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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

暨慶祝嶺南大學

在港復校 周年

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

暨慶祝嶺南大學

在港復校 50 周年

嶺南同學日籌備半載，在籌委會主席何麗

霞學長的英明領導下，各組委員分工合作

後，在一個有點反常溫暖的冬日，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二日黃昏，一切終於能歸於

井然有序，徐徐地拉開了晚會的序幕。

在下午五時三十分開始，座落於中環大會堂的美

心皇宮大酒樓，開始熱鬧起來，嘉賓魚貫入場，

老中青三代，在歡迎光臨聲中，有穿著校服的、

有健步如飛的、有拖男帶女的、有手仍拖著行李

箱、老遠剛從深圳、廣州等地直接到達會場的、

有柱著拐杖由老伴陪同的、更有坐著輪椅由傭人

侍候來的，他們的心情，都只是懷著一個目的 

──出席一年一度的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

燈光一暗，司儀宣布，晚會開始，先請全體嘉賓

就座，燈光熄滅，聚光燈直指會場入口。首先是

在代表嶺南的校徽旗帶領下，嶺南各院校及校友

會的持旗手紛紛列隊持旗進場，原本的場地早已

高掛嶺南社旗，此刻隨著音樂聲、賓客細語聲，

再加上更多的嶺南旗幟飄揚，嶺南一家親的氣氛

梁延溢主席及鄭國漢校長
與眾主禮嘉賓齊切蛋糕

高飄嶺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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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勁社勁奪級社出席人數最多獎

更顯濃郁。站立唱校歌，好像回到四十多年前，

每逢學校有聚會時，都必須全體肅立齊唱嶺南

校歌，情景仍歷歷在目，悠然是昨天的事。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梁延溢學長致歡迎詞

後，由於今年嶺南同學日慶祝的主題是嶺南大

學在港復校五十周年，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特

別捐贈港幣五十萬元予母校，並由同學會主席

梁延溢學長、理事關志信學長及岑展文學長代

表送出支票，由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代表

母校接受。之後同學會主席梁延溢學長亦致送

紀念品予卸任的同學會主席岑展文學長及嶺南

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校監林祥學長，隨後由勁

社學長陳展鳴學長領禱謝飯，晚宴隨即開始。

當晚除了有佳餚美酒，當然少不了豐富的個人

獎品和抽獎禮物，在享用美食之餘，當中仍會

加插抽獎環節，枱獎是要在開筵席前各人自行

在早已預備好的信封內抽取一個號碼以飾別取

得那一份枱上的禮品，這個動作其實另大家煞

時有點手忙腳亂……你幾多號…8…. 咁即係代

表那個英文字母 ( 枱上獎品是以英文字母代表 )

呀？大家又會豎起手指數，好像小孩子一樣，

好不容易，玩完這個遊戲，可以開席了。

全晚最感動和欣慰的場面是，致送紀念品給離

校 70 年的超社 (1947) 校友，70 年不是一個細

數字，人生難得 70 年！至今仍有八位學長可以

親自蒞臨，所以大會亦特地在致送給他們的紀

念牌上刻上各學長的名字，以示特別尊重。由

於他們實在年事已高，為方便諸位老學長隨時

可以提早離席回家休息，所以大會特別安排提

早致送紀念品給他們，他們也在尊敬和熱烈的

掌聲中，歡欣地接受紀念品。

晚會還有另一個高潮，當然是由勁社學長表演

的「勁社勁人音樂表演」，由陳展鳴學長獨唱

三首當年金曲︰ You raise me up、Stand by me

勁社全體團結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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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延溢主席向眾嘉賓祝酒

和 Those were the days，另由四位學長︰黃傑祥

學長、高可成學長、林耀華學長和阮立基學長

以結他、電子結他及箱鼓伴奏，最後勁社全體

學長更上台載歌載舞，全場嘉賓都熱烈拍手和

唱，氣氛高漲，是全晚焦點所聚。

有一點不得不提，就是大會當晚筵開四十一席，

而美心大酒樓全場最多只可以容納四十二席，

這是嶺南同學會聯歡晚會近年筵開最多圍數的

一年，是一件可喜可賀的紀錄，其中尤以今年

協辦級社：勁社，今年出席率人數最多的一個

級社，他們佔了七圍筵席，實在令人雀躍，希

望明年其他級社能繼往開來，打破勁社今年的

紀錄。

這邊廂，台下一面飲湯、吃熱菜，台上則安排

貴賓上台祝酒和切餅儀式，隨著便是場外抽獎、

致送創社周年紀念獎牌、出席人數最多獎及邀

請嶺南大學校長、同學會主席、籌委會主席及

副主席等貴賓上台主持抽獎，獎品豐富令所有

來賓驚喜，有籌委會主席何麗霞學長捐出的

Apple 智能手機 iPhone 8 和嶺南大學諮議會主

席陳斌學長捐出的 Apple 最新智能手機 iPhone 

X，更有十多份名牌家庭電器等等，不能盡錄，

各中獎者都在羨慕的眼光中、狂喜的鼓掌聲中

上台從頒獎者手上接過獎品時的顧盼自如，不

得不使人嫉妒，當然我們不要忘記感謝各位贊

助獎品的嘉賓。

節目太緊湊，時間過得更快，不知不覺晚會又

接近尾聲，籌委會主席何麗霞學長上台致謝詞，

下屆嶺南同學日籌委會召集人 1978 恆社學長們

代表接領帥旗。晚會最後是全體來賓起立同唱

《嶺南晚歌》，這是代表嶺南聚會結束前的說

再見歌，雖然曲終但人未散，大家仍意猶未盡，

留下互相拍照，繼續寒暄，相聚的時刻實在太

短暫，大家相約日後再聚，希望嶺南精神永存，

來年再見！

壓軸大抽獎
1978恒社代表接2018同學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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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活動

新上任同學會主席、副主席及秘書
拜會嶺大校長。

2017新生迎新營授級社旗。

同學會於大學的
會室正式啟用。

2017嶺南迎新營，我們的新力軍。

嶺大鄭國漢校長拜會澳門嶺南區金蓉
校長，並由同學會梁主席及理事陪同。

會室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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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小組成立

本屆主席本着「紅灰精神，服務社群」的嶺南

傳統精神，大力支持成立社會服務小組以推動

會員參予回報社會的活動，小組自九月成立後，

定出小組的宗旨： 

(1)  推廣同學會是一個關懷社會的組織，同時提

升同學會在社會上正能量印象 

(2)  通過社會服務活動，增強校友之歸屬感和聯

繫 

小組將定時審視當前情况以選出合適服務計劃，

考慮因素包括在人力、技能和經濟上之負擔能

力，對提供服務者和接受服務者之法與理之責

任，在活動之計劃上，擁有執行和控制結果的

能力，當然希望計劃能持續發展。

社會服務計劃

小組第一個任務就是申請「同心展關懷」Caring 

Organization 標誌，這標誌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頒發，藉以表揚獲頒者是一個關懷社群對社會

負責任的機構。2016-17 年度共有 3,478 機構持

有這標誌，獲頒條件必須符合評審範疇中最少

兩項準則包括：鼓勵義務工作、樂於捐助社群、 

傳授知識技術、支持弱勢社群就業、選購社會

服務機構或社會企業之產品／服務。 

本同學會將由同學會小學校董會提名參加，社

聯將於明年一月審批，並在二月公佈結果，獲

頒機構由三月一日起可用標誌一年。2018 年底

可申請再評審以能在 2019 年續用。

為了符合評審要求，小組選擇了秀茂坪安達邨

和安泰邨作為社會服務對象，位於安秀道安達

邨共有 11 座樓高 28 至 45 層不等的住宅大樓，

提供 9,356 個單位，最多可供 23,387 人入住，

已於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9 月分階段竣工。

邨內四分一人口為幼童，新移民約佔 10%。由

於地點偏遠交通不便，政府以先安置後配置政

策，故此學校、街市、圖書館、室內運動場、

社區中心等設施要一至三年才完備，居民面對

兩大困難。

1) 學童缺乏課餘照顧──父母上班，兒童下課

蹓蹥邨內空地，安全問題及學壞機會增加

2) 長者精神健康──缺乏社交，漸成弧獨及情

緒低落。

小組决定推行圖書捐贈及閱讀獎勵計劃

1) 首先幫助他們設立圖書室，透過捐贈或購買

漫畫、兒童圖書，在十一月十一日完成 56

本圖書捐贈安泰邨，有待明年初位於安達邨

社區中心落成再增加捐贈。 

2) 今年底至明年初推行「閱讀獎勵計劃」，鼓

勵多閱讀，邨內兒童先做登記，在明年六月

時總結統計，例如閱讀 12 本書，稱為閱讀

小學士；閱讀 18 本書，稱為閱讀小碩士； 

閱讀 24 本書，稱為閱讀小博士，取得稱號

者各贈書券以購買書本和文具。

3) 視乎理事或校友參與程度，每月或每兩月我

們到現場聽各兒童 ( 分高小和初小 ) 做閱讀

報告，簡述書本內容、喜歡的人物和事物、 

學到什麼……表現優異者各得書券。

另外聯絡邨內長者服務中心負責單位東華三院， 

研究長者服務合作計劃，希望明年可以展開。

在推動同學會會員參予社會服務活動，下一步

將會在同學會網頁設立社會服務專欄和電郵地

址、宣傳活動、收集服務要求、義工招募等。

同學會社會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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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教育機構 (LEO) 大使聚會於 2017 年 11 月 1 日順利舉行。自 2010 年起，

