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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社消息

提供聚會場地、餐飲服務，使同學會及各院校舉辦活動時獲得莫大方便。憑
藉嶺南人在會所舉行多元化的活動，增進同學之間的深厚友誼。總而言之，
嶺南會所是一個聯誼休憩、約會娛樂、開會歡聚的好地方。

日期：2013年6月9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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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

嶺南會所於1953年成立，位處香港中環商業中心，為同學會及嶺南所屬院校

時間：下午6時30分

1951年同學會主席陳國儀及副主席黎耀球發

1973年3月1日晨，嶺南會所不幸遭受大火，

地點：香港中環嶺南會所

起籌建會所，成立「會所籌建委員會」，後

燃燒4小時，兩名工友走避不及，設備及文

因建築及租約問題籌建會所之工作多次遭到

件盡付一炬，損失慘重。當時，借用羅光耀

挫折。

主席辦公室辦理善後，並在5月7日晚假海運

歷任主席與各位會員帶同親友一同歡賀
嶺南會所60周年，大家品嚐美食，欣

戲院舉行電影籌款。因為物價昂貴，會所得

1953 年夏初，林逸民同學告知夏日華主席

到保險公司火險賠償金額不足支付龐大的重

賞精彩的表演，回顧會所昔日美好時

謂德輔道中183號三樓(康年儲蓄銀行樓上)中

修費用，於是又於1974年1月18日舉行特別

光，祝福未來的發展！

記行準備分租。嶺南會所終於在同學們不屈

會員大會修改會章，將會員費金額調高，並

不撓，勇往直前的創業精神中誕生。會所在

通過向會員徵收「會所重建附加費」每月15

1953年6月9日正式開幕，選出首位理事24

元，為期三年。

人，以李炳超同學為主席。
順帶一提， 1955 年，會所在陳國儀同學的

66-67

經過多年的經營及多位同學的反覆研究和多

統籌下，成功向政府申請開辦「泵波拿」遊

番協商，終於制訂了＜嶺南會所章程＞，於

戲。當時獲准每星期一晚舉行兩小時，後改

1958 年8月19日，在劉陳高律師行協助下辦

名「探寶啦」，並徵得多位熱心同學義務

理手續註冊為不牟利有限公司，並獲得政府

到場協助主理，使會所平添不少歡樂氣氛之

批准。同年，會所在10月27日舉行「5週年

餘，亦增加不少收益。此遊戲一直維持達20

紀念及奉准註冊為有限公司」慶典。

年，後因環境變異而告終止。

1 9 6 0 年初，會員間有提出購置會址的意
見。3月24日會員年會改選，韋基球當選主
席，立即進行選址及相關的籌備工作。5月19
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購置德輔道中25
號12字為永久會址。
在各學長的多番奔走下，新的嶺南會所，終
於在 1 9 6 1 年9月16日正式開幕。開幕後，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網站

各級社、同學及各學會圴極力擁護，會務蒸

www.LUAA.hk

蒸日上。其後更增購樓上一層，會所日具規

瀏覽《嶺南通訊》電子版

1961 舊址最後一次「探寶啦」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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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會所60周年

圖輯

1954 會所早期聖誕咭

(1953－2013)

1953 創會文獻

1954 會所早期代用券
1954-59 早期會所設施

1957 康樂之夜

1957 啤酒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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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59 早 期 聯 歡 活 動

1954-61 遊河聯歡

1956 長洲遊河

1961 遊河會鴻爪

1960 籌購新會所

1958 遊河會

1957 中秋遊河

6

7

嶺南會所60周年

專輯

1961 新會所第一次會議

1961 舊址最後一次「探寶啦」

1961 嶺南會所新址開幕

1961 舊 會址 搬 屋

1961 新 嶺南 會 所 裝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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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66 歡宴 貴 賓

1964-65 話劇表演

1958 歡宴Mr. Pope

1958 歡宴鄧勤夫人

1959 歡迎富倫教授

1966 岳雅倫訪問嶺南
1964 夏劉聯婚

1965 嶺南牛飯店

1966 嶺南會所擴充增購13樓

1966 祝賀白約翰會督陞座

1965 歡宴伊活頓先生

10

1964 莫強求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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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誌慶活動

1973-4 火災 和 重 建

1958 5週年

1973 20週年

1977 24週年

1978 25週年

1991 38週年

1993 40週年

2003 50週年

2004 紅 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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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67 早 年 元 宵 花 燈 會
1962

1958

1964
1965
1959

1960

1966

1967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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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節花燈晚會

嶺南會所與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合辦的癸巳年元宵節花燈晚
會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日)(農曆正月十五)在中
環嶺南會所舉行。

16

17

澳門嶺南中學建校75周年

專輯

18

19

澳門嶺南中學建校75周年

專輯

20

21

澳門嶺南中學建校75周年

專輯

22

23

澳門嶺南中學建校75周年

專輯

交流團上午拜訪坐落東望洋白頭馬路1號的
澳門嶺南中學。區金蓉校長招待一眾香港
校友，並詳細介紹澳門嶺南中、小學暨幼
稚園的發展。
午膳於著名的海灣餐廳，由澳門嶺南中學
校友會同學崔世昌、岑展平、郭寶華、鄭
建成及朱偉添等等接待，區金蓉校長亦帶
同澳門嶺南老師一同出席；三席長枱坐滿
紅灰學長仝人，享用豐盛自助餐食。
午飯後岑展文學長安排香港校友到盧九公
園（澳門嶺南幼稚園舊址）緬懷舊日嶺南

翌日由珠海返回澳門後，交流團約會辛河

校園風貌。

鑑學長同遊大三巴及澳門名勝兼買手信。
當晚一同返港的12位學長聚餐於嶺南會

晚飯由團長岑展文學長宴請，席間辛河鑑

所，分享是次旅程的感受和得著，為是次

學長亦到來話舊。飯後部份學長回港，部

交流劃上圓滿句號。

分隨團到珠海渡假，住宿豪華海景酒店。

嶺南中學大樓建於1921年

嶺南澳門 尋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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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在主席李以力學長及理事會各成
員的積極策劃下順利展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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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行程活動更加豐富，大家得益不少。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與澳門嶺南中學校長區金蓉學長及老師攝於宏偉壯麗的嶺南中學大門口。
前排左起：澳門嶺中老師、余鍵恒伉儷、團長岑展文、李灌強博士、黃伯鏗、區金蓉校長、
羅世傑醫生、李以力、黃華、澳門嶺中老師。
後排左起：吳承志、岑展平、毛銳堅、胡志偉、李小彥、何恩思民伉儷、李相發伉儷、葉榮豐、
王小鳳、澳門嶺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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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嶺南中學

開放日

2012年12月16日

盧廉若公園〈養心堂〉幼
稚園舊址。
澳門嶺南校友會崔世昌
學長(右)接受岑展文團長
（左）致送紀念品。

盧廉若公園〈春草堂〉昔
日小學課室。
（左起）李以力學長、
黃伯鏗學長、羅世傑學
長攝於澳門嶺南中學大
閘外。
（左起）吳承志學長、
岑展文學長和辛河鑑學
長在晚宴上合照。

辛河鑑學長（左）帶領
香港交流團李相發學長
伉儷（中）、吳承志學
長（右）等等逛遊充滿
喜慶氣氛的澳門大街。

鳴謝：鄺嘉仕學長提供開放日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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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嶺南小學暫別篇
嶺南小學創校至今逾九十年，今年為本

臨別在即，嶺南小學的師生更珍惜剩下

校九十週年校慶。為讓本校校舍在設施

的時光，把握每個求取進步的機會，積

上更適切地迎合未來的教學需要，為社

極為老師、同學安排豐富而多元化的校

會提供更優質的教育服務，嶺南教育機

園活動，為他們的未來學習生活作好準

構決定在原址重建新校舍；為配合重建

備。

在澳門嶺南中學幼稚
園部校門前合照

計劃，嶺南小學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起
暫停辦學，預期二零一七年秋季復校。

2 聯校教師境外學習交流活動
(嶺南小學、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陰霾密佈，

當天早上，我們一行三十多人在金鐘集合

時而狂風大作，時而大雨傾盆，如此惡

後，隨即經深圳灣前往深圳市南山區北大附

劣的天氣，卻無阻嶺南小學和嶺南幼稚

中小學部及星海為明幼兒園參觀及聆聽當地

園幼兒園的老師們為了解內地小學和幼

老師的介紹外，更有機會與小朋友一起唱歌

兒教育的最新發展而前往深圳及澳門觀

跳舞呢！

幼兒園生自己動手烘焙麵包、做茶點，讓
參觀的老師嘖嘖稱奇

林園長、周校長、陳校長向梅林一村幼兒
園園長送上感謝狀

摩學習的熱情。這是我校與嶺南幼稚園
吃過午飯，大家來到梅林一村幼兒園參觀，

幼兒園的同工第一次聯校境外交流活

以紅磚建成的校舍裡，每個教室都由教師自

動，可惜的是，也可能是暫別前的最後

行精心佈置，裡面除了學習基地外，更有客

一次……

廳、廚房……小朋友就像在家裡，可以聽故
事，可以做勞作，甚至烤麵包，令我們這群
小學老師大開眼界。
離開梅林一村幼兒園，我們就乘車到麥魯小
城參觀，這是一個可以讓小朋友嘗試從事不

