動經濟管理教育的發

展。

相關連結：

南方都市報：http:/ / roll .sohu.com/20120913/
n353010179.shtml
中大嶺南學院設嶺南獎助金
廣州日報：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2-
09/13/content_1893505.htm
中大嶺南學院教學改革
羊城晚報：http://www.ycwb.com/ePaper/ycwb/
html/2012-09/12/content_1488506.htm
中大嶺院實行本科教學改革，學生分數段占比有
新規——90分以上不得超過15%
羊城晚報：http://www.ycwb.com/ePaper/ycwb/
html/2012-09/12/content_1488510.htm
17位中大嶺院MBA新生開學領到1萬元獎學金

台灣證交所
董事長薛琦
做客嶺南
財經講堂
9月22日下午，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

長薛琦先生應邀到訪嶺南學院，為廣

大師生、校友主講了關於“海峽兩

岸及香港的證券交易市場”的精彩講

座。此講座屬於嶺南大講堂系列中

的“嶺南財經講堂”，吸引了300多

位師生及校友參加，嶺南堂三樓座無

虛席、現場反應熱烈。

薛琦先生的演講內容豐富，結合案例分析

形象生動地娓娓道來海峽兩岸及香港資本

市場的發展歷程並展望未來，語言富有深

度並發人深省。演講結束後，在隨後的半

個小時互動環節，薛琦先生對在場學生提

出的問題進行了精彩詳盡的回答。徐信忠

院長代表學院向薛琦先生贈送了禮品。

我院從2011年開始推出“嶺南大講堂”高

端講座系列，分設“嶺南大師講堂”、“

嶺南財經講堂”及“嶺南CEO講堂”等三

大論壇，每年舉辦6-8期。目前該論壇系列

已成功舉辦七期，其中嶺南財經講堂已舉

行第二講。

徐信忠院長為薛琦先生贈送禮品



44

院校近況

嶺南中學近況和展望

嶺南中學

嶺南中學在港辦學有悠久歷史，一向致力

培訓社會人才。近年，學生屢創佳績，包

括：2012年高級程度會考全面報捷，本校13

個高級程度會考學科的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

水平，優良率高達29.7%，超過五成的同學能

升讀本地大學；學生亦於2012年第一屆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表現良好，約34.3%的同學能升

讀本地學士學位及副學士課程。

學校亦用心創設環境及機會，開拓學生視

野。一方面邀請新加坡及中國內地的校長及

學生到校與學生進行交流活動，另一方面與

社區機構緊密連繫，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

不同層面的人士，如美國婦女會、香港青年

協會、聖雅各福群會、播道會國際堂等都是

與本校密切合作的機構。本校學生更積極參

與交流團，嶺南人足跡遍佈中國內地、台

灣、英國、美國、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

等地。除了讓學生增廣見聞，同時也實踐及

傳承本校「弘基格致，服務社群」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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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自灣仔司徒拔道遷校至港島東區杏花邨現