LEO 每年向嶺南大學成績優異的學生頒發獎學金，又資助經濟上有需要的同學參

加海外交流計劃。

嶺南教育機構大使聚會

LEO 希望成立一個平台，讓這班大使可以羣策

羣力，回饋嶺南教育。除嶺大外，他們還可以

為 LEO 開辦的其他學校服務。

11 月 1 日當晚有 16 名大使出席，還有嶺大副

校長莫家豪教授、協理副校長 ( 學生事務 ) 李東

輝博士、教務長沈德祥先生和大學發展及校友

事務處處長毛南傑先生；LEO 方面則有主席黃

志光先生和其他多位成員 。

召集人唐正馨女士首先邀請莫家豪教授致詞。

莫教授向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就是繼 2015 年

獲《福布斯》評為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之一

後，嶺大近日晉身亞洲首百間最頂尖大學。黃

主席接着為同學介紹嶺大的雙城故事，以及今

年慶祝香港復校五十周年中，「復校」所包含

的「開創」和「傳承」這兩重含意。

李博士和沈教務長介紹有意邀請大使們參加的

義務工作，包括「事業「嶺」航計劃」和「2018

年博雅教育暑期學堂」 (Liberal Arts Summer 

Institute 2018) 等。

LEO 隨即在社交平台 Facebook 和 WeChat 開立

「LEO 大使」群組，方便大家日後聯絡，並決

定吸納其他嶺南人，一起為嶺南教育服務。

在 11 月 4 日，LEO 前主席黃伯鏗博士又宴請了

另外六名大使和畢業生，向他們介紹這個新成

立的組織。

最後，唐女士代表 LEO 邀請與會的大使和畢業

生參加明年 1 月 20 日的嶺南大學香港五十周年

校慶晚宴，希望藉此機會讓大家再次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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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博士則在嶺大遷往屯門虎地、取得「自我評

審」資格，以及正名為大學等重要時刻發揮領

導作用。

嶺南教育機構

頒授終身榮譽主席榮銜

嶺南教育機構 (LEO) 於 2017 年 12 月 19 日舉行周年大會。今年適逢嶺大在港復

校 50 週年，LEO 向唐天燊博士和招顯洸醫生頒授嶺南教育機構終身榮譽主席榮

銜，以表揚他們對嶺大在香港發展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唐博士是 1967 年在香港創辦嶺南書院的法人團

體的 9 名創始董事之一，並於 1983 至 1992 年

期間，帶領嶺大發展為合資格頒授學位，以致

成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全面資助的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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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會所每月兩次試食會， 十多年來堅持推行。

嶺南會所試食會

多款新菜式推出

每次由會所各執委、同學輪流主催。廚房炊事

改由「食得好飲食集團」陸永基君及梁維君小

姐主持大局後，每次試菜均有新菜式上桌。每

次聚餐，陸君給梁小姐亦列席，以聽取各到會

賓客對菜餚提供之意見，期望做到盡善盡美，

並符合取價合理、為大眾會員提供美味又合理

之菜式。

嶺南會所備有「賓客留言」冊，供各會員食客

表達餐後，對菜餚、食材及服務態度提供意見，

給會所及廚部參考改善。

會所又不時推出「問卷調查」，最近一次已於

2017 年 9 月 30 日截止，正由膳食組負責統計。

此問卷每隔三至五個月舉行一次，期望各會員

鼎力支持，務使嶺南會所愈辦愈成功。

江淮煮豆腐

百花花膠筒

自家製叉燒 紅燒 BB鴿 唐芹清湯腩

清煮健康蔬 鮑魚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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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3 日，一年一度的嶺南新老校友茶聚在中山大學南校園學人館三樓

順利舉辦。

廣州校友會

嶺南新老校友茶聚聯誼活動

與會者包括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名譽會長、著

名遺傳學家李寶健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 著名

魚類生理學及魚類養殖學專家林浩然教授，嶺

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理事 , 嶺南學院董事會董事楊

競初先生，嶺南學院黨委副書記黃濤老師等 36

位嶺大老校友及數十位嶺南（大學）學院新校

友。60 多位新老校友齊聚一堂，共同回憶往昔

同窗情誼，一起展望嶺南未來新景象。

 

茶聚由嶺南學院校友辦李卉文老師主持，名譽

會長李寶健教授致歡迎辭。隨後，嶺南學院黨

委副書記黃濤老師發表講話，簡要概括了嶺南

學院在過去一年取得的發展與成績。

來自翀社的梁耀東先生將珍藏多年的嶺南老學

友級社的活動音像照片等資料贈送給學院校友

辦收藏。茶聚特別邀請了廣東省運動養生專家

康濤博士作「健康是一種生活態度」的主題演

講。講座結束，進入午餐、自由交流環節。

特邀嘉賓李士強先生為新老校友茶聚題詩一首，

並贈詩一首給當年的恩師李寶健先生，以感激

當年教導之恩。

一日嶺南人、終身嶺南情，不論何時何處，嶺

南都是我們永遠溫暖的家。嶺南一家人、永遠

一家親。

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 李卉文學長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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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6 日中午，上海嘉裡中心翠園飯

店二樓小廳內，一片歡快、愉悅的氣氛。當天，

伍沾德、李玉珍顧問夫婦與部分上海校友在這

裡團聚。兩位已逾 90 高齡的顧問滿面笑容、精

神矍鑠。雖數年未見，但伍太太馬上就叫出司

徒美娟的姓名說：「你就是負責收錢的美娟！」 

（司徒美娟曾一度負責我會的財務工作，在顧

問贊助費收據上簽名）。

   

近 30 年來，伍、李兩位顧問始終熱情、細心地

關懷著我會的成長和發展。一片真情，令人難

忘！

   

1992 年 ，我會建立後首次組織滬、港、京、

穗四個校友會的大聚會。聚會在上海「世界之

窗」舉行，特別難得的是，伍先生把原任上海

市市長的汪道涵先生和夫人也請來了。聚會前

伍先生親自通知「世界之窗」有關負責人，要

準備專門裱上嶺南校徽下書「嶺大一家親」字

樣的大蛋糕，並佈置了各方代表共切蛋糕儀式

的細節……等等。當晚的聚會場面大，氣氛熱

烈非凡，在與會校友的腦海中留下永遠難忘的

印象。

   

此後數年，伍先生和夫人雖未能親自抵滬參加

全體校友的活動，但對我會的會務以及開展活

動的情況一直都非常關心，並以各種方式給予

支援。如，1996 年秋，校友會組織「無錫一日

游」，伍先生、伍太太得知後，即佈置「美心」

工作人員為每位參加秋游的校友準備點心，於

出發當日一早送到火車站交給我們，每位校友

上車後即人手一份……如此等等。伍先生和夫

人對我會每年組織的活動始終給予主動、悉心

而細心的關懷，由此可見一斑！

1998 年 4 月，在港參加「嶺南大學創校 110 周

年」慶典活動後，我會赴港校友乘火車返回廣

州，參加在廣州舉行的有關慶典活動。伍先生、

伍太太同車前往，伍太與周玉仙同座。在與周

玉仙閒談中，伍太瞭解到這次上海市教衛辦隨

團人員出行的往返路費由我們每位赴港校友分

擔，就讓周玉仙向我瞭解該人員路費金額，快

到廣州時，伍太將這些錢款如數歸還給每位赴

港校友。事實上，我們出發前也都已向赴港校

友作了說明，大家深知組織此次活動不易 *，對

這一決定也都表示同意，思想上已有準備。錢

款雖然不多，但伍太太執意儘量減少大家負擔，

對每位校友深切關愛，大家都非常感動。

* 當時香港還未「回歸」，社會上曾一度傳言，

申請「因公赴港」的難度甚至大於「因公出國」

上海校友會
兩位可敬的嶺南前輩

──伍沾德夫婦探訪上海校友會後記

司徒璧雙學長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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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校友會

2017春季論壇
2017 年 5 月 21 日，惠風和暢，中山

大學嶺南（大學）學院上海校友會春

季論壇在靜安區順利舉行。2006 級

金融碩士李筱璿校友擔任主持，嶺南

（大學）學院上海校友會副會長、浦

發銀行上海市分行閔行支行行長童磊

8月論壇
2017 年 8 月 26 日下午 13:30-17:30，於上海裕

景國際 A 座舉辦上海嶺南第一期論壇（簡稱：8

月論壇）：人工智慧的機遇，由 88 級王豎學長

邀請他的合夥馬鐸峻分享，物理學院、軟體學

院、生科院、嶺南學院等 13 位中大校友參與討

論，並特別鳴謝 94 級劉正林學長為校友們帶來

的精美禮品和 88 級王豎學長提供的充滿藝術氣

息的活動場地。

論壇 13:30 正式開始，馬總從一個機器人撿罐子

的實驗出發，引申出 AI 的定義：機器能夠在「複

雜」的環境中，學習到其中的「規律」，並能

夠運用此規律實現目標任務，將AI劃分成識別，

推斷和抽象三個層次。穿插舉例無人駕駛，阿

里巴巴，Google 等案例，由淺入深，簡潔易懂。

AI 的概念的大規模推廣，賴于 Alpha go 的知名，

馬總將 AI 給世界帶來的影響和變化，歸納為三

個類別，人工替代，商業模式轉變以及出現以

技術和資料驅動的新龍頭。

對金融行業而言，落腳點在於投資。馬總在價

值方向方面給出兩個點，一是 AI 下游不同應用

院上海校友會向與會嘉賓們表示了誠摯的感謝，

並贈送了帶學院 LOGO 的精美禮品，與會校友

們紛紛合影留念，大家共同祝願中大校友精誠

團結，共同努力，推動上海校友會大家庭不斷

發展壯大。

場景創新的投資，如智慧製造，個性化的醫療，

教育等；二是上游 IT 基礎設施的再次飛躍過程

中帶來的投資機會，晶片技術的發展，網路的

進步等。

投資的風險更多在於不確定性，投資要能把握

其中的確定性，對於 AI 而言，馬總給出了由效

率延展的方式思考確定性的關鍵，一是尋找具

有效率潛力的模式，其次研判效率優勢的可持

續性，三是馬總認為效率模式成長中自我強化

過程就是確定性最高的過程。

最後，馬總從三個方面總結本次分享的內容，

總結如下：

1. AI 將人類帶入了效率模式從量變到質變的

過程；

2. 商業變化的本質是複雜系統自身效率的進化

過程；

3. 理解技術驅動效率進化是把我趨勢的關鍵。

學長致開幕詞。活動有幸邀請到了原廣州證券

投資管理中心總經理、現任熵一資本董事長謝

東海校友，上投摩根基金國際業務客戶投資組

合總監陳金岳先生分享從業以來的投資經歷與

理念。分享會接近尾聲，童副會長代表嶺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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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同學會
歡迎歐陽讓學長光臨
2017 年 7 月 10 日的早上接到到司徒昱學長及

