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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團結.發揚」

嶺南大學創校125年週年

誌慶活動盛況

嶺南學脈，淵源有自，本作育英才服務社會之宗旨，自 1888 年創校，桃纍李碩，

人才輩出。同學校友散居世界各地，在不同位置，發光發亮，弘揚嶺南精神。

2013 年，適逢創校 125 年週年，全球嶺南人都期待著一次嶺南大家庭的相聚，再

次感受這個大家庭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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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周年校慶籌備委員會便

是秉持「嶺南一家親」的理

念，經過多月籌劃，於今年

11 月 15 日至 19 日在港澳穗

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而前

哨活動 ---「嶺南生活剪影比

賽」則早於 9 月展開。慶祝

活動以「承傳 . 團結 . 發揚」

為主題，喻意嶺南人同根同

生，懷抱紅灰精神，齊心協

力共創未來！

海外校友歡迎晚宴

誌慶活動由海外校友歡迎晚

宴展開序幕，晚宴於 2013

年 11 月 15 日 ( 星 期 五 ) 假

嶺南會所舉行。不同年代的

學長濟濟一堂，互道近況，

暢談昔年校園生活。今年適

逢嶺南會所成立 60 周年，不

少學長一面觀賞會所珍貴的

昔日圖片，一面指認照中人

事，述往思來，場面溫馨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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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 ( 星期六 ) 一眾共

聚嶺南大學，活動計有：校

園遊、千人共拼嶺南校徽、

校友及師生籃球賽、嶺南嘉

年華，以及嶺南一家親綜藝

表演等。其中尤以千人共拼

嶺南校徽最為哄動，逾千名

海內外校友和屬校師生，換

上整齊的紅灰服飾，從四周

步入大學廣場，拼湊出我們

輝煌的大校徽，充分體現了

「紅灰之子兄弟親，團體團

結如星雲」的嶺南精神。另

一邊廂，一眾紅灰健兒，人

人奮勇，個個爭先，競逐殊

榮，結果由「澳門嶺南中學

校隊」和「香港嶺南中學校

友及教職員隊」分別獲得「校

隊組」和「校友及教職員隊

組」的冠軍，奪標而回。加

上嶺南嘉年華，以及嶺南一

家親綜藝表演，極其熱鬧。

千人共拼嶺南校徽、校友及師生籃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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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 ( 星期日 ) 本年度嶺南同學日暨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聯歡晚宴假荃灣如心廣場盛大舉行。逾千位校友、同學、

教職員、共聚一堂，分享嶺大茁壯成長的碩果、緬懷往昔歡樂

時光及濃濃紅灰情誼。誌慶儀式得到前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親臨主禮；歷任校董會主席、校董和校長

撥冗出席。特首梁振英先生、同學會主席李以力博士、125 周

年校慶籌委會主席岑展文學長，以及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

於晚宴中分別致辭，分享他們作為嶺南大家庭的成員的喜悅，

並藉不同年代的嶺南人和事，所帶來的啟發和共鳴，帶出我們

最珍視的「紅灰精神」。是晚筵開 90 席，不同級社的學長或

登台獻唱、或合照留影，再加上屬校同學的大合唱及歌舞表演，

場面極其溫馨熱鬧。

嶺南同學日暨創校125周年聯歡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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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重聚都能夠讓前輩學長看到嶺南新

一代允文允武的風采，亦讓年少的從學長身

上體會那份重視嶺南關係的情誼。衷心盼望

所有紅灰兒女日後能繼續維繫嶺南情，延續

嶺南情，展現出嶺南人獨特的紅灰精神。

11 月 18 日至 19 日嶺

南人繼續在澳門和廣

州舉辦慶祝活動，同

學會主席李以力博士

和 125 周年校慶籌委

會主席岑展文學長帶領數十位不同年代的嶺

南校友由香港出發，先後探訪澳門嶺南中學

和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並分別

與澳門和廣州的校友、教職員及學生聚餐，

共賀創校 125 周年。

澳門和

廣州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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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創校一百二十五周年圖輯

1888 -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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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人物 校園和建築 畢業典禮 農學院

嶺南醫院 理學院實驗室 不同年代的學習情況 文化學術交流

各項節日活動 體育運動 陸軍團/童軍 銀樂隊

女學教育 其他:暫居澳門 嶺南畫冊 196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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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人物