老師們在北大附中小學部留影

區金蓉校長和我們在國父銅像前留影

同職業的地方。來到這兒，一個個童心未泯
的老師們立即興奮不已，紛紛變成小朋友，

的機會，擴闊了大家對內地教育發展的的視

蓉校長和多位老師殷勤的接待和詳細的講

試著扮演不同的角色。

野；對於嶺南小學將於今年九月暫時停辦，

解，不但讓我們認識澳門嶺南中學的發展，

幼稚園幼兒園的老師都對我們送上真誠的祝

亦讓我們對澳門教育特色多了一點了解。

麥魯小城的兒童城市景點之一：

第二天早上，我們參觀過南山比諾國際教育

「劇院」內合照

幼兒園後，便乘車前往拱北，準備過境到澳

28

福，不捨之情溢於言表。
這次短短兩天的旅程，不但讓我們對內地和

門。在車上，老師們輪流抒發對這次旅程的

最後，我們來到澳門，參觀過國父紀念館

澳門的中、小、幼兒教育加深了解，更讓我

感受，大家都覺得這是一次難得的觀摩學習

後，便前往澳門嶺南中學參觀，並得到區金

們在學校停辦前，有一次臨別聚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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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健康生活 正向人生》

3 嶺南小學長者學苑
本校參加由嶺南大學服務研習處統籌

長幼喜迎春

的「長者學苑在嶺南」計劃，與兩所

這是婆婆教我寫的

跨科主題學習為本校之校本課程，以課程統整的模式進行，透過多元化
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建構知識、掌握技能，以及培養其正確的人生態度。

合作機構「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
區中心」和「樂善堂陳黎掌嬌敬老康
樂中心」成立《嶺南小學長者學苑》

學校每年均因應校情及學生需要而設定學習

同時，本校參與「綠田園基金有機農耕體驗

主題。本年度關注學生身、心、靈的健康，

課程」，透過農務實踐，讓學生體驗有機耕

已踏入第五年了，藉著這個平台，我

故此以《健康生活 正向人生》為跨科學習主

種的樂趣，更可認識有機農業、環境保育與

校與兩間合作機構為長者和學生開展

題，並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健康

可持續糧食生產的關係，從而建立均衡營養

了不少合適他們的課程和活動，有些

的生活習慣和技能；提升學生抗逆力及加強

的飲食習慣，及重視有機飲食。另外與中大

是結合學校的常規活動，有些是課外

自尊感，並與友儕互助互愛，互勵互勉。

樹木計劃及環保團體「開創綠家園」合作，

時間進行的課程，當中有學生作導師

把學校的自然環境與藝術融合，培養學生關

的，亦有長者當導師的，成效超著。

愛環境，珍愛神美麗的創造，邁向積極健康
的人生。
「誠信跨世代」校園行動日

快樂人生長者活動

兒童心臟健康講座

這計劃實踐了長幼共融的理念，發揚本校「
弘基格致 服務社群」的校訓精神。學生把敬

中秋節慶祝活動

老及護老文化帶進自己家庭及身邊的長者，

我們和長者一起品嚐中秋美食

令他們在服務過程中獲得學習機會，並學會
與長者相處及溝通之道。
今年，本校與兩間合作機構舉辦了很多活動

「跨科主題學習」活動內容如下：

如：開心歡聚迎中秋﹑聖誕慶祝會﹑長幼喜
迎春等。學生與長者共同慶祝歡欣節日，學

日期
3/1/2013

生與「老友記」打成一片，樂也融融。
早前，「聖雅各福群會灣仔長者地區中心」
的「老友記」到校表演一齣短劇，藉以宣揚
有關家庭關懷及共融訊息。本校學生看得津

早會短劇分享

津有味，亦明白到長者是見多識廣，而且人

老友記表演雜耍

生閱歷豐富，他們寶貴的經驗是很值得我們
學習的。

4/1/2013
8/1/2013
18/1/2013
22-25/1/2013
1/2-8/3/2013
1/2/2013

活動
開展禮
健康生活
兒童心臟健康講座及展覽
快樂人生我做得到
Hip Hop多樂FUN
廣州體育學校集訓之旅
綠田園基金有機農耕體驗日營
閉幕禮

日期

活動

3/1/2013
11/1/2013
17/1/2013
31/1/2013
12/4/2013

正向人生
認識及處理焦慮情緒講座
誠信跨世代-校園行動日
兒童過胖、性別歧視木偶劇場
寶雲道生態遊、即興藝術創作
藝術展覽及音樂表演

聖誕慶祝會
聖誕慶祝會上，老友記教
大家跳「chicken dance」

兒童過胖、性別歧視木偶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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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動獻」Hip Hop鬆一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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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強健體魄

4.2 Organic Farming

為鍛鍊學生有強健的體魄，首先要培養學生恆常運動的習慣，提升

Eating what we have grown was quite an experience for us who
were born in the heart of a cosmopolitan like HK. In a series of
workshops and hands on farming experience over a span of 6
weeks, our children saw how their tiny shoots matured into edible,
delicious lettuce. Starting from toiling the soil, adding natural
fertilizers, putting natural pesticides, watering and weeding, we saw
their excitement grew on their sweaty faces! Here are some of their
reflections after the 6 weeks:

其對運動的興趣及認識運動的好處。學校除了於體育課教授有關運
動的知識和技能外，逢星期五早上，均進行全校健體操，而每年亦
舉行運動會及參與學界比賽，激發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為進一步擴闊學生的視野，本校老師帶領學生回國學習，在設施完
善的體院進行四天體能的訓練，回港後學生對運動的興趣大大提升
了，不少同學更愛上了運動。

Reflections:

「廣州體育學校集訓」體驗之旅

運動會

「老師，好累呀！好累呀！我雙腿跑不動

一年一度的運動

呀！可不可以不訓練呀!」這幾句話在「廣

會二月六日假香

州體育職業技術學院」響起無數次！為了讓

港仔黃竹坑運動場

學生可以親身認識及體驗國內運動員的專業

舉行，各同學本著

訓練和擴闊視野，於2013年1月22日至25日

體育精神，全力以

舉辦了4日3夜「廣州體育學校集訓」體驗之

赴地去跑、跳和擲

旅。全校總共有46位學生參加這次的田徑集

務求爭取最好的成

訓，在這數天裡，同學每日早上和下午除了

績。午膳之後, 就是

要接受兩小時體校專業教練的訓練之外，每

各班啦啦隊的表演環

晚亦有由各老師負責帶領的團隊合作活動，

節，各有特色，場內

使各同學都可以學懂和人相處和合作精神。

的氣氛為之高漲。今年有幸邀請了港島啟基學

相信這四天體校訓練和體驗一定可以讓同學

校和聖安多尼（薄扶林）學校派出同學參加友

留下一個既艱辛又難忘的回憶!

校四乘一百米接力邀請賽，令場內的氣氛更加
熾熱；還有家長姨姨於休息時，送上美味小食
和水果，為運動會增添不少溫情和關愛！

Jason: I am very thankful for the farming teacher Ms. Wong
to teach us a lot of techniques and skills in farming. I want
to farm again and I think the vegetables which I have grown
are very tasty.

Hilarie: We rarely have the chance to learn so much about
the skills and techniques in farming and there are little places
where we can farm in Hong Kong. So seeing how vegetables
grow is a valuable experience, before we only know it from
text books, I also understand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farmers to
grow food for us.

Magdalene: The vegetables which I have grown are very
fresh and tasty,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we buy from the
supermarket. I realized that as we plant we may injure other
insects or animals in the field. It gave me a lot of satisfaction
as I see my shoots grow into plants and if there is another
chance, I would love to go again.

Chun Ngai: It caught me by surprise that cow dune looked so
much like wet soil, I would not have known if I have not been
farming myself. On the third class, a classmate accidentally
stepped on a frog and we thought it was dead, but it moved
again. We saw for ourselves how the animals try to survive in
adverse circumstances. I also learned to treasure food since
farmers work hard for us.

Tobias: It was fun and I have learnt a lot about vegetables
and techniques in farming. I was praised by the teacher and
she let me water the plants with a hose. Great fun!

Cindy: I have never farmed before and being hands on in the
whole process, I learned a lot about farming and I can taste
what I have grown with my own hands; it is very satisfying! I
shall also treasure the food that I have. If there is a chance I
would want to farm again.
Christia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farm and I did not like the
insects but when I see my vegetables blooming, I was very
excited. I have learnt something which cannot be learnt from
the text book.
Alfred: Farming is quite difficult but it is worthwhile because
I have learnt a lot about farming and I can bring my harvest
back home, I feel very happy and satisfying.

Photos of recent
happenings:
Hands on with farming is quite an
experience for our HK kids. We learned
from scratch, how to hold the tools;
how to plant the shoots and seeds; what
fertilizers to use; how to water the plants;
what eco friendly pesticides to use and
how to harvest. All these are extremely
exciting for the sweaty students as they
learn in every workshop. Vegetables grow
and they surprise the students more and
more every time. It was a meaningful and
fun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all of them.

我們到達廣州體育學校啦 !

各位同學 , 加油呀 !

擲壘球，出盡全力打破自己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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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chool based Art Jam on Bowen Road

4.4 Our final year is blessed with awards

Since last year, we have uncle George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to open our eyes and
shown us how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Nature in our familiar neighbourhood. It is the
fundamental Truth to comprehend the value of
life and to know how helpless the Mother Earth
is. Our eyes, ears and hearts were opened as
we go quietly into the homes of Nature and be
amazed at their Creator.

It was amazing how many awards we have won
this year with just 60 students left! In the HK
School Speech and Drama competition, we
received 1 first, 2 second, 2 third and 7 merit
awards for the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This means 42% of all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on this year!

from the Sir Robert Black Trust Fund Committee for
tennis and chess respectively. Apart from students,
2 teachers were recognized for their professionalism
from the HK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Ms. Chan for
her artistic talent and Mr. Hung for his music talents.
Lingna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been well
recognized for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positive attitude, each year students are praised for
their hard work. This year, Chan Chun Ngai of P6
received the title of Top Student from the Heung To
Education Organization Limited.

Apart from the English, we also entered the Chinese
and Mandarin Solo Verse Speaking too, in which 16
students got merit and above.

Then we tried to transfer our observations into
Art work, which were displayed at the JCCAC
in Sham Shui Po. Along with the display, we
also prepared half an hour of praises and magic
in the exhibition’s Opening Ceremony on 12th
April 2013.