張鳳儀學長的通知，說道香港嶺南教育機構其

中的一位校董歐陽讓學長，蒞臨洛杉磯，與校

友會面，於當日傍晚在翠亨邨大酒樓為他洗塵，

吩咐我相約蔡德榮會長及同學會財政陳惠雄

「財神」與夫人們一同參加。

歐陽讓學長是嶺南大學 1947 年超社土木工程

系畢業生，曾任職中學教師，1950 年由廣州到

香港水務局工作。1971 年曾到英國留學，其後

於倫敦水務局工作。1975 年應聘回港任職地下

鐵路公司參與鐵路基建工作。歐陽讓學長亦參

與香港獅子山隧道的建造工程，負責設計及監

工的工作。

到達翠亨邨的旳時候，司徒昱學長已經和歐陽

讓學長及其公子在貴賓餐房內談得起勁。我與

荊室入內，握手言歡，並告訴歐陽讓學長已經

拜讀他寄來的大作文集（歐陽讓學長經常在嶺

南簡訊發表大作 )。

隨後李小瓊學長、蔡德榮會長伉儷和陳惠雄財

政伉儷都來到了。尤其是李小瓊學長，九十歲

了，尚能在交通擠擁的下班時刻，老遠從 Santa 

Monica 駕車趕來，非常難得！

歐陽讓學長既健談，又風趣，且幽默。他說從

前很貪靚，九十多歲，還將白髮染得黑油油，

但是近來發覺，白髮原來是老年人的冠冕，那

就不用再染髮了！

該晚的宴會，司徒昱學長堅持由她支付，我們

要科款，也遭她極力反對！ 司徒大姊是著名的

食家，懂得怎樣點菜，更懂得怎麼食，孔子說：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百寶冬瓜盅，如雞

髀般大隻的白灼老虎蝦三打，炸釀大帶子，清

蒸大龍蝦，北京鴨等等 ……十分豐富。歐陽讓

學長也是香港來的食家，對該晚的菜式一直讚

不停口！

稍後歐陽讓學長提及今年 12 月 2 日在香港大會

堂美心大酒樓的嶺南同學日聚宴，洛杉磯呂錫

基伉儷也會參加，並說屆時在香港再與歐陽讓

學長見面！ 

席間互相談笑極歡，不一會，歐陽讓學長在香

港當醫生的兒媳都來了，準備接父親回去，大

家當然依依不捨，結果大家拍了一幀大合照，

才互道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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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同學會
同學日誌慶
每年的春茗過後，在七、八月之間，洛杉磯嶺

南同學會會到附近的翠亨邨大酒樓設宴，舉辦

同學日聯誼聚餐。

2017 年 8 月 5 日（星期六）那天，蔡德榮會長、

會長太太馬慧中女士、蒙小紅和羅斌學長早上

十時許便到達了會場。他們調校卡拉 OK 音響

器材，掛上同學會的會旗，並在六桌酒席的檯

面上，放置了每一席的編席名字、宴席的菜單，

和印有嶺南歌集其中一些歌詞的單張。

這次同學日聚餐特別高興，也體會了「嶺南一

家親」和「一日嶺南人，一生嶺南人」的精神！

因為出席的校友們，包括了廣州康樂嶺南大學

的校友、香港嶺南校友、廣州嶺院校友、越南

堤岸嶺南中學校友、澳門嶺南校友、上海嶺南

校友，和廣州嶺南大學舊校園的中山大學校友，

年紀由 20 多歲到 90 多歲！笑語、讚歎與嘻哈

之聲齊飛，老中青嶺南人濟濟一堂，互訴嶺南

衷情，也聞哈哈大笑之聲，不絕於耳！

交誼罷了，司儀陳力孝學長宣佈同學日聯誼餐

會開始，大家一同起立唱校歌；繼而蔡德榮會

長致簡單的歡迎詞。跟著蔡會長邀請了太太馬

慧中、蒙小紅學長、羅斌學長，和中山大學潘

穎校友出來，為大家獻唱一曲〈嶺南歡迎您〉。

歌唱之後，司儀陳力孝介紹今天新到來的校

友，最年青的是陳小川小師妹。司儀跟著宣佈，

下一個節目是由寄宿生述說一些難忘的寄宿生

活，呂錫基學長為此作以下的分享。

呂錫基小四入嶺南寄宿的時候，舍監是第一宿

舍二樓的羅惠廉女士（三樓的舍監是唐麗霞女

士）。羅舍監相當嚴厲，早上起來洗潄之後，

便得排隊讓她檢查臉孔是否乾淨。之後便是檢

查床舖是否整齊蓋好，同時也要檢查我們是否

已穿上乾淨的襪。

除此之外，在宿舍裡不准私藏現款、生果、糖

果、收音機 。 晚上熄燈就寢之時，不得私語。

不守規則者便要吃一匙醫治瘧疾病的粉未──

極苦的「金雞鈉」，及罰在圓櫈靜坐「思過」！ 

最尷尬的莫如洗澡，雖然是年紀小小，九歲、

十歲的，但赤條條都會害羞，浴室沒有花灑，

先由女工淋一殼水弄濕了身，刷完了肥皂，再

由女工多淋兩殼水，便要抹身，抹乾之後，便

要側身站在舍監面前接受檢查。如果未抹乾，

舍監就會用木尺輕打臀部一下，吩咐回去再抹，

回來重新檢查，抹乾了，才可以穿衣服。

說罷已經是下午一時，大家都餓了，於是司儀

恭請勵社的郭張鳳儀學長為我們作餐前謝飯禱

告。今天宴開六席，拿着桌上的菜譜看看，大

家已是垂涎三尺。明蝦大沙律、雜錦冬瓜盅、

薑蔥焗龍蝦、北京片皮鴨……及馳名嶺南大學

80 多年的特色雪糕涼粉。

宴席間蔡會長伉儷及潘穎、羅斌學長分別高歌

獻唱，為這個已經是喜氣洋洋的聚會，更添驚

喜！每一桌都在高談闊論，嘻哈而笑，又或喁

喁細語，掩咀而笑，更互相拍照，氣氛融洽！

餐罷共唱「嶺南晚歌」，司儀宣佈同學日餐會

圓滿結束，並且提醒大家，9 月 30 日在嶺南會

所將舉行中秋節迎月晚會，歡迎踴躍參加，餐

費全免！

獻唱「嶺南歡迎您」。左起：蔡德榮會長、
蒙小紅、馬慧中、潘穎和羅斌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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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校友會
與美國嶺南基金會聚會
美國嶺南基金會於 2017 年 5 月 1 日晚，在紐

約邀請紐約嶺南校友會的舊友新人，共用晚餐。

基金會主席在餐前致辭中指出，基金會選舉出

新的董事會成員後，以極大熱情推動了許多交

流和服務專案，得到了廣大嶺南校友的認可。

基金會在未來也會秉承使命，繼續支持學術交

流、教育創新和社會服務，為實踐眾多嶺南人

的紅灰精神而奮勇向前。

席間，紐約嶺南校友會會長的女兒林蘭婭是專

業歌手，她取過吉他即興獻唱，為大家表演了

兩首歌曲。

蔡卓斯學長供稿

三藩市同學會

歡迎嶺大鄭國漢校長

到訪
鄭校長和夫人於七月間來三藩市灣區渡假，期

間與同學會潘占培會長和周國忠副會長聯絡，

希望能與灣區同學相聚。同學會於 2017 年 7

月 15 日中午假座三藩市嶺南小館設午宴歡迎

鄭校長夫婦及女兒和女婿，出席同學共二十

人。其中一位是剛從香港回美探親的歐陽讓學

長，另外有兩位同學──張式坤和茅麗夫婦。

他們是鄭校長在中大求學時的同窗。席間鄭校

長詳細報導嶺大近日發展計劃，在博雅教育、

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各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

在坐各嶺南人都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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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母校勁社金禧創社紀念，遺憾自己身處海