址，學校在環境及設施上均有改進，同學修

德進業，師生關係良好，近年入讀大學的人

數不斷增加。倘以穩定學生秩序、發展學生

潛能和提升學業成績作為學校轉化或成長的

三個階段，學校正由發展學生潛能的階段朝

提升學業成績進發，希繼續獲各位學長的支

持，發揮「同心同德同志力，為神為國為嶺

南」的精神。

嶺南中學



46

院校近況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本校秉承「嶺南」優良的辦學傳統，以

「基督精神」為本，不但致力培養學生

具備豐富的學識和技能，更著重幫助學

生建立健全的人格，使他們成為才德兼

備的良好公民，發揮「紅灰兒女」學以

為群的高尚情操。

朱蓓蕾校長從這個學期開始，從李成新博士

手中承傳「弘基格致，服務社群」使命，出

掌校長一職。朱校長從事教育二十多年，先

後參與學與教、學生事務等不同崗位，亦參

與教育局質素保證視學工作，先後考獲香港

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碩士、香港科技大

學中國研究碩士，並於2009年獲香港教師

協會頒授中學組傑出教師獎項。朱校長明白

教育那種「任道重遠」的精神，理解社會對

學校訴求日增，而教育環境瞬息萬變，作為

學校領導應為變革作準備，帶領學校迎接改

革，攀上高峯。

新面貌 承先賢　奮銳意 延精神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秉承「嶺南」精

神，李博士在二十四年循循善誘，為嶺南鍾

榮光博士紀念中學闢出多片藍海。學校近年

發展三大關注事項：

一. 建立學習氛圍，營造理想

　　  的學習環境

學生學習每每因著本身基礎、能力差異而產

生不同學習需要。學校為照顧不同學生需

要，剪裁課程。例如：中一、中四分別舉辦

「Back to Basic」的校本課程。目的讓學生

打好基礎，重拾學習自信及成就感。與此同

時，學校增設不同的精研及深層輔導班，提

升學生學習效能。

再者，在教學法上，學校推行多元協作文

化，四大核心科目設立共同備課時段，讓教

師漸由傳統單向備課的「說書人」角色，蛻

變成負責引導學生多方面發展的「啟導者」

。近年觀課焦點集中精緻課堂策略，教師務

求令課節變得多元、活潑，更切合學生學習

需要。

當然，早讀文化培養、專題研習推廣以至兩

文三語的語境營造亦是學校對提升學生學習

環境氛圍作出的努力。

近四年學生在高級程度會考屢獲佳績，八成

以上學生考獲合格成績，學生學習效能充份

展現。今年高考成績更創高峯，整體合格率

為85.3%，十三科高於全港合格水平(包括中

化及英語運用)、七科高考科目更高達百分之

百的合格率。

朱蓓蕾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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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面貌 承先賢　奮銳意 延精神

二. 發展學生多元智能，達至

　　  培育全人成長的目的

學校重視培育學生情意及德育發展，本校中

一、中二特設雙班主任制度、每月之星計

劃、小組挑戰等活動，讓學生無論在學業及

成長方面均能得到充分照顧。

高中新學制展開，學校重點發展「專業成長

導師」制度，讓成長導師擔當學生的啟導

者，協助學生全面發展和成長。每一位高中

學生都有一位「專業成長導師」，跟進學生

的成長歷程，輔導學生自我反思，訂立成長

計劃，並經實踐後再作檢討，不斷完善。所

有成長歷程，包括專業導師的回饋，均詳錄

於「全人成長手冊」內。日後學生於中六報

考大學時，可充分利用成長手冊內資料，整

理三年來不同階段的歷程。此舉不但配合學

生成長，亦體現新學制重視學生經歷發展的

精神。

當然，學校亦一貫發展學生課外活動，舉辦

不同類型考察及境外交流活動。又推動學生

參與「服務研習」，透過舉辦不同性質的才

能訓練，如：參與「商校家長計劃」、參與

嶺南大學長者學苑計劃、組織嶺南陽光義工

團、參與小童群益會義工活動。學生無論在

義工服務、朗誦、辯論、音樂、舞蹈、運動

及科技設計都屢獲殊榮。

三. 發展學校成為科技教育的

　　  重鎮

本校舉辦「香港科技教育推廣計劃」至第八

屆，今年主題為「乘風破浪競爭光」，透過

製作科技產品，體驗探究科技的樂趣，多年

來參與親子科技活動的友校及家庭數目不斷

擴大。學校更參與創新科技節及「創新科技

嘉年華」等活動。學生透過出任科技大使，

可培養出服務社會的意識和態度，把他們所

學回饋社會。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校長與師生一同慶賀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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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荏苒，十年時間瞬間流逝。還記起二零

零一至二零零五期間，正值香港教育改革之

初。為了迎接新學制的來臨，我校陸續訂定

了新的關注事項，務求與時代接軌，培養出

更具競爭力的社會未來主人翁。其時，我校

定立了以推廣學生閱讀風氣及加強課堂互動

為重點的工作方針。在推廣閱讀風氣方面，

先後設立了閱書課和閱報課，讓學生養成終

身閱讀的良好習慣。此外，又鼓勵同事以提

問和多元化教學活動來活化課堂氣氛。在德

育及公民方面，亦開展了創新的活動──「

成長的天空」，致力讓學生在身、心、靈及

社交各方面，皆達到平衡的發展。到了創校

十五週年的時候，我校已經跟社區內不同單

位組成不同的合作伙伴，為學生校內、校外

的學習經歷添上了不少姿彩。

設備方面，小西灣校舍雖然設備完善，但隨

著教育改革的推展，對校舍及設備的需求日

增。二零零三年初，學校開始了校舍改善工

程，為學校加添了電腦輔助教學室、語言

室、多用途教學室、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及多個班房等，工程於二零零四年八月竣工