Thank you uncle George, it was a lifelong lesson
that we have learnt from you, aunt Boman,
your team of dedicated ecologists and of
course, God.

In Arts and Science, 10 students entered the Art Life
competition and we won the Creative award, the Merit
award and the Entry award. Rachel Leung of P6 won
the Student Sports Award of the A.S. Watson Group
HK. Andy Tsui and John Chan of P6 won scholarship

What a glory for us to remember in our final year
of Lingnan Primary School before its temporary
suspension. Well done kids, we are proud of you!

Photos of recent happenings:

Champions

We were shown trees, seeds, flowers, insects, birds which we never really “saw” before. It was an
exciting exposure when uncle George and his team came to “open our hearts” to see the beauty
around us. Uncle George, aunt Boman and Mrs. Bunker led us in producing our Art work with
creativity and skill. Our school l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Exhibition and we performed songs
and magic. We were very pleased with the outcome, as art, life and science worked in harmony to
reflect the beauty of God.

God blessed us winning awards again and again from students of other schools, whether it is speech or
music! What a year to remember for our students’ final year at Lingnan! We enjoyed the training, the
excitement and the performance, it was quite an experience all together. Our Outstanding teachers,
Ms. Chan (Arts) and Mr. Kung (Music) got their commendations. Our whole school received the Go
Green Monday’s silver award for our healthy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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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 大 學 香 港 同 學 會
香港行程
2013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至

2012年度同學日

2013年11月17日（星期日）晚上
2013年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暨
嶺南大學創校125週年誌慶
2013年11月17日（星期日）晚上
如心海景酒店暨會議中心7樓宴會廳

慶祝

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

嶺南大學復校45周年

（香港新界荃灣楊屋道8號）
澳門行程

嶺南同學日已於2012年11月10日假中環大會堂美心皇宮盛大舉行。今年晚宴，

2013年11月18日（星期一）上午及中午

大會以慶祝「嶺南教育在港90周年」和「嶺南大學復校45周年」為主題，同學會
特別邀請每一個級社的代表持旗進場，象徵嶺南人精神薪火相傳。此外，席間播放

廣州行程
2013年11月18日 （星期一）至
2013年11月19日（星期二）

了三齣影片，剪輯嶺南教育在香港的珍貴相片及10月5日香港同學會到訪澳門嶺南
的交流片段。是晚筵開40多席，不同年代的學長濟濟一堂，述往思來，再加上校
友的精彩表演，場面十分熱鬧。最後，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學長在致辭中宣佈，明年
2013的同學日的主題為慶祝「嶺南大學創校125周年」，並誠邀今年籌委會主席
岑展文學長及所有成員連任，一同籌辦在2013年11月的全球嶺南人大匯聚活動。

嶺南大學自1888年創校至今，作育英才，

請即瀏覽同學會網站，了解活動詳情及報

桃李滿門。同學校友們更散居世界各地，

名參加。

枝葉茂盛。在社會上各不同位置，發光發

www.LUAA.hk

亮，弘揚嶺南的精神。
**請留意**
今年2013年，適逢是嶺南大學創校125

參加參觀活動的校友可於2013年6月1日，

年。全球嶺南人都期待著一個大型慶祝活

於同學會網站報名！

動，為此，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已於去年

如只參加2013年11月17日晚宴，本會於

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上，宣佈籌辦「全球

2013年7月1日後接受報名，敬請留意！

嶺南人大匯聚2013慶祝嶺南大學創校125
週年」。

聯絡方法
如對本活動有任查詢可用下列方法聯絡

經多月的籌備，籌委會決定於今年11月15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2013慶祝嶺南大學創

日至19日在香港、澳門以及廣州舉辦上述

校125週年」秘書李相發先生

活動。

電子郵件: LGR2013@LUA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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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 大 學 香 港 同 學 會

校友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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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 大 學 香 港 同 學 會

嶺南大學第43屆學位頒授典禮
嶺南大學於2012年11月15日舉
行「第43屆學位頒授典禮」，由
校董會主席陳智思太平紳士頒授榮
譽博士學位予五位傑出人士，以表
揚他們對本港教育及社會的卓越貢
獻，其芳名如下：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劉明康教授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巴格沃蒂教授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陳祖澤博士
•榮譽法學博士
：黃仁龍博士
•榮譽人文學博士

：許鞍華博士
嶺南大學第四十三屆學位頒授典禮：（前排左起）司庫
孫梁勵常女士、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巴格沃蒂教授、榮譽
社會科學博士劉明康教授、校董會主席陳智思議員太平
紳士、榮譽法學博士黃仁龍博士、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陳
祖澤博士、陳玉樹校長及（後排）嶺大管理高層。

黃仁龍博士代表所有榮譽博士向嶺大致謝。
他勉勵應屆畢業生不要懼怕和淡化別人所表
達的不同和反對意見，儘管這些意見令人不
快或有所缺漏，亦很可能是整個真相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他又鼓勵同學要勇於探索，不
要滿足於事物的第一個印象，或者表面或傳

黃浩川堂及伍絜宜堂
開幕典禮

聞。反之，應該透過自己探索去發現真理；
對論點進行試驗；更要行萬里路，走出去用
自己的眼睛觀看世界。

兩座命名為「黃浩川堂

」及「伍絜宜堂」
年1 0月 8日 舉行 開幕
典禮 並正 式入 伙， 合共
提供 約7 00 個學 生宿
位。 主禮 嘉賓 包括 伍絜
宜慈 善基 金及 黃浩 川
博士 代表 伍步 剛博 士、
嶺南 大學 校董 會主 席
陳智 思議 員太 平紳 士、
時任 司庫 王忠 秣太 平
紳士及陳玉樹校長。

陳玉樹校長在典禮上祝賀各科畢業生完成學

的新 學生 宿舍 已於 20 12

業，並提出面對個人失敗的重要性：「不管
你未來生活的路向是怎樣，千萬不要讓短暫
的挫折阻礙你的決心。失敗能夠讓我們認清
自我，一旦瞭解到自身不足的地方，便可以
開展另一個新里程，尋求新的知識和生命的
意義。」

嶺大 感謝 黃浩 川博 士及

嶺大「第43
屆學位頒授典

伍絜
宜慈善基金對嶺大的慷慨捐

禮」共頒授學

助，使學生能夠於一個舒適

士學位、深造

且設備齊全的環境下學習和

文憑、碩士學

生活。

位及博士學位

(左起) 時任校董會司庫王
忠秣
太平 紳士 、陳 玉樹 校長 、伍
步
謙博 士、 伍步 剛博 士及 校董
會
主席陳智思議員太平紳士。

予1,171名畢
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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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諮議會委員委任典禮 2012
嶺南大學於2012年11月
7日在中環嶺南會所舉行
「榮譽諮議會委員委任典
禮」，委任九位傑出人士
為榮譽諮議會委員，表揚
他們作為嶺大前校董會或
諮議會成員，以至對社會
作出的貢獻。
榮譽諮議會委員將繼續向大學
發展提供專業意見，並協助促
進其在本港和海外的地位。

委員芳名如下：
•
•
•
•
•
•
•
•
•

蔡祖光先生
林祥博士
梁松聲先生
吳亮星議員
太平紳士
潘柏源先生
岑展文先生
黃伯鏗先生
伍步剛博士
太平紳士
楊革非先生

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陳智思議員太平紳士（後排左中）
及陳玉樹校長（後排右中）與榮譽諮議會委員合照。

嶺南大學迎春之約2013
嶺南大學於2013年2月4日舉辦
「迎春之約2013」，由本地及外
國學生表演多項節目，讓師生共
同迎接蛇年的來臨。同學親手製
作揮春。當晚的文藝節目包括舞
獅、合唱、新疆舞蹈、吉爾吉斯
樂器及樂隊演奏等，彰顯嶺大多
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嶺步同行籌款日2012
第三屆「嶺步同行籌款日」已於2012
年10月14日舉行，為一年一度的「嶺
南大學週」揭開序幕。是次活動有逾
800名學生、校友、教職員及各界友好
參與，並籌得約港幣130萬元善款，為
學生全人發展項目提供經費。今年的步
行路徑由沙田大會堂廣場出發，沿城門
河畔繞行一圈，全程約六公里。

本年度籌款金額最高的個人、隊伍及參加人
數最多的隊伍如下：
個人最高籌款獎

開步典禮的主禮嘉賓包括：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太平紳士、嶺大校董會主席陳智思議員太
平紳士、時任司庫王忠秣太平紳士、時任大

冠軍：伍沾德博士

此外，會場設有17個攤位供應多款傳統賀年

來自吉爾吉斯的外地生Aizhamal Marat，就讀

亞軍：葉毓強教授

小食如湯圓、 蘿蔔糕、芋頭糕和笑口棗等，

文化研究系三年級，為人好動熱情，懂得多

季軍：陳有慶博士及羅世傑醫生

並售賣傳統手工藝品。嶺大師生和教職員亦

國語言，並喜愛結交不同國籍的新朋友。當

隊伍最高籌款獎

於1月29至31日期間到學生服務中心門前攤

晚，Aizhamal 以其國家的獨特樂器演奏多首

冠軍：嶺南大學管理學學系

位製作屬於自己的揮春和傳統手工藝品。

民謠，讓觀眾耳目一新。Aizhamal計劃畢業

亞軍：卓亞（企業融資）有限公司

後到德國或瑞士進修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課

季軍：亞洲保險有限公司、廣新行有限公

程，然後投身外交工作。

司、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嶺南會所及

學發展委員會主席馬清鏗太平紳士以及陳玉

嶺大十分重視學生的交流計劃。2012/13學

LU Supporters

樹校長。

年，大學將會安排逾300位本地學生到全球超
隊伍最多人數參與獎

過116間，涵蓋20多個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夥

適逢政府推出第六輪「配對補助金計劃」，

冠軍：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伴院校作海外交流。學生參與海外交流的機

大學將以是次活動籌得的善款向政府申請「

亞軍：嶺南大學運動校隊

會已提升至50%，即是有一半學生能夠到海

一對一」等額資助，使嶺大雙倍受惠。

季軍：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外交流一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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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近 況 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調查：
港人快樂指數輕微下跌