外，未能親臨見證此五十年一遇之盛會。喜獲梁

淑萍同學之邀撰寫感言，義不容辭，遂以文會

友，緬懷昔日同窗點滴。

當中我與故友小玲感情最深，雖然她已離世十

載，仍難忘大家從相識到相知的美好回憶。韶華

荏苒，讓時光倒流五十年，回到那青蔥歲月。

1967 年的秋天，我升讀嶺南中學英文部 1A 班。

開學那天，懷着莫名興奮的期待，戰戰兢兢地走

入校舍最底層的課室。個子高高瘦瘦的小玲，當

時就靜靜地坐在我的後面。後來知道大家原來住

在同一條街，自此便相約一起上學放學。

升上中二，有一回，班上有些可惡的男生給小玲

起了花名，她氣憤難過，向我傾訴。那時才知道

她父母早逝，身為長女，還要照顧四個小弟妹。

很佩服她這份堅毅、懂事，而且讀書又用功、從

此我更喜歡跟着她。外表冷酷的小玲，內心其實

如冬日之陽，寒風中，她會從口袋裡掏半片巧克

力給我，十分窩心體貼。初夏，她會領我到離校

園不遠的山邊採桑椹，是她首先發現這株結着

墨紅色的漿果樹（滄海桑田 , 現在應該不存在了

吧！）還有，中午在肇輝台山洞肥伯伯小店吃荳

芽炒麵；放學後與周穎年、戚明儀一起行經墳場

去電車站。說起穎年、明儀，我們這四個女生，

當年常常走在一起，穎年歌唱好聽到不得了，明

儀更是鋼琴高手。每次上她們家，伯母總會弄些

好吃的，很感動，吃得滿嘴幸福。秋去春來，大

家ㄧ起經歷很多第一次：去啟德遊樂場坐摩天輪；

在墳場內，為了走捷徑掉得滿身泥巴；去看電影

《今天不回家》；去學校派對，愛上 Bee Gees。

漸漸地，大家開始覺得男生也不盡是那麼可惡，

有幾個還挺有魅力的呢！誰的功課最好、英文

最棒、誰最帥、誰最搗蛋 , 我們的話題會離不開

誰喜歡誰！五月，校園的影樹花開，又是期考

時候，暫且放下嘻哈玩樂的心情。同學中，不

少懷有遠大理想抱負，像小玲，立志做南丁格

爾。很多像我一樣成績平平的，沒有得到老師、

同學的特別關注，倒是活得自在。

中五畢業，小玲考入護士學校，我與明儀轉往

別校繼續升讀預科，穎年則往美國升學。此後，

各奔前程。

1993 年，小玲移民到美國加州矽谷，繼續她的

專業。三年後，我一家人也移民當地。就這樣，

彼此更親近了。每逢假期，總會相聚一起回憶

當年的人和事。惜十年前小玲不幸病重，有天

她的身體稍為好轉，堅持要弄一道白切雞為我

慶生，那天看她蹲在地上全神貫注地斬雞，回

眸一笑，非常燦爛，瘦弱的背影，滿載細緻，

體貼的堅持！

人生總有很多相識與巧遇，相識是緣，緣起嶺

南，天涯咫尺，後會有期。祝願大家身體健康！

勁社金禧創社紀念

鄭丹平學長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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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陸建源博士 (1921-2017)

陸建源博士，廣東三水人，生於一九二一年，

父親陸蘭培先生曾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及後

在穗、港、澳經商，母親何文簫女士為廣州坤

維女子中學畢業生。陸建源博士年幼時入讀慈

愛幼稚園（與夫人趙鈞鴻博士先後入讀同校）。

陸建源博士由小學二年級至高中畢業 (1928-

1939) 一直於廣州嶺南小學及中學部就讀和寄

宿，自此對嶺南培養出深厚的感情。

戰亂時期，陸建源博士曾跟隨兄長陸能源教授

在雲南參與開發滇緬公路，及後跟隨十萬大軍

在四川重慶生活和學習。和平後，升讀上海國

立同濟大學造船工程系，立志要強大中國的造

船業。1947 年大學畢業後，於上海民生造船廠

任職工程師。在重慶、上海生活時，陸建源博

士得以結交了一班畢生的好友。

1951 年，陸建源博士因感到志向未能在當日動

亂環境中得到完全發揮，遂移居香港，翌年與

趙鈞鴻博士在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結婚，

育有一女一子：永恩和永基。初到香港期間，

陸博士曾自設補習社，後任教於救恩書院，於

1961-1978 年於協恩中學任教，為數理科主任

兼授物理科。1969 年創辦晶晶童裝玩具公司，

經營近 40 年，於 1972 年創立建偉集團有限公

司至今，為本港最早期的教育玩具及教育用品

公司。

陸博士於 1954 年受浸，加入中國佈道會迦南

堂，其後轉會北角衛理堂，與多位牧者、會友

成為摯友，陸博士一生篤信基督，每天靈修，

從不間斷，直至回歸天國。

陸博士畢生對教育充滿熱誠，對嶺南亦有深厚

的感情，「為神、為國、為嶺南」的宗旨常常

掛於口邊，1990 年初，便與幾位嶺南同學致力

在廣州中山大學 ( 前嶺南大學校址 ) 內，重設廣

州嶺南 ( 大學 ) 學院，並由 1991 年任該學院董

事會董事，於籌建校舍及獎學金捐助，以至校

務發展等事務，不遺餘力。陸博士亦曾擔任多

個教育機構主席，1994-1997 年間為嶺南大學

香港同學會主席，1995 年出任香港全國基督教

大學同學會主席，2000 年任廣州嶺南 ( 大學 )

學院董事會主席，同年獲頒美國春田大學榮譽

人文學博士，2005 年任廣州嶺南 ( 大學 ) 學院

董事會名譽主席。

陸博士為人低調，性格樂觀，相信一切都有上

帝的安排，近半年來，運作了近百年的身體開

始退化，醫生稱他為「頑強的神奇小子」，護

士視他為可愛的「小熊」，在世最後數月，深

得弟、妹及各親友的悉心關懷和照顧，令病榻

中的陸博士仍充滿喜樂。陸博士最終在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主懷安息，移居天家，享壽 97 歲。

陸建源博士，我們永遠懷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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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嶺南大學1949勵社社友

達安輝教授

達安輝社友 1944 年進入嶺南就讀，成

為勵社社友。在曲江大村時，因為日

軍逼近，他隨大隊撤退。1945 年，他

返回廣州康樂就讀，曾寫一篇名為《離

開大村》的文章，憶述當時情景，悲喜

交集。1947 年，達安輝轉往香港大學

就讀醫科，畢業後不久成為教授。他本

人在醫學界貢獻良多，現時多名子弟均

成為名醫。另外，達安輝教授又在瑪麗

醫院主管多年，成績優良可嘉，多個醫

學會都有悼念他。

達安輝教授生前先後獲頒大英帝國官

佐勳章（OBE）、司令勳章（CBE）及

爵士勳銜（Knight Bachelor）。

達安輝教授離校多年，但對勵社社友關

懷有加，在他去世前數星期亦與社友

何威全、馮國榮、馮王美玲、余麗萍、

盧秀妍、楊蔭恕太太、蔡昌桓太太及司

徒星（剛從美國返港）一同午膳，可惜

今後歡聚情景不再。

馮國榮學長供稿

達安輝學長生平

1928 年 生於廣州，本為棄嬰，幸獲美國長老會醫生

達保羅（Paul Jerome Todd）收養

1937 年 日本侵華，義父送他離開廣州，到香港拔萃

男書院升學

1945 年 戰後首先入讀嶺南大學醫學院

1947 年 轉讀香港大學醫學院

1952 年 以優異成績獲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畢業

1953 年 加入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任教

1958 年 獲港大頒授醫學博士學位，加入港大醫學院

出任講師後來又先後升任高級講師和資深講

師

1972 年 升任內科講座教授

1974 至 1989 年 出任港大內科學系主任

1976 至 1978 年 兼任醫學院副院長

1978 至 1980 年 兼任港大首席副校長

1979 年 委任為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海外顧問

1985 年 發 起 成 立 香 港 內 科 醫 學 院（Hong Kong 

College of Physicians），並促使香港成為英

國皇家內科醫學院之海外考試中心

1980 至 1986 年 澳洲皇家內科醫學院委員

1982 年 獲授大英帝國官佐勳章（OBE）

1986 至 1992 年 擔任香港內科醫學院創院院長

1990 年 獲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

1991 至 1993 年 任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研究資助局創會

主席

1992 至 1996 年 擔任香港醫學專科學院（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創院主席，推動香港醫生在本

土接受專科訓練及資格保證

1994 年 從港大退休後繼續留任榮休教授，服務港大

1995 年 獲授爵士勳銜。（Knight Bachelor）

1997 年 參與嶺南學院遴選高級主管人員

2000 年 孫建業心臟基金以達安輝教授的名義於香港

大學設立內科明德教授席，向他致敬

2017 年 8 月 16 日在瑪麗醫院逝世，終年 8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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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是香港的博雅大學，在本地高等院校中歷

史最悠久。嶺大的歷史可追溯至 1888 年其前身

「格致書院」在廣州創校開始，其後於 1967 年

以嶺南書院之名在香港復校，並於 1999 年正名

為嶺南大學。2015 年，嶺大被《福布斯》評為

「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之一。

 

嶺大十分榮幸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先生為啟動禮的主禮嘉賓。張建宗

司長在致辭時表示，嶺大致力發揚博雅教育精

嶺南大學香港復校 50 周年校慶啟動禮於 2017 年 9 月 19 日舉行。約 700 名嶺南大

學師生、校友和各界朋友聚首一堂，為未來一年的慶祝活動揭開序幕。

嶺南大學香港復校50周年

校慶正式啟動

嶺南大學

神，成就卓著。作為在本港唯一由政府資助的

博雅大學，嶺大創立了獨一無二的高等教育品

牌，注重教職員與學生之間的緊密關係，讓寄

宿學生不但享有豐富多采的校園生活，還有機

會到世界各地院校交流學習，並能夠熱心投入

社區服務。他深信嶺大會繼續培育一代又一代

慎思明辨、關懷別人、貢獻社會的嶺大人。

 

嶺大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先生在典禮致辭時指

出，嶺大已經在本港的教育中尋找到獨特定位，

（前排左起）嶺大校長鄭國漢教授、嶺南教育機構主席黃志光先生、嶺大諮議會主席羅世傑醫生、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陳智思先生、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嶺大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先生、
教育局署理副秘書長高怡慧女士、嶺大校董會副主席葉成慶先生、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梁延溢
博士及嶺大副校長莫家豪教授主持嶺大香港復校50周年校慶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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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是博雅教育。「嶺大透過寬廣的跨學科課

程、緊密的師生關係、小班教學、多元文化和

提供四年全宿的校園、服務研習機會和強調國

際化的策略，提供全人教育。」

 

他表示：「我很榮幸見證嶺大培育具備專業知

識、探求知識的能力、對自然和人類心存關懷

和尊重的人才，並為嶺大在這方面的成就引以

為傲。」

 