後，學校學習環境更為理想。

潤物無聲同回首 碩果纍纍迎豐收

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學校為慶祝十五周年校

慶，舉辦了多項校際比賽及活動，加強了與

社區的連繫，學校不再是孤立的海島，而是

本地社區重要的新力軍。

二零零六年九月，任小莉校長及幾位創校老

師榮休可謂本校重大的改變。當其時，李守

儀校長接任成為學校的第二任掌舵人，致力

在美好的根基上繼續多方面改進學校，為學

校迎接新高中學制創建理想的環境，令老師

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可以更上一層樓。同年

八月，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校友會正式成立，

在四百多位校友的見證下，開展了校友會作

為母校與校友之間橋樑的角色，為母校作出

貢獻。

為了迎接新高中，校舍設備需要作進一步的

改善。二零零八年，全校班房更在投影機

外，增設桌面電腦及實物投影機，有效增加

了課堂教學的互動，令學習經歷比以前更多

元化。此外，學校亦通過改建舊翼有蓋操場

為多用途場地、搬遷及改建小食部，以製造

更多空間供課堂教學及其他學習經歷之用。

校園方面，學校增加種植各式花卉，令校園

更添色彩。加上由學生設計及建設以『基督

的愛』為主題的馬賽克壁畫、二樓藝術長廊

等，令校舍比前更美輪美奐、多姿多采，師

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亦大增。在不久的未來，

學校會進行綠化天台、加添風力及太陽能發

電等設備，向綠色學校的目標進發。

在宗教教育方面，二零零七年九月開始，學

校開放校園給兩間教會：柴灣福音堂及宣道

會愛光堂。兩所教會的傳道人從此長駐學

校，為學校主持講道週會及不同的宗教活

2010二十周年校慶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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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物無聲同回首 碩果纍纍迎豐收

動，更每天與團契老師們一起為不同級別的

慕道學生開設小組，並在撒母耳團契以外建

立了U-link青年團契及基督少年軍，令學校的

信仰教育及福音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紀元。

同時，本校學生在學業表現方面愈來愈出

色。據教育局發佈的全港中學資料，本校學

生持續多年進步明顯，多年來中學會考最佳

六科平均及中英數三科平均，以學生進入本

校就讀中一至中學畢業計算，進步幅度皆屬

於全港表現最佳的首四分之一學校，每年平

均有五科成為全港進步最大的首10%學校。

而本校第一應屆文憑試學生，在公開考試的

成績也相當理想。全部應考科目合格率平均

在七成以上，其中9科合格率更高於全港平均

數。

再者，根據2011年的學校外評報告，本校

在過去二十年中不斷完善求進，自2005年

外評後，學校積極探討不同策略、優化課堂

教學、建構各種協作平台、強化團隊精神，

成效漸見。同時，教師對教育工作的熱誠和

投入，均予以肯定。近年，學校配合所定的

發展重點，探究多元化的課程策略，佈置班

本課業，運用班本教學策略，以照顧不同能

力的同學。此外，亦著意安排閱書課及閱報

課，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進展不錯。

另一方面，學校掌握學生的特性，推動學生

實踐「生涯規劃」，加上班主任在學生成長

路上的輔導和教育角色，培養學生正面而積

極的人生觀。學校重視學生的紀律操守，推

行「全校守崗計劃」，促進校園秩序的建

立，校風淳樸，學生守規，學校深得家長的

信任及支持。我們深信，在校董會的領導和

支持下，學校會繼續努力建構分享和自評文

化，教職員和學生均傳承「紅灰精神」，共

同營造開放、進取的學習氣氛。 

展望未來的悠悠歲月，深盼在現有的基礎

上，繼續得到校董會的扶助，家長及校友的

支持，同事們的群策群力，共創新里程，使

所育之幼苗，繼續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健

康美善的果實。

新翼落成

關愛校園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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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小學