鍾玲教授
談香港重商主義下綻放的熱情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於2012年12月份公佈的「香港快樂指數調
查」結果顯示，港人快樂指數由去年的71.3分輕微下跌至70.5分（以
0-100分計算）。一如以往，女性的快樂指數高於男性，而年長人士亦
較年青組別快樂。

2013年度嶺南大學香港賽馬會傑出現代文
學訪問教授鍾玲教授於2013年3月20日舉
行的講座上，藉兩部賣座電影《時光倒流
七十年》及《歲月神偷》，以及香港人對
「六四」事件的反應，闡述香港人在重商
主義下綻放的熱情。

鍾教授指出，香港社會一向注重營利主義
和物質主義，香港人的價值觀也主要建立

家庭月入30,000元至39,999元組別的快樂指

顯然是導致香港市民不快樂的主要原因。根

數更比去年下跌近10%，跌幅最高。至於家

據調查結果顯示，低收入家庭一般而言比收

庭月入少於10,000元組別快樂指數的下跌幅

入較高者不快樂，但家庭月入港幣30,000至

度亦達到6.4%。

39,999元的夾心階層則例外；他們的快樂指

鍾玲教授

在個人擁有的財富上。但過去三十年來，卻

工作壓力（尤其是工時太長）和財政壓力，

報稱沒有任何家庭收入的組別明顯比最低家

數只有66.9，是眾多收入組別中最低。

有幾個案例打破了香港人崇尚物質的刻板形

庭收入的組別更為快樂，原因可能是該組別

象。例如荷里活浪漫愛情電影《時光倒流七
十年》，竟然上映了七個多月，刷新票房紀

鍾教授續稱，1989年香港民眾對天安門廣場

錄。另一部港產電影《歲月神偷》不但票房

的民主運動展現了空前的熱情和支援，有三

高，還促成政府對上環永利街的 保育。鍾教

次超過100萬人上街遊行，反映當時香港距離

授認為，《時光倒流七十年》超越時空的愛

回歸只剩八年，香港人的焦慮和反抗心態、

情故事模式，與香港電影、電視經常改編中

對不公不義之事的義憤心理，以及他們對參

國傳統故事的方式相似，較容易為香港觀眾

與民主運動學生的理想主義與追求民主的讚

接受和認同。而《歲月神偷》描寫家庭溫情

賞。她認為，正義精神和行動力量本來就在

細膩真摯，感人肺腑之餘，電影中表現的六

香港人的血液之中。辛亥革命期間香港人投

十年代景物、價值觀、社區街坊的共享互助

入策劃與支援，不少人更採取行動、犧牲性

等，亦勾起了香港人的懷舊情緒。

命，先例眾多。

今年市民對公共政策和公共醫療服務的滿意

大部分來自申領綜援的人士，與工時長及隨

度有所上升，以0-10分計算，前者的分數由

時有被解僱危機的低收入人士相比，承受的

4.69分輕微上升至4.77分，而後者則由5.67分

焦慮及財政壓力反而較輕。

顯著跳升至6.18分；表示港人對政府整體施
政稍為不滿（滿意度低於6）。

年輕已婚人士承受更大的生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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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婚人士普遍比單身受訪者快樂，值得關注

智慧」（Insight）、「堅毅」（Fortitude）

的是由於30歲以下的已婚人士需要承受較大

及「行動」（Engagement）。今年「智慧」

的生活壓力，他們比同齡的單身人士較為不

和「行動」的得分稍跌，「堅毅」的得分微

快樂。此外，擁有專上及大專程度學歷的受

升，而「關愛」的得分則顯著上升（請參閱

訪者，比只有中學程度者更不快樂。

附錄的表一），顯示香港人具愛心和抗逆
陳玉樹校長（左）
及香港賽馬會慈善
事務經理廖錦霞小
姐（右）致送紀念
品予鍾玲教授。

力，但在智慧和有生活目標方面仍有不足。

工作時數愈長愈不快樂
「香港快樂指數調查」連續第八年由嶺南大
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設計及進行。是次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家庭主婦、退休人士及學生

於11月8日至13日期間，以隨機抽樣方式向

的快樂指數較全職工作或失業人士為高。另

926名21歲或以上人士進行電話訪問。

一方面，每週需要工作50至59小時及60小時
或以上的組別，他們的快樂指數也是在各個

高收入家庭最快樂

工作時數組別當中最低，分別為6.81及6.71。
逾四成受訪者每週工作50小時以上。

本年度家庭月入少於港幣40,000元組別的
快樂指數均呈下跌跡象，相反，家庭月入
40,000元或以上組別的快樂指數則有所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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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附屬學院 2013年度運動日
兩院健兒顯毅力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
院
(學院)一向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除定
期舉辨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外，一年一度的運
動日更是師生們引頸以待的盛事。運動日於
3月22日(五)假荃灣城門谷運動場舉行，超
過500名運動健兒參賽，學院全體師生均融
入當日熾熱的氣氛中，增進彼此之間的情誼
外，亦共同享受校園生活的絢麗多采。

院校近況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大社區學院及持續進修學院
2013年全新宣傳形象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副學士課程2013-14年度以「業精
於勤，行成於思」為主題，帶出學業精進始於勤勉好
學，另運用證書的設計概念，寓意學院的副學士課程
將帶領學生邁向學習新里程。設計融入嶺南大學校徽
圖案的元素，象徵學院貫徹嶺南大學博雅教育的優良
傳統，為學生提供具信心保證的教學服務。

別開生面的開幕儀式為運動日拉開帷幕。一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LIFE)2013-14年度宣傳形象鮮
明，以「我選擇．我未來」為口號，中央兩種不同顏
色的書本，分別代表高級文憑及文憑課程，寓意他們
完成課程後，可選擇升學或就業，開拓精彩未來。全
新課程簡介可於LIFE網站下載。

眾主禮嘉賓高舉象徵著運動精神的奧運火炬
進場，簡單而隆重的亮燈儀式燃點了健兒心
中代表夢想、歡樂和友誼的火苗。由嶺南大
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署理院長蕭秀燕女士
宣佈揭幕，全場健兒蓄勢待發，精彩的賽事
隨即展開。

嶺大持續進修學院高級文憑
及文憑課程

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署理院長蕭秀燕女士
(前排右一) 頒發全場總冠軍予副學士課程學生。

運動會當日風和日暖，超過30場賽事密鑼緊
鼓地進行，為了增加比賽的觀賞性，大會更
安排八人跳大繩競技賽及啦啦隊表演，讓同

運動會賽事精彩絕倫，最後由副學士課程力

學們各顯所長，展現青春活力的耀眼神采。

壓群雄，成績高踞榜首，勇奪全場總冠軍，

壓軸賽事「友校男子4x100米接力邀請賽」

連串比賽隨即在一片掌聲中圓滿落幕。署理

令運動日進入了高潮，多間友校派出田徑代

院長在閉幕禮上致辭時表示：「運動會得以

表隊參賽。

成功舉行，有賴兩院師生與行政團隊同心協
力的支持。學院本著全人發展的理念，一直

嶺大社區學院副學士課程

日期
4 May 2013
1 June 2013

升學資訊及家長日
日期
27 Apr 2013
25 May 2013
29 June 2013

地點
嶺南大學 及 尖沙咀
教育中心

就讀高級文憑（體適能培訓及管理）的翁玉

鼓勵同學熱心投入學院活動，在課堂之外展

滔同學，於運動日分別於跳遠、男子接力、

現個人潛能。運動能夠訓練人的毅力，我相

男女接力及友校接力等項目橫掃5個獎項。已

信毅力可以克服困難，堅持就是勝利，希望

是第三年參加運動日的翁同學坦言出賽前仍

同學可以將這份精神延伸到學習甚至人生的

感到緊張，特別是跳遠項目，各個選手實力

跑道上，培養堅毅積極的態度去跨越人生每

日期

不相伯仲，幸而平日鍛鍊有加，臨場亦發揮

一個高欄，邁向成功！」她亦感謝聖公會林

一貫水準，穩奪冠軍。他更揚言感謝學院上

護紀念中學校長陳加恩先生及屯門天主教中

下的協力合作，令賽事得以順利舉行，並讓

學校長賀妙珍女士蒞臨主持閉幕禮及擔任頒

15 - 17 Jul 2013 嶺南大學 及 尖沙咀
9 - 11 Aug 2013 教育中心

他得以發揮所長，獲取佳績。

獎嘉賓，令運動會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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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資訊及家長日

22 June 2013

即場招生日

地點
尖沙咀華懋教育中心
及 佐敦柯士甸教育
中心
尖沙咀華懋教育中心
及 嶺南大學

即場招生日
地點

日期

地點

15 - 17 Jul 2013 尖沙咀華懋教育中心
及 佐敦柯士甸教育
9 - 11 Aug 2013 中心

有關活動詳情及網上登記，請瀏覽www.LN.edu.hk/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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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近況 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嶺大附屬學院歌唱比賽 2013決賽
踏上舞台 成就夢想

第二屆嶺南論壇揭幕
嶺南學院、國際商學院舉行
聚焦經濟增長新動力
龍年聯歡晚會

嶺南論壇現場

3月31日，第二屆嶺南論壇在中山大
學梁銶琚堂正式拉開帷幕，論壇由中
山大學嶺南學院與財新傳媒共同主
辦。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徐少
華，中山大學校長許甯生等出席開幕
式。嶺南論壇主席、中山大學嶺南學
院名譽院長、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
員會前主席劉明康主持論壇開幕式。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嶺
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2013年度歌唱比賽決
賽圓滿結束。圖為所有
嘉賓、參賽者及工作人
員的大合照。