嶺大校長鄭國漢教授在致謝辭時提到嶺大在 50

年間，由一間規模細小，只有 137 名學生的書

院，發展成一所有超過 3,000 名學生、享負盛

名、並在國際上獲得肯定的卓越大學，並堅持

追求優質教學、研究和社會服務。

 

嶺南大學

眾主禮嘉賓進行點睛儀式。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在啟動禮上致辭。

鄭校長指出：「在過去五十年，嶺大取得很多

突出成就。最近期的一個例子是在 2015 年獲

《福布斯》評為『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府』。

在 QS 的最新報告中，指出嶺大的『表現在 QS

世界大學排行榜上屬前列的 57%』，而且『考

慮到全球大約有 26,000 所大學，這表示嶺大已

躋身於世界前 2.1% 的大學之中』。」

 

鄭校長續表示：「50 周年不僅是我們的重要里

程，亦是一個機會讓我們回顧過去的成就和挑

戰，並感謝所有多年來為大學作出卓越貢獻的

人士。」

 

在邁向於香港復校 50 周年這個重要里程之際，

嶺大將於未來一年舉辦連串慶祝活動。

歷屆嶺大校友為啟動禮參與旗幟巡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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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鄭國漢校長在儀式上指出，嶺大於 1967 年

剛剛復校的時候，大約有 100 個學生，需要借

用嶺南中學的課室上課。到現在我們全校學生

共有約 3,100 人，擁有佔地約 11 公頃環境優美

的校園，提供約 2,600 個宿位，可以讓本科學

生四年全宿。嶺大於 1967 年在香港重新起步，

到現在已經成為一間國際知名的大學，九成本

科生有機會到海外交流，亦有來自 30 多個國家

的學生在校學習，提供高度國際化的博雅教育，

為學生帶來轉變，協助他們成就自己的人生。

 

鄭校長續道：「這些成就，是歷代嶺南人努力

不懈、排除萬難、堅持延續嶺大教育使命和嶺

南精神的結果。嶺大過去 50 年所走的路，正正

是香港人艱苦奮鬥、互相扶持、為未來打拼的

寫照。嶺南大學過去半個世紀的故事，就是一

個動人的香港故事。」

 

嶺大副校長兼香港復校 50 周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主席莫家豪教授則介紹了未來一年的重點慶祝

活動，包括於 9 月 19 日舉行的啟動禮、11 月

20 至 21 日舉辦的「亞洲博雅大學聯盟」成立

研討會、12 月 6 日的「大中華地區校長交流論

壇」、明年 1 月出版的《嶺南精神五十載》50

周年刊物，以及 1 月 20 日舉辦的「嶺南大學香

港 50 周年校慶晚宴」。

 

此外，大學各院系和部門均會舉辦各式各樣活

動，例如今年 9 月 23 至 10 月 6 日的「蕭暉榮

教授藝術展」、12 月 8 至 9 日承辦「香港社會

學學會年會」並舉辦有關社會政策分析研討會、

今年是嶺南大學在香港復校 50 周年。在邁向這個重要里程之際，嶺大於 9 月下旬

開始的一年內，舉辦連串慶祝活動，並於 2017 年 9 月 13 日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

的時間囊封存儀式，珍藏各種有關嶺大現況以及校慶紀念的資料和物品。

嶺南大學香港復校50周年

舉辦連串慶祝活動

明年 3 月舉辦「嶺大藝術節」、以及 9 月與業

界合作舉辦有關保險業發展研討會。

 

在儀式上，嶺大師生在時間囊中放置了各式慶

祝復校 50 周年的紀念品、見證嶺大最新發展的

文獻、分別由校長和副校長撰寫對 50 年後嶺大

的期許、以及由約 30 位嶺大同學寫給 50 年後

的自己的留言，作為嶺南人承傳過去、再創輝

煌的印證。

 

鄭國漢校長在留言中表示，與 2017 年相比，半

個世紀後的高等教育想必已有翻天覆地的轉變。

「我深信 50 年後的嶺大，憑著它獨樹一幟的博

雅教育，將已培育出一群又一群視野廣闊、堅

毅自強、以及才德兼備的領袖。我亦深信嶺大

的博雅教育在 50 年後將進一步發揚光大，除了

繼續為香港、國家和區域的發展作出貢獻，更

成為一股促進人類文明和福祉的重要動力。」

鄭國漢校長（左五）、莫家豪副校長（右四）、
嶺大管理層和學生代表在時間囊中放置各式
紀念品。

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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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QS 提供的報告，嶺大的表現在獲得排名

的亞洲大學中屬於最佳的 24%，而由於亞洲共

有約11,900所大學，故嶺大屬於亞洲區內首1%

最頂尖的大學。此外，嶺大在「教員具國際背

景」和「出訪交流生」兩項評分均取得 100 分

滿分的突出表現，「出訪交流生」更在整個亞

洲地區排第六位，反映嶺大的國際化努力獲得

肯定。

 

對於能夠成功晉身亞洲首百間最頂尖大學之

列，嶺大鄭國漢校長表示高興：「這是繼 2015

年獲《福布斯》評為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之

一後，嶺大的教研表現再次獲得國際的認同。

嶺大將繼續努力提升教學與研究，並加強地區

性和國際性合作，使嶺大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

博雅大學。」

嶺南大學晉身

亞洲首百間

最頂尖大學

之列

嶺 大 於 2017 年 10 月 16 日 公 布 的

2018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亞

洲大學排名中位列第 100 位，比去年

上升 9 位。

今年獲嶺大頒授榮譽院士銜的人士包括陳灼明

先生、陳婉婷小姐、何世堯先生、伍尚敦先生

以及袁光銘先生。

 

何世堯先生代表各位榮譽院士在典禮上致辭，

並感謝嶺大頒授榮銜。何先生指出嶺大自 1888

年於廣州創校以來，一直秉持「作育英才、服

務社會」的校訓，為國家培養了各方面人才，

促進了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嶺大的博雅教育

理念，注重培養學生『學識廣博，生活高雅』，

使學生更能適應當今社會不斷變化的發展趨

勢。」

 

何先生勉勵嶺大同學要珍惜眼前一切，做到師

長前輩們對他們的理想和期望：學以致用、知

行合一。「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就要從明辨

是非、積極學習、堅持奮鬥開始。」

嶺南大學於 2017 年 10 月 12 日舉行

「榮譽院士頒授典禮 2017」，頒授

榮譽院士銜予五位傑出人士，以表揚

他們在其專業領域的卓越成就及造福

社會的重要貢獻。

嶺南大學

頒授榮譽院士

銜予五位傑出

人士

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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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Again ！」是本年度活動的主題，藉著

這個機會讓嶺南人重回母校，一同回味以往校

園生活的點滴。

參加者在大學宿舍留宿一晚，並參加各種精彩

節目，包括活動教室、運動課堂、電影欣賞、

品嚐零食與雪糕，以及糖水會等。在天幕廣場

的各種遊戲、手工藝及小食攤位，尤其是嶺南

大學香港同學會及工商管理系舊生會設置的遊

戲攤位，特別受一家大小歡迎。梁方靄雲藝術

廊則化身成馬戲團，讓參加者在各個奇趣繽紛

的佈景前盡情拍照留念；集體遊戲「嶺南遊戲

王」亦非常緊張刺激，八支隊伍施展渾身解數，

競逐成為嶺南遊戲王。

鄭國漢校長在 7 月 29 日晚上舉行的「嶺南人飯

局」致歡迎辭，為晚宴揭開序幕，並分享嶺大

最新發展動向。資深婚禮統籌劉智仁校友，則

向一眾參加者分享嶺大的博雅教育如何成就個

人以及事業發展。嶺大舞蹈學會亦為晚宴作表

演，而壓軸的有獎問答遊戲更為晚宴掀起了高

潮。「校友日 2017」為所有參加者帶來了一個

既歡樂又難忘的週末。

廣受一眾校友歡迎的年度盛事「校友日 2017」於 2017 年 7 月 29

及 30 日舉行。逾 600 名嶺大校友聯同親友參與了是次活動，在嶺

大校園度過了一個愉快的週末。

嶺南大學校友日2017

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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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

學院（兩院）由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起

合併，兩院合併後繼續沿用「嶺南大學

持續進修學院」（LIFE）的名稱，讓學

院更有效地運用學術及其他資源，配合

未來的策略和持續發展。

由 2017/18 學年起，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將

接辦原由嶺南大學社區學院提供的副學士課程；

2016/17 學年或之前入讀副學士課程的學生則不

受影響，其畢業證書將由嶺南大學社區學院頒

授。學院未來將以發展職業導向課程為主要方

向，及開辦更多的海外銜接學士學位課程，讓

學院的副學位畢業生能在嶺大校園完成學位課

程。

繼本學年成功開辦運動教練及領袖學高級文憑

課程，學院亦於 2017/18 學年開辦幼兒教育高

級文憑，以配合幼兒教育業界的人力資源及發

展需要。兩項課程均為職業導向的課程，理論

和實務並重，透過實務培訓，助學生掌握日後

投身相關專業所需的知識和技能。課程更設有

工作實習，讓學生實地了解行業的工作環境和

應用所學知識和技巧，累積工作經驗，增強日

後求職就業的競爭優勢。

其中，學院更特別設立一間幼兒教育活動室，

讓幼兒教育高級文憑同學模擬上課情景。課程

設計將協助同學取得專業資格，成為註冊幼兒

教育工作者。符合資格的畢業生可註冊成為合

資格幼稚園教師，有關資格包括教育局幼兒教

育證書，以及社會福利署幼兒工作員、幼兒中

心主管和特殊幼兒教育工作員資格。畢業生出

路包括幼稚園教師、幼兒工作員、幼兒中心主

管、特殊幼兒工作員以及學前班導師等。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與持續進修學院

正式合併

發展職業導向課程切合所需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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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為了擴闊同學的國際視野，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學院）定期舉辦海外交流及服務學習團，讓同學