今年適逢是嶺南小學九十週年及嶺南

幼稚園幼兒園二十週年校慶，為了表

達家長和學生對兩校老師對其子弟悉

心教導的謝意，兩校家教會特於2012

年6月30日於信德中心地庫美心皇宮大

酒樓舉行了「嶺南小學九十週年嶺南

幼稚園幼兒園二十週年2011-12年度

家教會敬謝宴」。

嶺南小學九十週年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二十週年
2011-12年度家教會敬謝宴

陳校長向趙博士送上紀念品感謝她多年為嶺南的

無私貢獻。 回顧校史，不禁對當年「嶺南」諸位先賢學

長崇高的教育抱負，肅然起敬。嶺南小學於

1922年建校，是嶺南教育在香港興辦的第一

所學校，是嶺南基礎教育的先行者，有著承

先起後的重大貢獻。往後，嶺南先賢陸續在

香港開辦中學和大學，直至1992年，嶺南教

育機構委託幼兒教育專家陸趙鈞鴻博士開辦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並出任嶺南小學暨幼稚

園幼兒園校監，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培育

不少傑出的人才，贏盡家長及社會人士的讚

賞。至此，嶺南教育在香港真正開創了涵蓋

大、中、小、幼的一條龍教育。校監林麗冰博士代表學校向家長們表示謝意。

嶺南小學暨幼稚園幼兒園教職員與校監校董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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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本校辦學團體嶺南教育機構因現

校舍陳舊，不符合現代教育需求，提出計劃

重建小學及幼稚園幼兒園校舍的構想，並限

於2013年度學期完結前遷離，故此，2012年

度將會是嶺南小學在現校舍最後的歲月。這

一年來，為了學生的福祉，我們不畏艱辛，

經沐風雨，最終雖不能如願，但臨別依依，

同學、老師、家長不捨「嶺南」之情仍難溢

於言表。

敬謝宴當晚，除了兩校師生踴躍出席外，我

們的創校校監陸趙鈞鴻博士更撥冗光臨，擔

任嘉賓致辭。我們不但享用了豐富的佳肴，

更欣賞到同學們多才多藝的一面，席間大家

除把酒言歡，閒話家常外，更多是詢問同學

來年的去向，在暫別的忐忑中添上幾分歡

笑。

（左起）嶺南幼稚園周惠珍校長、幼兒園林潔梅

園長、幼稚園及幼兒園家教會主席鄧玉森女士、

校董霍妙儀女士。

六年級畢業在即，特為敬謝宴表演話劇，最後更

和老師們大合唱助興。

幼稚園幼兒園也預備了多姿多彩的精彩節目。 除了佳肴美食，更有豐富的禮物。

嶺南小學暨幼稚園幼兒園教職員與校監校董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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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學前教育，是基礎教育。兒童在幼年期

如果得到正確的教導和愛護，對他們日

後智能的發展和學習能力，有肯定的影

響，能夠把更多的人培育成材。嶺南教

育機構為提供高質素基督教的優良學前

教育，特於1992年創立幼兒園及幼稚

園，並於2012年8月遷往小西灣新址，校

名嶺南幼稚園、幼兒園(小西灣)，由校董

林麗冰博士兼任校監之職。

(一) 優雅的自然環境

校舍環境幽靜，空氣清新，樹木籠蔥。實為

一個提供幼兒學習和遊戲的理想園地。

 

(二) 寬敞的校舍

 現校址為二層之建築物，地下開辦半日制及

全日制之幼兒園，為二歲至三歲的小朋友服

務。一樓開辦半日制及全日制之幼稚園，為

三歲至六歲的小朋友服務。每層實用面積為

500平方米，又為讓小朋友得到廣闊的活動空

間，每層只設課室五間，預備收120-150人，

其他的空間，特別建造為小朋友活動的歡樂

領域。

 

(三) 特色的設計

由校董黃陸詠恩女士作內部多項設計，裝修

成為優美的幼兒成長天地。每課室除設有小

小圖書角、娃娃角、自然角以及富有教育意

義之教具、玩具外，並裝置單面鏡，讓家長

能夠隨時觀察孩子之活動情況，也可讓教育

界、心理學家觀察及研究幼兒的情緒及行

為。

嶺南幼兒園、幼稚園的洗手間，有特別的設

備，讓小孩子置身其中，會感到舒適和清

潔。除清潔的洗手間外，更在每一個課室裝

置一個特別設計的洗手盆，加強培養孩子清

潔的好習慣。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由香港首位幼兒教育專

家趙鈞鴻博士20年來的英明領導下，已享有

以下的美譽:

又為配合全日制幼兒的膳食，特設一個寬敞

的廚房及最先進的煮食設備，為幼兒提供營

養豐富的膳食。

此外，在寬敞的空間建設多個特別室區域，

如音樂室、家庭角、娃娃角，並有圖書園

地、小動物園地等，供孩子觀察和觀賞的機

會。

總之，在整個嶺南幼兒園、幼稚園的校舍

中，每一角落、每一處壁報，都是為幼兒精

心設計的。

 

香港嶺南建校90週年暨
嶺南幼稚園及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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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四) 優良的師資

說到師資方面，幼兒教師一定要具備幼兒教

育的專業訓練知識，嶺南幼稚園及幼兒園聘

請了多位具備專業訓練，富有愛心、耐心、

有教育經驗的基督徒擔任教師。她們當中有

多位是由前任校監趙鈞鴻博士一手訓練的，

她更會領導教師們與其他學校的教師進行研

討和進修，增加她們的幼兒教育經驗。我們

實為嶺南幼兒園、幼稚園的學生們有這些優

越教師的教導而感到慶幸。

嶺南幼稚園及幼兒園實行活動教學法，多行

活動需要分組進行，因此，更聘請多位教

師輔助分組活動，師生人數比例以1:10為原

則，以達到提供高質素幼兒教育之理想。

 

(五) 優質的課程

說到幼兒課程方面，學前教育的課程，要根

據幼兒身心的發展、需要及學習心理，特別

注意幼兒不同年齡能夠接受的內容。幼兒課

程應該是具體的，有趣的，孩子能夠理解

的。本校一直採用由前任校監趙鈞鴻博士編

寫了優異的幼兒教材，能提升幼兒的語文智

能、音樂智能、數學邏輯智能、個人內省智

能、空間智能、人際關係智能、自然觀察智

能及身體動覺智能。

 

在香港嶺南建校九十年的今天，我們深信，

嶺南的幼兒教育一定跟嶺南一樣，有光輝的

前途。



54

院校近況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2010-2012活動相片

2011年9月

開學日：開學的第一日—272位小一至小六學生

2011年12月

學生活動：聖誕慶祝會暨課外活動表演

2012年4月

運動會：第五屆室外體育館--運動會

2010年9月

家校會選舉：第三屆家長教師會—7位家長委員及

四位學校委員-兩年一任

2011年4月

運動會：第二屆室內體育館--運動會

2011年7月

學生活動：綜藝表演—嶺大陳德泰大會堂

2012年6月

學生活動：生活營—在學校宿營—兩日一夜(P1)

環保生活營(P2)；國民教育生活營(P3)

大埔營舍生活營(P4)；福音營(P5)；新加坡之旅(P6)

2012年7月中

改善校舍：借用九江校舍—增加教學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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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社消息

多倫多同學會野餐同樂日

多倫多同學會於六

月二十四日舉行一

年一度之燒烤野餐

同 樂 日 ， 謝 日 東

同學為我們選定位

於 萬 錦 巿 的 M i l n e 

Pa r k。該公園雖然

位於巿內，但一進

入園內即一片青蔥

的林木，草地，找

不到丁點城巿的痕

跡。沿著小路不消

二分鐘就到達停車

場，我們的目的地原來就在五十步之內的有

蓋涼亭。放眼向前看，涼亭的背後已是優美

的湖泊，方便之餘亦能感受大自然的寧靜，

所以今次參加的五十多位同學中有1947年超

社的李瑞明學長夫婦以至1990年哲社的袁彩

雲同學與丈夫及母親。周日東老師還帶同獨

自在多倫多讀書的Mathew(同學的兒子參加)