學院定期舉辦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讓學生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嶺南大學持續進
修學院（學院），於早前舉辦2013年
度歌唱比賽決賽，為具備歌唱潛質的學
生打造夢想舞台，突破界限，盡展才
華。18組從初賽脫穎而出的參賽者於
當晚決一勝負，爭奪獨唱及合唱組之
冠、亞、季、最佳台風及最佳造型設計
多個獎項。

能跳出框框，在課堂以外發揮個人潛能，增
強自信心，開拓視野。其中，歌唱比賽深受
歡迎，每年均吸引過百名參賽者。

得獎名單如下：
獎項

學院邀得資深音樂人周永恒、徐偉賢及實力
歌手陳康健擔任大會評判，並由藝員陳明恩

獨唱組

作壓軸表演嘉賓，其表演精湛，令整晚氣氛

得獎者
冠軍

許浩揚
(副學士課程)

亞軍

趙梓進
(高等文憑課程)

冠軍

葉穎儀 陳靜怡
(毅進文憑課程)

小情歌

亞軍

黃卓健 戴正瑜
譚右稜 盤舒婷
(副學士課程)

嗶嗶嗶

季軍

李顯揚 黃詠翠
(高級文憑課程
/ 文憑課程)

你最珍貴

最佳台風獎

許浩揚
(副學士課程)

王妃

最佳造型設計獎

黃卓健 戴正瑜
譚右稜 盤舒婷
(副學士課程)

嗶嗶嗶

主（詳見下表）。其中，就讀社會科學（諮
合唱組

擊敗其他參賽者，勇奪獨唱組冠軍及最佳台
風獎。許同學表示自小已喜歡唱歌及酷愛表
現，並且參加不同的歌唱比賽以提升膽量及
擴闊眼界。賽後他不忘分享得獎之喜悅，他
認為要水準發揮得淋漓盡致，必先以輕鬆的
態度面對比賽，想像舞台跟自己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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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

季軍

經過一輪龍爭虎鬥，評判們選出各獎項之得

學，以細膩熟練的唱腔，加上瀟灑的台風，

王妃

林顯澤
(高等文憑課程)

生色不少，帶動全場觀眾情緒高漲。

商與輔導）副學士課程一年級生許浩揚同

決賽參賽
歌曲

浮誇

徐少華常務副省長致開幕辭，他首先代表胡春

實踐的披荊斬棘，又需要理論的創新指引。他

華書記和朱小丹省長，對出席論壇的來賓表示

期待嶺南論壇繼續辦好，期待更多的智者能為

誠摯的歡迎。他提到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在廣東

廣東建言謀策。

視察時對廣東提出了“三個定位”、“兩個率
先”的重要要求和殷切希望，為廣東新一輪的

許甯生校長代表中山大學對各位嘉賓的到來表

改革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新的強大的

示熱烈歡迎，對給予此次論壇的舉辦大力支持

動力；指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廣東應清醒

的社會各界表示衷心感謝。他說，去年中山大

地看到自身存在的問題和巨大的挑戰。他說，

學成功舉辦了首屆嶺南論壇，取得了重大影響

廣東的發展要讓每個階層的人各得其所，又快

和顯著成果，為未來的經濟形勢提供了極有

樂的生活，要讓改革開放的成果更多惠及廣大

參考價值的意見和建議。本次論壇以“中國經

人民，並形成制度性的安排。徐少華常務副省

濟：新時期、新動力”為主題，緊扣時代脈

長強調，廣東的省情是國情的縮影，快速轉型

搏，聚焦中國政治經濟新格局，為未來經濟發

的社會結構，深刻變革的經濟體制，不斷調整

展貢獻智慧。他表示，中山大學將一如既往的

的利益格局和日益多元的思想觀念，迫切需要

支持本次論壇，努力辦好本次論壇，並由衷地

從紛繁複雜的現象和個案中找到事物的本質和

希望通過嶺南論壇，對學校相關學科的建設起

規律；解決問題矛盾，迎接嚴峻挑戰，既需要

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對教師開展教學研究和學

徐少華常務副省長致開幕辭

許甯生校長致歡迎辭

49

院校近況 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院校 近 況 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第二場圓桌論壇

劉明康主席作了最後的主旨發言。他認為，今

本屆嶺南論壇，齊聚了來自政商學界的千余位

天的論壇體現了政企之間的交流和互動、理

領袖和老師、學生，共同聚焦中國政治經濟的

論家與企業家之間的互動，以及兩岸三地乃至

新格局，深入探討通向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

論壇國際化的逐漸發展，引起了大家思想上的

社會的道路，解讀對於新一輪深化改革的要求

碰撞，有利於形成互補共贏的局面。他緊接著

與期待，探討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以船、車為例，從大家身邊悄然發生的變化談
起，強調了轉變思想、與時俱進的重要意義，

第一場圓桌論壇

提出在巨大變革的新時期，在追求新的道路時
要有新的思維，並祝願大家自己的中國夢都能

生學以致用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最後，許甯

理集團執行董事兼亞洲區總裁蔡清福，新加坡

生校長衷心祝願第二屆嶺南論壇取得成功，延

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香港大學《

續首屆的輝煌。

國之基金》經濟學講座教授、韓國首爾國立大

成真。

學《世界級大學》客座教授（SNU-WCU）許

嶺南論壇執行主席、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院長徐

工業和資訊化部部長、黨組書記苗圩，廣東省

成鋼，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漢

信忠致閉幕辭。他表示代表中山大學嶺南學

副省長陳雲賢，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環

能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兼CEO李河君，香港交

院衷心感謝社會各界人士、嘉賓的熱情參與和

境保護部總工程師萬本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易所內地業務發展部總監許正宇，論壇由財新

支持。他呼籲，大學因學生而存在，大學的根

心副主任劉世錦，廣州市市委副書記、市長陳

傳媒主編王爍主持。第二場圓桌論壇的發言嘉

本就是教書育人，在新的發展歷史時期，教育

建華，財新傳媒總編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

賓包括廣東省統計局局長辛曉維，中歐國際工

體制改革刻不容緩，2012年嶺南學院啟動了

學院院長胡舒立，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宋麗

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全國政協

以學生為核心的本科教育改革。徐信忠院長還

萍分別就工業轉型升級、新金融發展、城鎮

常委、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長伍淑

說，期待明年，我們再聚集嶺南論壇，傾心交

化進程、環境保護推動綠色發展、以改革穩增

清，研華科技董事長暨執行長劉克振，珠海格

流，互相學習，進行思想與智慧的碰撞。

長、開發城市礦產實現經濟迴圈發展、改革的

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董明珠，臺灣工商時報

長短板、企業的並購重組等問題作了主旨演

社長王嶠奇，論壇由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張

中山大學黨委副書記李萍，嶺南學院董事會副

講。

建琦主持。嘉賓們各抒己見，就大家關心的提

主席舒元、黃達琛，董事伍淑清，董事、秘書

升GDP品質、土地國有制問題、企業家精神、

長盧長玲，董事楊競初，嶺南學院黨委書記張

論壇圍繞“有品質的增長”與“有效益的轉

人才培養、私有產權保護、司法獨立、企業

文彪，副院長李勝蘭、張豔梅、王曦、陸軍、

型”兩大議題，分別展開了圓桌討論。參與

精神、營造公平環境、臺灣企業創新等熱點問

鄒建華，副書記余立人等出席了論壇。

第一場討論的嘉賓有深圳市副市長唐傑，香港

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引發現場聽眾的陣陣掌

金融管理局副總裁阮國恒，英國F＆C資產管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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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康主席作主旨發言

嶺南論壇執行主席、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院長
徐信忠致閉幕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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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中學開放日

主題：探索‧啟發‧融匯

第五屆埠際即席演講比賽
全港校際即席演講比賽乃香港大型即席演講

第五屆埠際即席演講比賽(決賽)暨頒獎禮已於

比賽之一，為學生提供互相切磋砥礪的平

三月十七日早上假跑馬地禮頓山會堂舉行。

台，以發揮參賽者的急才，提升參賽者的口

當日，校長、演辯會導師及會員均有出席，

嶺南中學學生不論成績、品行、領袖才能、體藝等方面力
求上進，屢獲佳績。

語表達和思辯能力，及建立參加者的個人自

分享得獎同學的榮耀。

明日領袖獎

今年，本校演辯會派出三名會員參加比賽，

學生成就：得獎名單

信為宗旨。

其中一人參加粵語組賽事，另外二人參加普

由歷屆「十大傑出青年」成立的「傑出青年協會」與教育局合辦
的「明日領袖獎」計劃，目的旨在肯定具有領袖才能且品學優良
的學生，為社會培育健康新一代的明日領袖，並鼓勵各得獎學生
與不同界別的傑出青年交流，從中學習。
按照品行優良及富領袖才能這兩項重要原則，校長推薦了六望班

通話組賽事。初賽於一月尾舉行，來自各校
的精英雲集，戰況非常激烈。雖然其中兩位
參賽同學失望而回，但參與普通話組賽事的
五信班金振碩同學不負眾望，經過一番龍爭
虎鬥，擊敗不少友校翹楚，晉身決賽並獲得
優異獎，實屬可喜可賀。

楊浚賢同學角逐這項殊榮。結果，近日傳來好消息，楊同學榮獲
「明日領袖獎」。這獎項除印證了楊同學在多年的中學生涯中努
力不懈之外，更為曾教導他的老師注入強心針，為日後的教學生