透過地區考察和義工服務，體驗和了解各地文化。

四川汶川於二零零八年發生八級大地震，災後

有大批留守兒童，他們常被社會忽視。十五名

學院同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至六月十三日

參與了由四川長江職業學院所協辦的「大手拉

小手」義工服務計劃，親赴當地與來自四川長

江職業學院及阿壩師範學院的同學，一起在汶

川八一小學進行義教及探訪活動，幫助阿壩州

的留守兒童。學院冀透過這次活動，能為阿壩

州的留守兒童傳遞更多正能量，同時培養同學

成為一個有愛心、有責任感的人。

除此之外，二十二名來自不同課程的同學參與

學院於六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舉辦的柬埔寨學

習交流團。旅程展開前，同學均需出席為期五

天的義工訓練，以了解服務對象的需要及學習

海外交流及服務學習團

發展所長 貢獻社會

設計遊戲活動等。在九天行程當中，同學探訪

了 四 個 服 務 機 構， 包 括 Young Women Leader 

Project、House of Family、People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 Primary School 以 及 Sre Ampil 

Develop Center。期間，各參加者都非常投入

帶領熱身遊戲，與服務對象一同做手工及宣揚

環保訊息等。除了探訪服務機構外，學院也安

排同學參觀世界文化遺產吳哥窟及赤柬博物館

（S21 監獄），以增加歷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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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2017 年 6 月 10 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

院「粵港同心，嶺南尋根」訪問團來到中

山大學。

崇基學院（Chung Chi College），香港中文大學

九家書院之一，由前廣州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

前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董會主席歐偉國及香港聖

公會領袖何明華於 1951 年創辦。嶺南學院校友

工作辦公室李卉文老師迎接了訪問團，引導訪

問團沿著中軸線參觀校園，並詳細介紹了沿線

各建築物的歷史。

參觀校園結束後，一行人來到嶺南堂，在這裡

舉辦座談會，嶺南學院執行院長陸軍教授、黃

濤副書記，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時任主席岑展

文學長，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理事、嶺南學院

董事會董事楊競初先生，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

前副秘書長、嶺南大學捷社王紉荄學長，嶺南

大學老校友劉良深學長等出席了此次座談會。

首先播放了嶺南學院的介紹短片，向訪問團展

示了嶺南學院的歷史、發展歷程和取得的成就，

嶺南尋根之旅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訪問團

接著嶺南學院執行院長陸軍教授致辭，代表學

院對訪問團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

香港訪問團團長許開明博士致辭，對嶺南學院

的接待表示由衷感謝。香港訪問團副團長白耀

燦主席介紹了代表團成員及崇基學院的歷史，

嶺南老校友王紉荄 , 劉良深學長也分享了他們的

嶺南故事。隨後，陸院長與許團長互贈紀念品，

紀念此次嶺南尋根之旅。交流會最後，嶺院領

導，老學長和香港代表團接龍唱了同一旋律的

嶺南院歌和崇基院歌，分享會在鏗鏘有力的歌

聲中劃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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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來，創新被擺在國家發展全域的核心

位置。2016 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強調，必須堅

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加快各領域科技創

新，掌握全球科技競爭先機，打造公平競爭的市

場環境，是創新能夠轉化成為經濟發展新動能的

關鍵。本屆嶺南論壇旨在為政、學、商等各界人

士提供高端的交流平臺，分享創新模式，探討激

發創新的政策引導與市場環境，聚焦改革深化措

施與執行力。

陳雲賢致對本次論壇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和衷

心的感謝，並回顧了廣東省在 2016 年所取得的

成就。陳雲賢最後表示，第六屆嶺南論壇的主題

既符合廣東現實，也引領現在和未來發展的方

向，預祝本屆論壇取得圓滿成功。

陳春聲書記感謝廣東省委省政府、社會各界、校

友以及全校師生對嶺南論壇舉辦六年來的熱切關

注與大力支持。

本次論壇邀請了多位重量級嘉賓作主旨演講。中

國科學院院士陳仙輝以「新材料和相關的技術」

為主題發表演講；嶺南學院校友、斯坦福大學經

濟系教授、國際計量經濟學會會員洪瀚分享了他

對斯坦福大學的瞭解和對矽谷創新的理解；神州

控股董事局主席郭為做了題為「創新的力量」的

主旨演講；恒生銀行有限公司董事長錢果豐分享

了他對特朗普上臺後會對世界經濟秩序造成的影

響，以及其對於中國的意義；華大基因股份有限

公司執行總裁尹燁做了題為「基因即因、未來已

來」的主旨演講；未來新工廠創始人尼克萊·彼

得森講演了「生產體系的大眾創新」。此次論壇

特別邀請了廣東廣播電視臺經濟頻道副總監俎江

濤擔任主持。

第六屆嶺南論壇彙集各方智慧，針對「創新時代

的角色定位」、「科技革新重構商業格局」兩個

議題展開討論。論壇一由財新智庫總裁兼首席經

濟學家、財新智庫莫尼塔董事長沈明高主持，包

括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甯卡，中國社

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由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與財新傳媒聯合主辦的「第六屆嶺南論壇—擁抱創新 深

化改革」於 2017 年 4 月 1 日在中山大學廣州校區南校園舉行。論壇吸引了來自政府

部門、業界、學界近 1500 名嘉賓參會。廣東省人民政府黨組成員陳雲賢、中山大學

黨委書記陳春聲作開幕致辭。

第六屆嶺南論壇圓滿舉行

共論擁抱創新 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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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廣

州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區永堅，廣州

萬力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總經

理黃勇，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裁葉

珺，羅蘭貝格管理諮詢公司大中華區副總裁、合

夥人許季剛等參與討論。論壇二由工業和資訊化

部產業政策司巡視員、原副司長辛仁周，美的控

股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袁利群，費尼克斯（中國）

投資有限公司總裁顧建黨，中國工控網董事長兼

CEO 李小勇，埃森哲全球副總裁、大中華區副主

席吳琪，團貸網合夥人兼首席運營官余軍等嘉賓

進行探討，並由廣東省政府參事、廣東省政協委

員、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戰略與競爭力研

究中心主任、戰略學教授張建琦擔任主持。

嶺南論壇主席、嶺南學院名譽院長、中國銀行業

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主席劉明康作總結發言。中山

大學嶺南（大學）學院執行院長陸軍教授致閉幕

辭。他表示，嶺南論壇歷經六年不易，其間經歷

了許多困難，但也逐漸形成了一個好的品牌和為

社會各界創造智慧的平臺。

嶺南論壇是中國華南地區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

宏觀經濟與金融類論壇，影響力輻射全國。論壇

從世界經濟發展態勢著眼，聚焦中國經濟發展進

程，每年邀請千余位政商學界領袖齊聚改革開放

及經濟轉型最前沿的廣東，深入解析經濟轉型、

產業升級、金融改革、投資機遇等國內外重大經

濟問題，共同探尋新時期中國經濟的變革之路，

為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貢獻智慧。

在榮光堂餐廳午膳後，訪問團來到嶺南堂汪道

涵會議室與嶺南學院老師和嶺南大學老學長進

行座談交流活動。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理事、

嶺南學院董事會董事楊競初先生，嶺南學院校

友辦李卉文老師，嶺南大學校友會秘書長溫建

中學長等出席了此次座談會。首先播放了嶺南

學院最新的宣傳短片，向訪問團展示了嶺南學

院的歷史、發展歷程和取得的成就，接著校友

辦的李卉文老師代表學院對訪問團的到來表示

熱烈歡迎。訪問團團長區金蓉校長致辭，對嶺

南學院的接待表示由衷感謝，她介紹了代表團

成員及澳門嶺南中學的歷史。嶺南大學老校友

溫建中學長也分享了他的嶺南故事並現場表演

了小提琴獨奏助興。隨後，李卉文老師與區金

蓉校長互贈紀念品，紀念此次嶺南尋根之旅。

座談會結束，訪問團參觀校園，在懷士堂、馬

丁堂、惺亭、榮光堂、馬應彪招待所等嶺南舊

建築前一一留影紀念。

澳門嶺南中學

赴粵交流
2017 年 8 月 29 日，由區金蓉校

長率領的澳門嶺南中學教師學習

參訪團一行二十人，到廣州嶺南

（大學）學院進行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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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中學

無私奉獻　服務社群

無止橋服務學習計劃

本校中六鄒嘉禮同學

及中四區嘉榮同學於

2017 年 8 月參加「無

止橋服務學習計劃」，

與一眾大學生及中學

生到貴州興建兩座橋

及參與在雙河小學的

多項工程，期望改善當地村民的環境。一向在

香港生活的學生在開展計劃時對農村生活和建

築工作都毫無頭緒，可是，短短八日的旅程，

同學對生命有了全新的認識，例如同學體驗到

水源的珍貴，為着當地居民着想，寧願委屈自

己，減少用水，不想浪費農民的資源。他們懷

著感恩的心，實踐了校訓「服務社群」的精神，

為當地居民興建無止橋，改善生活質素。

嶺南中學重視品德教育

重視品德教育  承傳嶺南精神

首屆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

本校馮安琪老師榮獲首屆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

中學組優秀教師獎，此獎項由教育局與南聯教

育基金合辦，以校訓「弘基格致  服務社群」為

本，以全校參與模式，培養學生「感恩」精神。

為了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本校設有初中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讓學生了解校史、校訓和級

社制度，以及安排學生到廣州中山大學考察，

希望學生以「嶺南人」的身份感到自豪，承傳

嶺南精神。我校輔導組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義工

服務，多名學生獲社署頒發全港傑出義工獎。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籌辦社區探訪活動，給予學

生關心社會上的弱勢社群的機會。學校每年都

推薦多位學生參與校外培訓計劃，如香港青年

大使、聯合國青年使者、香港綠色青年大使等。

獲獎老師更獲得寶貴的交流機會。本年六月，

馮老師隨教育局到南韓參與品德教育交流活動，

從中認識到南韓推行品德教育的方向和實施方

法。透過參與教學研究和交流，定能為本校帶

來更多新思維和機遇，扶助學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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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人屢創佳績