，張仕釗同學除了跟太太出席外，家中另一

成員：他的愛犬也來湊熱鬧。

上午十一時左右大家陸續抵達，有負責佈置

的，有負責食物的，負責燒烤的各就各位，

今年的食物方面特別豐富，黎名政會長贊助

燒豬一隻，李汝康太太除了幫忙準備油菜

外，還多送出一盤泰式芒果沙律，食物方面

還有咖喱牛腩、魚旦、燒香腸、炒粉麵等，

水果除了西瓜外，義社李耀湝同學送出了一

籃荔枝。午餐時間大家選擇喜愛的食物後，

邊吃邊聊，就在悠閒輕鬆的環境下聚聚舊。

飽餐後大家拍拍照，到湖邊走走，到草地或

躺或坐各適其式，不經不覺野餐結束時間到

了，但各同學相約竹戰的去竹戰，晚餐的去

晚餐，活動也圓滿結束了。

多倫多嶺南同學會活動
多倫多嶺南同學會成立已經半個世紀，雖然
有些前輩已經老退，可幸新血陸續加入，薪
火相傳，嶺南精神歷久不墜。

今屆仍由1974堅社黎名政同學連任會長，在
執行委員會及歷屆會長與顧問協助下，會務
日益進展。2012年度活動主要包括(一)春日
小聚　(二)麻雀小聚　(三)夏季燒烤野餐(詳見
另文)　 (四)中秋活動　(五)周年會員大會暨
聚餐(十一月四日假座世紀皇宮大酒樓舉行)

此外，美國嶺南基金會主席周哲予教授於本
年八月十一日訪問多倫多，本會假座春秋食
軒設宴熱烈歡迎，席間周教授致詞，表示該
會重視與各地嶺南同學會緊密聯繫，與會者
深表贊同，並由黎名政會長致送紀念品，會
後全體拍照，互道珍重，殷殷握別。

(作者話：咖喱牛腩是作者親自下廚的傑作，美味
可口，大快朶頤，同學們臨走前都拿著大會供應
的膠盒將此”珍”品，又食又拎，滿載而歸。)

1983昕社 黎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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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學長設宴會所 美食紛陳口福不淺

每年五月恒景園業主會，黃應康學長著意與會所大廚商量

酙酌美味菜單，讓同樓共鄰里開會之餘，不忘品嚐美食。

今屆榮任業主會顧問的黃應康學長，就安排了嶺南馳名的

紅燒蟹肉雞絲生翅、豉油皇煎海中煎蝦、脆皮燒乳鴿等好

菜式，甜品有蓮茸西米布甸及合時鮮果盆。

燒味拼盤

(燒腩 海蜇 燒鴨 

腐皮卷 白糖糕)

紅燒蟹肉雞絲生翅

豉油皇煎海中蝦

菠蘿咕嚕肉

雲腿生魚卷

柚皮鵝掌鮑魚菇

脆皮燒乳鴿三隻

瑤柱鮮荷葉飯

韭黃銀牙炆伊麵

焗蓮茸西米布甸

合時鮮果盆

由於會所地處中環中心地點，加上環境清新溫馨，為資深

學長與家人聚餐飲宴的不二之選。徐貽曾學長經常安排

高檔美食與朋友家人歡聚嶺南會所；2012年5月27日星期

天，一行10多人，到會所享用鮮什果龍蝦沙律，葡汁焗四

蔬，高湯蟹肉冬瓜盅、西芹子鮮螺片，上湯雲吞麵等，亦

中亦西菜餚。徐貽曾學長一為祝賀朋友康成果，一為與子

女朋友同聚一堂，安排佳餚渡週日。

鮮什果龍蝦沙律

高湯蟹肉冬瓜盅

西芹帶子鮮螺片

短度菜遠石班球

中式焗牛柳

葡汁焗四蔬

上湯雲吞麵

蛋白杏仁茶湯丸

黃應康伉儷(左二及三)與恒景園業主享用美味菜餚。

徐貽曾學長(後排五)與朋友、家人享用嶺南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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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教育機構
大使委任儀式