第五屆埠際即席演講比賽（普通話組）優異獎得主：(右二) 金振碩同學（五信班）。
校長、演辯會導師阮子杰老師及演辯會會員與金振碩同學合照。

涯提供明確的方向。
「明日領袖獎」得主：
楊浚賢（六望班）

楊同學今次獲獎固然高興萬分，但他不敢自命得意，他認為沒有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學校的栽培、老師的循循善誘，今日的他或許仍是平平無奇；所
以，他藉著這次得獎的機會，向所有曾教導他的老師致意。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得主：
(左) 林曉晴同學（五望班）及
(右) 楊浚賢同學（六望班）

本年度本校獲選為東區優秀學生及香港島優
秀學生的同學分別為四信班謝嘉莉及六信班
龔文尉，他們均獲授書券五百元及獎狀嘉
許。每年這項選舉的競爭相當激烈，能獲選
的學生必須過五關斬六將，在眾多的參選者
中脫穎而出，足見當選者乃出類拔萃之輩。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在1987年成立，為紀念
已故總督尤德而設，由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
事會管理。基金的宗旨是為本港市民提供教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的選拔標準嚴格，參選

育，並鼓勵他們接受教育及進行學術研究。

者除綜合表現優異、操行成績優良之外，尚

基金以獎學金的形式資助香港市民在本港或

必須熱心服務社會，具備時事觸覺，才藝出

到海外進修、研究學問或進行學術研究。

眾，能為同學楷模，並受師生推崇。而評選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得主：龔文尉同學（六信班）

委員皆為教育界翹楚及社會賢達，可見這項
基金轄下多項獎學金計劃中，尤德爵士紀念

選舉甚具代表性，為學界每年一度的盛事。

基金高中學生獎是特別為新高中學制高中二

第二十六屆獎學金頒獎典禮於三月二十四日

級及高中三級學生而設，宗旨是鼓勵就讀本

下午二時正假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兩位

這項選舉的目的在於嘉許對學校及社會有

地學校及英基協會學校的學生達至高度的學

同學在家長的見證下，從主禮嘉賓接過獎

承擔和傑出貢獻的學生，表揚他們所付出

習能力，以及發展領導才能。本年度本校獲

項，並接受在場人士以熱烈的掌聲祝賀。

的努力，並協助他們裝備自己，接受未來的

頒獎學金的學生分別為五望班林曉晴同學及

他們難掩喜悅之情，臉上都展示了燦爛的笑

挑戰；同時，凝聚傑出學生的力量，建立友

六望班楊浚賢同學，每人獲發獎學金一千元

容。他倆都表示成就並非只屬於他們二人

誼，服務社區，以期達到薪火相傳之效。

正。

的，而是屬於全體嶺南中學的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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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得主：（謝嘉莉同學四信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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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朗誦節

「二人對話」(粵語組) 季軍得主：
鍾翠珊同學及張詠汶同學（四望班）

認識祖國

探索世界

上海山東文化學習體驗之旅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已完滿結束，本
校學生於這項比賽中屢創佳績，頻頻報捷。首先
中四望班及真班同學於「中三與中四級別英文集
誦」賽事擊敗其他14所學校，榮獲季軍；另外中

聖誕假期間，由本校中國歷史科、經濟科、地理科、通識教育

四望班鍾翠珊及張詠汶同學於「二人對話」(粵語

科聯合主辦之「2012上海山東文化學習體驗之旅」吸引了37

組)比賽中憑誦材《留取丹心照汗青》力壓27隊對

「散文獨誦 (普通話組)」
季軍得主：蘇倩菱同學
（四信班）

手得到季軍；而中四信班蘇倩菱同學就以她極甜
美的聲線誦出《詠物篇．木棉花》，勇奪「散文
獨誦 (普通話組)」季軍。

位中三至中六學生參與。對同學來說，這6日5夜的行程非常精
彩，其中參觀由中、德合營的著名企業

─上海寶山鋼鐵廠及

大眾汽車廠的經驗最是難能可貴。此企業為福士汽車的上海生
產基地，平日不常接待外賓，同學能一睹內裏乾坤，真令人眼
界大開。另外，對於長期居於南方的同學而言，置身冰天雪地
更是令人興奮莫名。此行給予同學實地考察中國歷史、地理、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依得分排序）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

學生姓名及班別

所屬學會

參賽項目

獎項

節」於二月至三月舉行，本

陳啟希（五愛）

步操管樂隊

長號獨奏

優異獎狀

校步操管樂隊成員及音樂學

簡歷軒（二信）

音樂學會

童聲獨唱

優異獎狀

會成員皆在獨唱及樂器演奏

莊子人（四真）

步操管樂隊

小號獨奏

優異獎狀

等比賽中表現卓越，共八位

蕭皓聰（二愛）

步操管樂隊

長笛獨奏

優異獎狀

同學獲得「優異獎狀」以及

周志鵬（三望）

步操管樂隊

單簧管獨奏

優異獎狀

三位同學獲得「良好獎狀」

張詠汶（四望）

音樂學會

女高音獨唱

優異獎狀

。學生勇於嘗試、刻苦鍛

鍾翠珊（四望）

音樂學會

女高音獨唱

優異獎狀

鍊，加上導師的悉心教導及

林銘慈（一信）

音樂學會

小提琴獨奏

優異獎狀

校方的支持，讓同學發揮所

吳明軒（一信）

音樂學會

童聲獨唱

良好獎狀

羅濬哲（三望）

步操管樂隊

中音薩克管獨奏

良好獎狀

謝惠珊（五望）

步操管樂隊

長笛獨奏

良好獎狀

長，挑戰自我，榮獲佳績。

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的機會，可謂受益不淺。

「廣東大埔縣通識考察團」內地交流計劃

校外體育比賽

得獎名單（2013年1月至3月）
四月上旬，李志昌老師與十位中四同學參與

本校同學積極參與各項體育比賽，不斷尋求突破，屢創佳績，實踐體育精神。
比賽日期

主辦單位

比賽名稱

2013年3月10日 屈臣氏集團
2013年2月7日

2013年2月1日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教育局合辦

啟基學校（港島）

參賽組別及項目

獎項

香港學生運員獎
學界田徑
比賽

女子乙組鉛球

4x100米
友校接力
邀請賽

2013年1月20日 西貢區體育會、
西貢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合辦 長跑比賽

得獎者姓名及班別

埔縣通識考察團」內地交流計劃。期間，我

朱浩天（六信）

們參觀了大東坪山梯田、西岩茶場、高陂
大型陶瓷廠、大麻中學，並探訪當地農民，

殿軍

李洋筠（五望）

中學女子組

冠軍

蘇倩菱（四信） 崔詠嘉（三信）
高子恩（三信） 蘇淑怡（三望）

中學男子組

亞軍

余立志（四愛） 林讚傑（四愛）
王展希（三信） 鄭浩正（二真）

青少年男子組
54

了由田家炳基金會籌辦之四日三夜「廣東大

季軍

進行家訪。學生代入農村青年人和陶瓷廠工
人的身份，思索「大埔人的去留」，探索中
國農業現代化及城鎮化對大埔縣的影響。在
交流團的最後一日，與友校保良局姚連生中
學及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的學生一起完成匯
參觀大東坪山梯田

報，透過提問與討論加深對祖國的認識。

王展希（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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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英語樂繽 FUN

早會英語廣播， 6D同學天氣報告

英語舞台
校園生活多姿采，在過去這半年，嶺鍾中舉行了幾項大型活動，給校長、老師、同
學帶來了難忘的經歷，也令大家的眼界及學識有所進益。當中包括了活動多樣化的
通識週及饒富趣意的英語學習語境。而復辦全港性的科技教育推廣計劃，不單提供
機會給小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在溫馨的親子合作中掌握科學知識；也讓嶺鍾中與友
校建立網絡關係，為創意科技交流創造有利條件。此外，嶺鍾中與姊妹學校，廣州
的嶺南畫派紀念中學（嶺畫中），在短
短的一個月內進行了三次互訪，除教師

由這個學年開始，嶺鍾中的星期三便變得特別精彩，
因為每逢星期三，早會時段搖身一變成為學生的英語
舞台，各班同學輪流站在講台上施展渾身解數，以英
語進行各類表演，包括唱歌、天氣報告、論盡名人潮
流……等。而外籍老師Miss Jennifer更會向同學介紹及
講解一句有趣而實用的英文諺語，例如“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s”, “Rain like cats and dogs”等。令整
個早會充滿娛樂性之餘，同學們亦可吸學習英文知識。

團隊外，並有學生之間的交流，可全面
地認識兩地的科研文化及教學特色。學

6C班主任與同學合唱

長們通過以下精彩的報道，自可了解嶺
鍾中豐富的校園生活面貌。

英語茶座

知曉通識 更見得益
通識教育週

此外，於星期三的午膳時段，低年級同學會被邀請「光
顧」新開張的English Cafe (英語茶座)，好讓同學們有更
多時間與外籍老師及高年級學兄學姐以英語作交流。

通識教育週開幕禮
紛選」、生活素質展板、中文早讀及嶺鍾中

外籍老師帶領進行英語互動學習

通識論壇。

與外籍學生交流

嶺鍾中通識教育週於2012年11月5至8日間舉
行，是次通識週的主題為「生活素質」，希

每天午間時段，由學生擔任通識小主播，報

望藉此讓初中學生接觸通識科課題，同時讓

道當天本港及國際的新聞，讓校內師生了解

高中學生深化學習，留意身邊的人與事，關

當前時勢。另外，早讀時段選取有關如何提

心社會國家。

升生活素質──<快樂方程式>的文章。除
此之外，「通識分紛選」乃按本港房屋、醫

開幕禮由校長、通識科老師及學生主持，簡

療、體育文化及教育不同的議題，讓學生表

單而隆重的開幕禮揭開通識週的序幕。不同

達個人的意見立場。生活素質展板展示了有

的活動隨即展開：每日新聞速遞、「通識分

關生活素質的資訊新聞，學生可更了解有關

除了英語星期三，一班來自英文學會的同學，早前由數位
來自丹麥及中國內地交流生帶領，參觀了嶺南大學各項設
施。除到過大學宿舍拜訪外，又與大學生共進午膳，深入
了解大學的校園生活，令同學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該批交
流生亦於兩個星期後探訪本校，與更多學生交流，令同學
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外籍學生，擴闊視野。