本年度嶺南中學學生在學業、服務、藝術等方面不斷突破自己，屢創佳績。社會各界非常欣賞學生出

色的表現並予以獎勵，希望同學能夠繼續發展所長，回饋社會。

展社同學於 2017 年文憑試考試成績優異，獲九倉頒發 

‘We Can Scholarship’，獎學金為期四年，以資助同學

供讀大學課程。

周詠怡（每年獲得二萬五千元）

陳鴻、蕭錦湄（每年獲得五千五百元）

梁皓斐、楊韻鳴（每年獲得五千元正）

本校推薦同學參加由旅遊事務署及香港青年協會合辦的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學習服務旅客的理念和技巧。

能完成歷時一年多的訓練和服務，足見本校同學實在有

一份堅毅不屈的精神。

中六信班　謝明衡

（服務時數共100小時，獲銀獎嘉許。）

中六信班　馮澤隆

（服務時數共200小時，獲金獎嘉許。）

同學參加懲教署徵文比賽獲中學初中組季軍，獲頒發

二千元獎學金，學校亦獲贈八千元圖書館基金。

中三信班　蔡慧敏

＜第十二屆中國青少年藝術節全國總評選＞由中國藝術

家協會、通俗文藝研究會、人生科學學會及教育事業促

進會舉辦，每年吸引全國各省市上千的藝術家及青少年

參加。雖然參賽者眾多，本校兩位同學在比賽表現出色。

中五信班　陳卉曦

（以小提琴拉奏＜查爾斯舞曲＞，獲得

全國第一名。）

中五信班　蘇妍彤

（以硬筆書寫＜水調歌頭＞，獲得全國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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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情文化室」──「嶺文軒」已於 2017 年 10 月 25 日，在一片熱烈掌聲

的開幕禮中正式啟用。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嶺文軒開幕禮

當天中午，朱蓓蕾校長陪同主禮嘉賓劉楚華教

授 ( 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新亞研

究所所長、香港著名古琴藝術家 )、嘉賓張連航

教授(現任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副教授)、

校監呂岳枝先生、校友葉志強先生 ( 荃灣扶輪社

社長 ) 及家長教師會主席陳薇女士，以簡單而隆

重的方式為「嶺文軒」揭幕。

「嶺文軒」佈置典雅，處處展現嶺南文化的獨

特性及承傳中華文化優秀的一面。牆上一副運

筆剛勁有力的對聯「嶺表立高樹，文心譜樂

章」，為國家一級美術大師陳永鏘先生 ( 現任嶺

南畫派紀念館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 ) 所撰

擬，讓「嶺文軒」增添濃厚的藝術氣息。

 「嶺文軒」除日常作學生上課之用，更以此為

會議、講座、展覽及文化活動場地，讓師生感

受中國文化，進一步培養學生認識國民身分。

本年至今已先後舉辦 : 「正向心理課程講座」、

「中國文化周」、「廣州市中小學衛生健康促

進中心訪校日」及「中史科優秀選」等活動。

「嶺文軒」牌匾同為陳永鏘大師手筆

劉楚華教授、呂岳枝校監連同一眾嘉賓主持
「嶺文軒」揭幕禮

嘉賓一起欣賞嶺文軒的收藏品 嘉賓、教師喜與大師珍品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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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天，師生們到訪廣州市嶺南畫派紀念中學，

於校舍內享用豐富午膳。及後，到「嶺南畫派」

的發祥地「十香園」參觀。另外，師生獲邀到

廣州寶崗球場出席該校第 42 屆運動會，兩校學

生進行了拔河比賽，雖不分軒輊，但贏得彼此

友誼。晚上，大家乘坐觀光船夜遊珠江，飽覽

珠江兩岸迷人景色。

第二天，師生到訪「漁歌晚唱藝術沙龍」，體

驗廣州的文化藝術氣息。該處前身為工廠區，

後來改建為藝術園區，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展

覽及活動。然後，和嶺畫中師生一同探訪佛山

市嶺南美術實驗中學，這是整個行程重點項目。

該校於 2016 年 8 月動工，是以美術為特色的實

驗中學。校長陳永鏘先生是當代「嶺南畫派」

的代表人物，與師生分享了他藝術創作的心路

歷程，讓大家思考藝術與人生的關係，他更即

席揮毫，繪畫了一幅駿馬圖，贈送本校師生，

大家獲益匪淺。

粵港姊妹學校交流考察之旅

本校老師率領中三甲班同學於 2017 年 10 月 20 至 22 日遠赴廣州，進行「粵港姊

妹學校交流考察之旅 1718」。是次活動目的是促進本校和內地姊妹學校的交流，

通過參觀和探訪，加強粵港師生間的聯繫、溝通。同時，藉此拓闊同學視野，讓

大家進一步瞭解我國的迅速發展及源遠流長的文化精粹。

最後一天，師生到訪著名的番禺長隆野生動物

園。在園內大家可見到不同的動物，如稀有的

白老虎等，並觀看 4D 動感電影。午膳後，師生

乘車回港，結束三日兩夜的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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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經過的暑假，是我校陳權輝同學發熱發光的日子。和來自全中國的摘星少年互相

學習和彼此較量後，他勇奪了全國水火箭比賽冠軍。他的成績固然有目共睹，不單

見證了他個人的堅毅和努力，也肯定了近年校方在推動初中同學在不同校外領域盡

展潛能的方向。同時，也堅定了我們繼續推動學生更多方面探索的決心。

搭乘水火箭 飛越祖國九萬里長空
課後顯活力 潛能盡展中一生啟航

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

S3C 陳權輝同學參加了在海南省舉行的第十九

屆「飛向北京 飛向太空」全國青少年航空航天

模型教育競賽，並在水火箭定點打靶賽中奪得

了全國冠軍 ( 一等獎 )。由本地外圍賽到全國大

賽， 陳權輝同學克服了眾多的難題，為自己的

理想而拼發潛力。現在，他正在他心儀的物理

科繼續努力學習，希望在不久的未來，他又會

在不同的科學領域中再放異彩 ! 「潛能盡展」計劃

為加深新入學的中一同學對不同學會的認識，

本校自 2016 年度開始推行「潛能盡展」計劃，

於星期五的下午時段，讓學生分別接受不同學

會的訓練，藉此了解自己的強弱，有助他們發

掘自己的興趣，協助他們找出長期訓練的方向，

幫助他們更積極投入所屬的團隊。今年度，八

個訓練學會分別為田徑學會、籃球學會、羽毛

球學會、乒乓球學會、舞蹈學會、武術學會、

歌詠學會及結他班，學生可因應自己的興趣作

出選擇。計劃分兩個階段進行，每個階段完結

後，導師會就學生的表現作出評估，而學生亦

可因應自己填寫的自評報告及導師的評價考慮

日後的發展路向。

STEM 教育項目

近年我校也大力推動 STEM 教育項目，並取得

理想成績。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周日發總經

理及創新服務策劃總監陳翠賢小姐，於 2017 年

8 月 21 日親臨本校，與李志霖校長暢談 STEM

教育，並觀看師生的各類介紹和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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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遊學

一路一帶留腳踪

一如以往，我校都努力為同學安排出外學習活動，增廣見聞。去年的遊學活動不

單有海外英語學習及生活體驗 , 還有「絲綢之路中華傳統文化藝術教育交流體驗

營」。此外，為了讓同學能尋嶺南的根，我校又安排了高中同學探訪廣州中山大

學嶺南學院及附屬中學，希望同學更能體會先輩的辦學艱苦和決心。

海外英語學習及生活體驗

每年暑假，學校均為同學提供一個海外英語學

習及生活體驗課程，今年的目的地為澳洲悉尼。

遊學課程包括英語課程，同學在悉尼 Sydney 

College of English 上課，透過不同活動，同學

對英語的信心大大提高。另外，學校安排寄宿

家庭，體會當地的家庭生活。課餘及週末遊覽

當地名勝，擴闊視野。完成整個旅程後，隨隊

老師和同學都深信，得著的地方，肯定是遠超

於預期的。

「絲綢之路中華傳統文化藝術教

育交流體驗營」

本校中國歷史科及通識教育科於 4 月 16 至 22

日舉行一連七天的「絲綢之路中華傳統文化藝

術教育交流體驗營」，前往甘肅蘭州及敦煌考

察，當中有三十三名師生參與。是次遊學團在

行程安排由敦煌文化弘揚基金會策劃，並由香

港民政事務處及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行程的

其一個重點項目是探訪敦煌中學，與當地學生

進行交流活動，認識內地的學制和校園生活情

況。

踏入嶺南大學發祥地

追思先輩辦學雄心

嶺南大學是香港嶺南教育機構的發源地，也是

海內外千萬嶺南人的根本。可以回到嶺南大學

廣州嶺南山的原址，是很多嶺南人夢寐以求的

心願。2016 年 12 月 2 日至 3 日，高中同學探

訪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及附屬中學，了解嶺

南大學的歴史及內地升學情況。
招校監特地來衡怡和同

學分享留美注意事項

2017 年 9 月 28 日本校校監招

天立先生及許嘉營先生來到我們當中，分享到

美國升學的準備、申請時間、美國學制及留學

的生活。本校出席的高中學生有三十多人。

今年衡怡的學生正在以往基礎上穩步發展。學校

不同的項目推陳出新，已有措施也見成效，希望

很快又和大家分享我校同學的多元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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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歡樂學習的生活

嶺南幼兒園(小西灣) 和

嶺南幼稚園(小西灣)