嶺南教育機構因應時代步伐，撥出款項資助嶺南大學學

生，出國遊學，增廣見聞，擴濶眼界。嶺南教育教育機

構於2012年5月29日筳開五席，設宴舉行嶺南教育機構大

使(2012)委任儀式，讓即將上遊學旅途的學生正名出發。

位處巿區中樞地點嶺南會所正正是各院校聚餐辦儀式好地

方。

是晚餐單：

粉葛鯪魚煲豬腱

黃金鳳尾蝦

琥珀嶺南一口牛

蒜香煎多寶魚

蠔皇花菇扣鵝掌

金湯花膠浸勝瓜

脆皮炸子雞

瑤柱鮮荷葉飯

蛋白杏仁茶湯圓 嶺南教育機構(2012年)大使委任儀式於嶺南會所聯歡聚餐。

韋基球學長、關志信學長試食會
菜色精采

2012年8月20日

關志信試食會菜譜：

鴻運乳豬全體

陳皮鴨汁燉魚唇

自來四頭大網鮑

酥炸美國生蠔三桶

生炆龍躉頭腩

鮑汁遼參扣鵝掌

脆皮炸子雞

清炒短度菜遠

瑤柱蛋白炒飯

冰糖雪耳燉木瓜

由於主催人士眾多，輪候期每年約一次

左右的會所試食會，每屆資深學長關志

信及韋基球學長主催，眾學友皆引頸以

待，有所期盼。關志信學長積存多年的

名貴海味，和韋基球學長的創新菜色，

每次皆聚眾十八、九人共聚試食會。其

他2012年的試食會菜譜詳見另頁。

2012年8月20日關志信學長以私藏四頭

大網鮑，呎長遼參設計菜譜。

2012年10月8日韋基球學長以燕窩參薯

鷓鴣粥，清蒸海東星班及嶺南紅灰烟雞

款客，味味精采。

2012年10月8日

韋基球試食會菜譜：

陳皮蒸鮮鮑魚每位兩隻

上湯焗大花竹蝦新竹米粉底

碧玉珊瑚

清蒸海東星班

嶺南紅灰煙雞

欖油炒短度菜遠

瑤柱蛋白炒飯

參薯鷓鴣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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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8日

韋基球試食會菜譜：

陳皮蒸鮮鮑魚每位兩隻

上湯焗大花竹蝦新竹米粉底

碧玉珊瑚

清蒸海東星班

嶺南紅灰煙雞

欖油炒短度菜遠

瑤柱蛋白炒飯

參薯鷓鴣粥

試食會菜譜 2012 (上）

潘國華學長 主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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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應康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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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松聲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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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步剛學長 主催

脆皮燒肉倫教糕

竹蔗馬蹄螺頭煲豬腱

蒜茸開邊蒸中蝦

花彫蛋白蒸紅蟹

雲腿桂魚卷海苔冬筍

竹笙百合炒蘭度

清炒短度菜遠

陳菇栗子煀雞

欖仁瑤柱蛋白炒飯

芝麻楜湯圓

黃達琪學長 主催

海苔冬筍杏包菇

爵士湯

蒜茸銀絲聖子皇

太白發財卷

金湯銀影海明珠

南乳蓮藕炆腩排

蒜香風沙雞

欖油炒短度菜遠

瑤柱鮮荷葉飯

蛋白杏仁茶湯丸

徐貽曾學長 主催

花膠蟲草花燉水鴨

花彫籠仔蒸中蝦

蘭花帶子鮮螺片

琥珀嶺南一口牛

清蒸雙喜花星班

蝦子柚皮扣鵝掌

上湯蒜子浸莧菜

嶺南香妃雞

瑤柱蛋白炒飯

生磨芝麻糊湯丸

蔡祖光學長 主催

雙雪螺頭燉豬腱

上湯花蝦煎米粉

陳皮蒸鮮鮑魚

蒜香煎多寶魚

花膠金湯浸勝瓜

陳菇金針炆米鴨

清炒短度菜遠

蟹子乾撈粉絲

生搾粟米汁

羅世傑學長 主催

清酒冰鎮鮮鮑魚

高湯蟹肉冬瓜盅

清蒸黃油奄仔蟹

蒜香安格斯牛仔肉

金華海鹽焗海鱲

花膠金湯田園蔬

陳皮泥鯭粥

蟹子乾撈粉絲煲

蛋白杏仁茶湯丸

倫志炎學長主催

高湯蟹肉冬瓜盅

清酒冰鎮鮮鮑魚

上湯花蝦煎米粉

蘿蔔清湯牛爽腩

麵醬蒸魚雲咀

蠔皇海參扣鵝掌

嶺南香妃雞

清炒短度菜遠

銀芽豉油皇炒麵

椰汁南瓜露湯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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