生活素質的範疇。最後，嶺鍾中通識論壇的
討論課題是「香港政府打擊上水走私貨，多
大程度提升香港人的生活素質?」由學生扮演
不同的持份者：政府官員、上水居民、低收
入人士、警員及商人，他們各自就本身的立
場對有關議題發表意見，論壇吸引不同班級
的同學參觀，熙熙攘攘。
綜觀是次通識教育週活動，各師生投入參

英文生字手冊
為了令嶺鍾中的同學們更好裝備自己，迎接更
多以英文溝通的機會，各科老師同心協力製作
出一本 100%嶺鍾中版的《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
中學英文生字手冊》(Lingnan English Vocabulary
Book)。當中輯錄了不同級別及學科的常見英文
生字，使同學於了解其他學科知識的同時，增
進自己的英文水平。

與，切實地感受到這句口號──「知曉通
識，更見得益」。

通識論壇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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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種種的英語活動，嶺鍾中的同學可以體驗更多學習英文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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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風破浪競爭光
風力船創意盡顯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乘風破浪，風雨同舟；合科技與藝術，共創教學新天

嶺鍾中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第八屆香

嶺鍾中自二零一零年參

港科技教育推廣計劃」。參加者是要製作風力

加「粵港姊妹學校締結

船，並在一條十米長的水道進行競賽。是次活

計劃」，與廣州嶺南畫

動吸引了超過二百個家庭及友校師生共六百多

派紀念中學結誼已有三

人參與，加上本校一百五十名科技大使，使星

個年頭，彼此在學術上

期天靜謐的校園沸騰起來，好不熱鬧。

嘉賓與參加者濟濟一堂

互相交流學習，建立一
個緊密的網絡，推動教
育研究，探求學校的未

有趣的科學實驗室
是次活動邀得葉偉明博士主禮，李成新博士擔任榮譽顧

來路向。本年度先後進

問，並由計劃顧問朱蓓蕾校長致開幕辭，隨後籌委會主席

行了三次交流活動：

嘉賓與參加者濟濟一堂

謝建中老師講解製作風力船的步驟，楊健誠老師介紹風力
船移動原理。接著砌機工作坊就讓參賽者可以實踐所學，
自行構思設計旋轉扇葉及船身，包括扇葉的外形、數目和
角度，船身的形狀和體積，這些都是決定船速的條件。
此外，風力船由設計、動工至製成的整個過程，也充分體
現學生、家長及科技大使的團隊合作精神。風力船製成
後，參加者把風力船在設有十四條水道的十米水池進行計
時競賽，速度最快者獲頒獎項。比賽中，各參賽者都為自
己的風力船能成功到達終點雀躍歡呼，賽後拿著自己的船
兒，一臉發明者成功的喜悅。
嘉賓親自參與實驗

完成比試，喜上眉梢

同場，亦設有多項親子科技參觀活動，包括「海洋生態缸
展覽」、「鋼珠撞擊實驗」、「吞拿魚脆餅小食」、「碳
足跡電腦遊戲」等，增加小學生對科學的認識，提高他們
學習科學的興趣。

(二) 香港科技教育推廣計劃(第八屆)
《乘風破浪競爭光》──
成長導師訓練工作坊

(一) 教師專業發展日──
成長導師訓練工作坊
是次舉辦之目的，在增進教師的專業教學能
力，推動課研文化為目的，容讓同工能參與

科技教育工作坊，旨在讓學生可以跳出慣常學

學習及交流，詳情如下：

習空間，體驗科技創作，擴闊眼界。詳情如

活動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四)

下：

地

點：禮堂

活動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形

式：訓練工作坊

地

點：禮堂、課室及操場

主

題：【以生命影響生命】

形

式：砌機教室及速度比賽

由朱蓓蕾校長主持，聯同嶺

今次有幸邀請嶺畫中師生，

南畫派紀念中學袁錫賓校

一行十人遠道從廣州來校，

長，率領兩地教師及管理層

體驗本地科技文化，並與友

共百人，傾聽中文大學陳廷

校同學比拼，獲得多個獎

三教授的主題演講、並分組

項，達至互動學習，發揮科

研討及交流相關意見，以提

研精神。

升兩地教學質素。

到訪校園

參賽的「小發明家」於整個活動都十分投入，小小年紀已
盡顯科技創意的天份。聖公會何澤芸小學張校長表示，是

(三) 嶺南畫派紀念中學
科技環保藝術節考察交流團

次活動不單能讓小學生訓練多角度思維、提升自主學習及
解難的能力，更帶動科技「可持續發展」，融入小朋友的

承姊妹學校之邀，校長、家長教師會主席伉
儷及師生一行三十二人遠赴廣州，參加《給
力幸福生活──2012學年科技環保藝術節展

家庭與日常生活當中。

演》，嶺鍾中師生深感榮幸。詳情如下:
活動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星期五)

香港發明協會秘書長劉世蒼先生表示，活動主題「乘風破
浪」十分切合當天的天氣，小朋友與家長一同投入科技活
動當中，樂也融融，這也是嶺鍾中矢志成為科技重鎮的推

地

(即廣州市七十六中學)

科技大使協助參與者製作風力船
主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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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課外活動在衡怡
近年學校以「實踐生涯規劃、締造積極人生」為學校關注事項，除了由班主任及輔導
老師在課堂及課後加強輔導外，課外活動各組別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學生提供多
元發展機會的各式各樣課外活動也推陳出新。在校內，讓不同級別的學生透過參與課
外活動成長；在校外，為嶺南大家庭爭光！以下就為大家介紹其中幾個較有突出表現
的課外活動組織：
2011-2012年度第20屆陸運會奪標

先鋒小組

學生會

我校運動會上的無敵三連冠
── 紅隊

本地學界運動會上的嶺南雄獅
──田徑隊

我校先鋒小組是由李

我校自創校第六年起便成立了學生會，至今

守儀校長和已榮休的
羅倬維副校長一手創

已十多年，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社會領袖。

我校所有學生入學時，便會被編配到紅、

本校田徑隊一向是本地學屆運動的中堅份

我校學生會選舉採用內閣制，讓三位同學為

灰、黃及綠其中一隊。接着，學生就會按其

子，在所屬組別常執牛耳，做出多項記錄！

辦的。這是個專門培

一組，組成候選內閣參選。經過各候選內閣

所屬隊伍進行各式各樣的隊際比賽，並舉辦

而且更為本地體育界培養出多位傑出運動

訓初中學生領袖能力

的激烈競爭，再由全體學生一人一票選出。

不同的聯誼或學習活動，一則培養同學團隊

員，獨領風騷！下面就以兩位隊員的親身經

的組織，意思是希望

勝出的內閣再召集校內各級精英組成幹事

精神，二則令同學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四

驗來印証田徑隊的成功經驗。

先鋒小組的同學，在學業、品行及課外活動

會，本着「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

隊一直全力爭勝，互有領先，但近年却有其

上作為其他同學的榜樣。當中，被選拔的學

神為全校同學服務。今後的學生會，也會承

中一隊在各項運動項目中持續創出了驕人成

生由中一開始在小組中不斷成長，學習先鋒

先啟後，在校內校外發熱發光！

績！

人物專訪：李俊賢學長和陳輝洪同學
李俊賢學長是2011-12

精神，吸取舉辦活動的經驗，發掘自己的潛
能，也透過服務來學習。組內首重學生自主

此外，學生會每年舉辦聖誕聯歡會、公益金

自2009-2010年度第18屆陸運會起至2012-

學習，老師祇是從旁督導。學生學得充實，

便服日、文化週、文具買賣、宿營以及

war

2013年度第21屆陸運會連續四屆，男子組全

玩得開心，導師心裏也很安慰！

game等林林總總的特色活動和服務，令全

場冠軍、女子組全場冠軍以及全場總冠軍三

校同學在繁忙的學生生涯中，注滿了各種色

項大獎，一直都是我校紅隊的囊中物。在前

我校的先鋒小組，每年都會舉辦不同形式的

彩！幹事會還會編寫校政建議書，竭力成為

三屆中，紅隊更連啦啦隊冠軍也收置懷內，

活動，在培訓領袖的同時，也會服務校內和

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橋樑，令師生更同心參與

所向披靡。除了稱霸田徑運動塲，上屆紅隊

社區上不同群體。例如中一的組員，會參與

校務。

由社工及導師設計兩日一夜的培訓，該活動

年度中六畢業生，在
2011年渣打國際馬拉松
比賽青年組半馬賽事中
取得亞軍。兩年後更上
一層樓，在同一個大賽
中獲得了冠軍，成績突
出！而陳輝洪同學則在學界越野錦標賽、學