每一天，我們校園的小朋友皆以喜樂的情緒踏

進校園，因他們盼望著與同伴朋輩一起進行遊

戲。

遊戲？是的，上學便是遊戲，遊戲即是學習，

遊戲是小朋友主動學習的最佳動力，所以嶺南

幼兒園 ( 小西灣 ) 和嶺南幼稚園 ( 小西灣 ) 皆是

將小朋友需要學習的知識和技能以至品格的培

育都通過遊戲，讓小朋友從遊戲中學習，讓他

們親身經驗和實踐而取得的。

我們給予小朋友的課程是發展幼兒多元智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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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老師依據課程主題設計出配合各項智能發展的

活動遊戲，吸引幼兒主動參與嘗試，從參與遊

戲中領悟出來。

老師安排每天與小朋友一起展開各項遊戲活動：

有唱遊遊戲；小朋友學會唱出有節奏的歌曲，

提升他們的音樂智能。有體能遊戲；在活動中

幼兒學會協調手腳、平衡身體，提升了他們的

身體動覺智能。有主題故事；小朋友學會表達

和語言理解，他們的語言智能不錯發展。有數

學學習遊戲；鍛鍊他們的思想力和判斷能力，

發他們的數理邏輯智能。有美勞繪畫活動；發

展幼兒的創作能力及可抒發情緒，又可發展小

朋友的空間智能。有娃娃家遊戲；這可發展小

朋友的人際係，提升幼兒與同伴相處的技巧。

有自然科學探索遊戲；這能夠發展小朋友的想

像力、模仿力、探索力、聯想力等學習能力。

又在不同遊戲時學會遵守規則、自律和自助；

這又可發展小朋友的內省智能。還有訓練小肌

肉活動的遊戲，能夠發展小朋友的手眼協調能

力及鍛鍊其小手指的靈活性，這正是幼稚園學

生之寫字前最佳的準備。

嶺南幼兒園 ( 小西灣 ) 和嶺南幼稚園 ( 小西灣 ) 

的學生得到優良的課程的培育，奠定良好的語

文學習之基礎、也能用優雅的語言來表達、學

會留心、愛閱讀、愛思想，有良好的音樂基礎、

愛唱歌，培養出良好的風度和姿勢。幼兒能舒

展心身、身體四肢得以發展。

所以我們的學生在穩健的基石上建立了自信，

他們有足夠的知識、技能和對事物應有的態度，

己有充足的裝備，來迎接正規之小學教育的，

向不同學習的旅程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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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校友日 2018
2018 年 7 月 7 至 8 日

主辦：嶺南大學

詳情查詢

電話：(852) 2616 8957

電郵：alumni@LN.edu.hk

網上報名：https://www.LN.edu.hk/sys/regbuilder/

　　　　　registration/hcd2018

嶺大校友年度盛事 — 校友日，立刻相約親朋好

友及昔日同窗相聚於嶺大校園，共度愉快週末 !

「校友日 2018」將會為您帶來一系列精彩活動

及 DIY 工作坊，讓您與親友樂而忘返 !

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5 月 13 日

2018 嶺南同學日

2018 年 12 月 9 日 ( 日 )

香港中環大會堂美心皇宮

主辦：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購票詳情稍後公布

電話：(852) 2522 3339

 (852) 2522 3340

司徒衛的藝術 - 珍藏品展覽
嶺大在百多年的教育事業中，奠下了嶺南作育

英才的基石。藉著嶺大創校 130 周年，在港復

校 50 周年，我們積極透過展現司徒衛學長的藝

術和他有關的物品，回顧嶺南昔日的風華。

司徒衛學長 (1889-1961) 生於廣東開平，他被

譽為南中國的教育先驅。司徒學長於 1908 年畢

業於嶺南學堂，1910 年投身嶺南，以教育為職

志。早年負責主辦嶺南蒙學，1919 年遠赴英國

修讀教育，隨後應鍾榮光校長之邀請回國，在

香港、上海及越南等地興辦嶺大的附屬小學及

中學。在抗戰期間，司徒學長與李應林校長帶

領嶺大及附屬中學的師生遷往廣東粵北復課，

直至戰後重回廣州校園。司徒學長一生熱愛教

育和繪畫，他是嶺大校徽的設計者，而他大部

份作品以描繪廣州嶺大校園及學生生活作主

題，現收藏於嶺大圖書館。

嶺大將於 2018 年下旬舉辦司徒衛的藝術展覽，

並把他的作品輯印珍藏集作周年誌慶。大家可

透過鑑賞這些極具嶺大歷史價值的藝術作品，

進入時光走廊，欣賞原嶺大的風采。歡迎各位

嶺南人遞交司徒衛學長的作品或物品，一同重

溫嶺大重要的發展歷程。

展覽日期：2018 年下旬 ( 詳情將日後公佈 )

查詢：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

電話：(852) 2616 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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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聯絡方法／聯絡人／簡介

Alumni Dragon Boat Team 

舊生龍舟隊

電　郵：jeffmakyf@yahoo.com.hk

聯絡人：Mr Jeff Mak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lumni Association 

工商管理系舊生會

電　郵：lubba.alumni@gmail.com

聯絡人：Mr Andrew So

Facebook：www.facebook.com/LingnanUniversityBAAA

Lingnan University Hostel A Alumni Association

嶺南大學蒙民偉樓東亞堂舊生會

電　郵：nayr821@hotmail.com

聯絡人：Mr Chow Yik Seng

Hall B Alumni Association   

Hall B 舊生會

電　郵：timchung@ln.edu.hk

聯絡人：Mr Tim Chung

Hall C Alumni Association 

忠信逸民堂舊生會

電　郵：Hallc.alumni@gmail.com

聯絡人：Ms Candy Wong

Facebook：www.facebook.com/Lingnan.HallC

Account Circle 

嶺會人

電　郵：ccfwong@ln.edu.hk

聯絡人：Mr Francis Wong

Lingnan University History Alumni Association 

嶺南大學歷史系校友會

電　郵：ng9191993@gmail.com

            luhistaa@gmail.com

聯絡人：Mr Vincent Ng

Lingn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Basketball Team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籃球隊

電　郵：a9994448@hotmail.com

聯絡人：Jeffrey Yip

Lingnan University Alumni Basketball Club (Lady) 

嶺南大學舊生會(女子)籃球會

電　郵：annie@luenkee.com.hk

聯絡人：Ms Tse Ka Yee, Annie

Lingn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Alumni 

Association

嶺南大學中文系舊生會

電　郵：luchialumni@yahoo.com.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luchialumni

Lingnan University Rowing Club Alumni 

Association 

嶺南大學賽艇校友會

電　郵：lurowingteam@gmail.com

            lewina@ymail.com

聯絡人：Ms Lewina Fung

Facebook：www.facebook.com/LURowingTeam

Lingnan University Sports Club Alumni 

Association 

嶺大校友會體育會

電　郵：annie@luenkee.com.hk

聯絡人：Ms Tse Ka Yee, Annie

Lingnan University Accountancy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嶺南大學會計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電　郵：tonywongkt@biznetvigator.com

聯絡人：Mr Tony Wong

LUCAS 電　郵：lu.achoir@gmail.com

聯絡人：Mr Nick Lui

W T Chan Alumni Association 電　郵：eliseau.wtchanalumni@gmail.com (Ms Elise Au)

電　郵： hhleel@gmail.com  (Mr Tim Lee)

嶺南中學校友會 電　郵：joechan@hotmail.com

聯絡人：陳卓文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校友會 電　郵：lingnancwkmssmatc@gmail.com

聯絡人：陳偉明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校友會 電　郵：lammeebo@lhymss.edu.hk

聯絡人：林美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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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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聯絡方法／聯絡人 簡介

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 電　話：(86) 20 84110013

電　郵：chengrmin3@mail.sysu.edu.cn

地　址：廣州市海珠區新港西路135號

中山大學嶺南行政中心105室

聯絡人：程銳敏（嶺南學院校友事務與

發展中心校友事務秘書）

網站：www.lingnan.net/lnrj

名譽主席：李寶健

代理主席：余立人

副主席：　林浩然、劉冰

秘書長：　溫建中

副秘書長：余春花

秘書：　　王紉荄

嶺南大學上海校友會 電　話：(86)13681929810

電　郵：343597584@qq.com 

地　址：上海浦東新區陸家嘴環路958

號23樓

聯絡人：孔慶娟　上海校友會秘書長

會長：　　胡煥新

副會長：　孫超、梁國賢、陳建榮、

　　　　　陳雨田、路志剛、童磊

秘書長：　孔慶娟

嶺南大學北京校友會 電　話：(86)18612812606

電　郵：anna_chenduan@163.com 

地　址：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

聯絡人：陳端　北京校友會秘書長

電　郵：lnubjaa@gmail.com

會長：　　梁國忠

副會長：　王小軍、池運強、崔瑞雯、

　　　　　李永君、茅以甯、孫航、

　　　　　朱凱東、周默

秘書長：　陳端

嶺南大學三藩市同學會 電　話：(650) 303 8111

電　郵：jimppoon@cs.com

地　址：1733 Escalante Way, 

Burlingame, CA 94010, USA

聯絡人：潘占培─Mr Jim Poon

電　郵：josephkcchow@gmail.com

聯絡人：Joseph Chow

       

嶺南大學溫哥華同學會 電　話：(604) 671 7220

電　郵：vancouverlingnan@gmail.com

地　址：557 W. 22nd Avenue, 

Vancouver, B.C. Canada V5Z 

1Z4

聯絡人：周廣平─Mr Robert Chau

嶺南大學多倫多同學會 電　話：(416) 291 5063

電　郵：nicholaswklo@yahoo.ca

地　址：54 Linwood Avenue,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S 1H4

聯絡人：Mr Nicholas WK Lo

網站：lingnantoronto.com

嶺南大學紐約同學會 電　郵：chicho.lam@gmail.com

聯絡人：Mr Chic Lam

嶺南大學洛杉磯同學會 電　郵：estse88@hotmail.com

            sikeelouie@yahoo.com

聯絡人：Mr Egbert Tse / Mr Sikee Lou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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