運動員更取得近三年的高級組隊際男子籃球

界田徑賽以及香港越野錦標賽屢獲殊榮！其

三屆冠軍、兩屆高級組隊際男子手球冠軍，

以建立先鋒小組的團隊及合作精神為目的，

2012/13 年度學生會全體幹事和導師跟李校長合照

為未來三年的培訓、服務及學習打好根基。

中，李俊賢學長回憶在比賽創造佳績時，仍

以及兩屆高級組隊際男子手球冠軍。在其餘

感謝田徑隊導師梁偉強老師的悉心指導和不

多項隊際比賽，均取得多次優異成績，可謂

到了中二，組員會在校內舉辦活動，以增加

戰績彪炳。而在服務社區方面，更多次為路

中一同學們對學校的認識。在長者學苑活動

德會富欣花園長者服務中心的老友記、協康

中，中二先鋒通過講座、遊戲等為長者提供

會環翠特殊幼兒中心的小朋友和香港基督教

學習活動，同時亦可訓他們的領導才能。而

青年會中國事工計劃作出貢獻。

斷鼓勵。而陳輝洪同學也講述在梁偉強老師
的教導下如何努力訓練。再者，兩位跑道上
的健將都不約而同的為在田徑運動中培養出
強健體魄和堅定信念而感恩。

中三的組員會為中二級學生舉辦六項班際比
賽，以提升各班的團隊精神。中四先鋒則致
力推動校外公民教育活動，透過自訂主題及

除了以上四個課外活動組別外，我校還有不少學會在近幾年取得突破性的佳績。例

形式，在校外（如幼稚園、小學）推廣公民

如，舞蹈學會就多次取得學校舞蹈節的甲級獎。在2012-2013年度，籃球隊就歷史性

教育。總之，各司其職，實踐嶺南精神。

取得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男子甲組籃球比賽冠軍，而我校其他課外活動組別也在各類
比賽中漸露頭角。相信在不久的未來，會再為大家傳來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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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創校20周年感恩崇拜暨畢業典禮>
嶺南幼稚園第二十屆畢業典禮，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一)在香港上環文娛
中心劇院舉行。到場人士有學生家長、校董及嶺南教育機構學長等約四百多人。

畢業典禮於下午四時開始，主禮嘉賓由創校

典禮在畢業生家長梁淑芬女士、家長教師聯

校監陸趙鈞鴻博士擔任，由校監林麗冰博士

誼會主席鄧玉森女士代表致詞後，遊藝節目

致開會詞及頒發畢業證書，校董招天立先

正式開始。今屆的遊藝節目，表演主題為「

生、陸霍妙儀女士頒發品學優異生，最後由

校園生活樂趣多」，而曲詞、樂譜均由創校

校董陸永恩女士及創校校監陸趙鈞鴻博士頒

校監陸趙鈞鴻博士撰擬，內容述說有一羣活

發教職員服務獎。在嶺南幼稚園、幼兒園任

潑可愛的孩子，享受校園有趣的生活，幼兒

職十年以上教職員有二十多人，其中謝倩娟

透過演繹不同活動以迎接校園生活。節目在

主任、蔡瑩燕老師及黎潔儀女士是1992年創

色彩鮮艷的佈景襯托下，再加上幼兒陶醉在

校之教職員。

美妙音樂中，投入地表演，因而博得全場嘉
賓、家長熱烈掌聲。會後家長與學生們均在

在畢業典禮整個過程，畢業生為了表示多謝

會場的佈景前合照留念，最後各人帶着依依

父母的愛意，全體畢業生站立起來轉身面向

不捨之愉快心情離去。

家長，高唱「謝謝爸媽」歌，場面感人。而
畢業同學更為了對老師表示謝意，亦特別唱
了一首「謝謝老師」歌送給全體老師，當刻
老師和畢業學生齊集台上，合唱「謝謝老
師」歌，溫馨場面一幕接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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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社 消 息

級社消息

超社畢業離校65周年晚宴花絮

嶺南大學北京校友會簡訊

超社供稿

2012年11月8日晚上超社仝人假座香港銅鑼
灣翠園酒家慶祝畢業離校65周年聯歡晚宴，
眾社友已屆耄耋之年，慶祝活動局限把酒言
歡，並邀請嘉賓光臨，增添宴會光彩。到會
有香港嶺南大學校長陳玉樹教授，副校長
陳增聲教授，廣州嶺南（大學）學院院長徐
信忠教授，書記張文彪先生，董事會副主席
舒元教授，秘書長盧長玲女士，嶺南大學廣
州校友會主席李寶健教授，兄弟班師兄師姊
及師弟師妹，社友親屬，濟濟一堂，衣香鬢
影，是夜筵開十席，熱鬧非常。

(二) 根據工作需要，理事會進一步
明確理事人員分工

(一) 首先理事們聽取端木美會長
的工作匯報。

席間由名譽社長伍沾德及社長歐陽讓代表超
社致送港幣拾萬元給嶺南大學，由陳玉樹校
長及陳增聲副校長接受，同時捐助拾萬元予
廣州嶺南（大學）學院，則由徐信忠院長及
書記張文彪先生接受。

下午七時酒會結束，先由李瑞明社友任大會
司儀，齊唱校歌及社歌，繼由社長歐陽讓致
歡迎詞及講解社徽之圓形代表團結、友愛、
互助，箭向上象徵出人頭地和上進心，65年
來經常相聚，從無間斷。

繼後由伍沾德、歐陽讓、戴蘭蓀、林
克平、張燦霞、楊競初主持切餅儀式
及祝酒，並由伍沾德致謝辭。
最後邀請陸建源學長領唱嶺南紅灰獅
子，嶺南晚歌及歡呼嶺南旗語，這樣
難得的歡樂盛會，令人永記心中。

2012年65周年合照
前排︰ 陳培蘭 朱清蓮 周寶芬 張承亮 張燦霞 林克平 歐陽讓 伍沾德 李玉珍 戴蘭蓀 莫季禧 岑順珍 何 婉頴
二排︰ 李 儀 曹彩萍 陳英華 李瑞明 何思源 劉淑瓊 吳串珠 李世富 周公海 賀翠鳳 李世富夫人 曹戴熹 趙鈞鴻
後排︰ 陸建源 許國香 黃藏平 林貝聿嘉 劉梁月冰 李崔美妮 余李娜 曹鄭容麗 楊競初

北京校友會

2012年12月23日嶺南大學北京校友會召開本年度最後一次理事會。雖然天寒地
凍、年底繁忙，仍然有三分之二的理事出席會議。理事們對重新註冊後的校友會
的組織機構的進一步完善、加強對外聯繫以及2013年的工作計劃作認真熱烈的討
論，並作出決定。

附︰快樂的後續活動－ “交換之旅”聖誕派對
抽取的編號尋找對應的神秘禮物，作為獲取禮物
的通行証，每人都上台介紹了一位現場來賓，講
了個關於他/她的小故事。想知道大家眼中的自己
麼？可惜當天大家上台介紹自己的禮物時都比較
含蓄，沒有人帶單身朋友來“交換”呢，不然說
不定單身校友們的終身大事就解決了，哈哈。

嚴肅緊張的理事會之後，插播一下我們輕鬆的聖
誕主題派對︰“交換之旅”。這是聖誕節之前的
周未晚上，理事會一散，我們趕到著名的KTV“
音樂之聲”，每人精心準備的那份禮物被放置在
聖誕祙里、聖誕帽下，按照活動規定這份禮物或
有特色、或有創意、或有故事。大家根據入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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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理事會運作的更加順暢，會議對日常工作
進行了細化分工，由各位理事自願牽頭，計畫招
募更多的校友參與，豐富外聯組，內聯組、活動
組、宣傳組、財務組等各組資源力量。分工中
注重組織大型綜合性活動的資源整合，為此，專
門成立了全新的運營委員會，旨在為校友會出謀
劃策、開區引流。此外，考慮到北京工作的重要
性，理事會一致同意加強校友會顧問團力量，爭
取多邀請有名望、有資歷的老學長、社會人士加
入校友會顧問團。

11月16日－11月21日端木會長回到康樂園，參加
了17日2012年董事會教育獎勵金頒獎典禮和18日
廣州校友會聚會。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董
事會名譽主席伍沾德學長在百忙中會見了端木會
長。伍先生非常關心重新註冊後的北京校友會並
對校友會的工作提出了積極的建議。理事們完全
讚同伍先生的建議，做出了如下決定︰
1、 北京校友會明確對外聯絡方式
以趙博學長的辦公室為校友會統一對外聯絡點，
接受/存放檔、收發郵件、傳真等；以公司行政人
員暫時代為處理部分校友會行政事務；聯繫方式
如下︰
北京市朝陽區光華路22路SOHO大廈1座11層 郵
編︰ 100022
Add: A 11th floor, SOHO Building, No.22 Guanghua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嶺南大學北京校友會
電詁︰ 86-10-59006067
傳真︰ 86-10-59006332
E-mail: qumunbj@qumun.com

根據一年多來的工作經驗，為了完善理事會工作
機構，會議增選茅以寧、韓重斌為副會長，李穎
涵和鐘宇萍為副秘書長。

(三) 2013年初校友會工作計畫
一月中旬運營委員會將召集首次會議，準備向理
事會提交可行性報告，並在一季度形成詳細工作
計畫。組織策劃一期內容豐富的校友會活動，以
加強北京嶺南校友與母校的聯繫。
鐘宇萍校友準備組織大家去春遊踏青，採摘到新
鮮的水果和參觀博物館。這是一次未來校友會新
生代的聚會，希望我們的孩子以後也能相聚在嶺
南！十月舉辦北京校友會校友日活動，以紀念嶺
南大學建校125周年為主題內容。理事會決定組團
參加十一月中旬香港“全球嶺南人香港聚會”活
動，這一年都將在美好的期待中渡過，期待這場
盛大節日的到來……

2、 恢復和加強與美、加、港、澳等地校友會
的聯繫；向其他校友會的刊物積極投稿，加強宣
傳和聯絡工作。2000級國貿的李穎涵校友作為對
外聯繫人，定期以郵件形式對外聯繫溝通，發送
簡訊，聯繫方式如下︰Liyh_sryh@bj.icbc.com.cn,
Emilie_zsln@hotmail.com

精彩瞬間︰中國功夫的開場舞，小朋友們果然是
活躍氣氛的催化劑，爸爸媽媽們的開心果！在KTV
也唱京劇的王弘學長，一曲“甘露寺”顯示出夠
專業！得償所願抽中《紅玫瑰與白》的PETER，居
然調的一手好酒！曲曉杰學長抽中了兒子的畫作
《家》，這是送給老爸最好的新年禮物！最後的
聖誕帽們大合影，大家燦爛的笑容給2012年畫上
圓滿的句號，拿上船票，我們都到2013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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