校祖哈巴博士

首任監督

香便文牧師

第二任監督

那夏禮博士

第三任監督

尹士嘉博士

第四任監督

晏文士博士

第五任監督

香雅各博士

第六任監督

鍾榮光博士

第一任華人校長

李應林博士

第二任華人校長

陳序經博士

第三任華人校長

Mr. Ambrose 

Swasey

Mr. Henry Martin Mr. William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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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小校長

司徒衛先生

附中校長 Mr. Graybill

贈尹士嘉博士榮休紀念座

歷任校長紀念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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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和建築

1918年的校園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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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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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牌坊

乙丑進士牌坊

女生宿舍1933

八角亭 建築學院1933

水塔1932 水塔眺望校園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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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島 附小司徒衛校長住所

南閘 泳池

洗衣場 附屬小學1913

建築中實驗室1924 附屬小學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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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堂

格蘭堂

科學館 張弼士堂-僑生宿舍

梁發墓 榮光堂

馬丁堂前石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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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圖書館

漢秋堂工地 護養院

校徽的靈感_康樂校園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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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 碼頭候船處

康樂嶺南學堂最早期的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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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食堂懷士堂內部撮影

惺亭 黑石屋

懷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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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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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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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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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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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代的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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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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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節日活動

校友日

植樹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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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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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茶聚

聖誕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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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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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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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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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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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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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早在清末實

行男女生一起上

課，開當時社會

風氣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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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暫居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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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畫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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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　嶺南書院

1967 年 11 月 19 日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

1967 - 2013 嶺南教育在香港

1967 年 11 月 19 日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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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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之揭碑禮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之升旗禮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後，嘉賓茶話

1967 年 11 月 19 日

嶺南書院成立典禮前，嘉賓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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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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2 日　 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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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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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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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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一百周年紀念

1980 年代

嶺南學院司徒拔道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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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銀禧步行

1993 年 1 月 14 日　畢業典禮

1995 年 8 月 19 日　 情繫司徒拔道

1990 年代　興建中的嶺南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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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　嶺南學院屯門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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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2 月 14 日

香港總督暨學院校監彭定康先生為

新校園建成主持啟用典禮

1996 年 2 月 14 日

嶺南學院新校園啟用典禮

1997 年 10 月 26 日　成龍體育館啟用典禮

1997 年 10 月 26 日

嶺南學院三十週年校慶開幕典禮暨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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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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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大學迎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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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0 月 6 日　 三十五周年慈善步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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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4 月 21 日　 嶺南大學慶祝創校及香港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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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生活

學位頒授典禮

嶺南大學屯門校園



＜嶺南大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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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永久校址的啟用，嶺南學堂的發展蒸蒸

日上。1911 年，校友司徒衛從康樂校園北

望的景緻得到啟發，設計出一個饒有意思的

校徽。圓形校徽的上半部是廣州的白雲山；

橫亙其中的是珠江，其南岸有茂盛的荔枝樹；

下半部是康樂校園的曲水細流，富有詩意。

這個圓形校徽經過多次細微的修飾，一直沿

用至今。

1912 年 9 月，學堂的中文名稱改為「嶺南

學校」，英文名稱則不變。1918 年，嶺南

學校終於發展出整套大學課程，並且頒發學

位證書予當年修畢課程的三名畢業生。這時

候，美國的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史丹福，

以及加拿大的多倫多等十五所著名大學正式

接受嶺南畢業生入讀研究院課程。這是嶺南

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1918 年的校園規劃圖

嶺南大學始創廣州

1888 年，美國長老會（American Presby-
terian Church）在廣州沙基金利埠創辦了格致

書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是年 3

月 28 日，格致書院正式授課，第一批學生只

有三十人。

1893 年，格致書院脫離美國長老會，在紐

約另組董事局（Trustees of the Christian Col-

lege in China），成為一所基督教大學。其時

中國政局正值多事之秋，格致書院既屬外國

教會所有，難免成為仇外份子滋擾的對象。

1900 年，曾經在格致書院就學的史堅如謀

刺兩廣總督德壽事敗，格致書院引起了滿清

政府的注意。為免捲入政治旋渦，格致書

院遷往澳門暫避。1903 年，格致書院改名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中文校名亦改為嶺

南學堂，是為「嶺南」用作校名之始。1904
年，嶺南學堂決定遷回廣州，並在廣州河南

康樂村購下三十多英畝土地，成為日後嶺南

大學的永久校園。

嶺南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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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國民政府頒佈私立學校立案規程，

禁止外國人在中國辦大學，嶺南學校亦在被

禁之列。嶺南學校隨即成立以華人為主的校

董會，以取代紐約董事局，並準備由華人接

手主理校務。1927 年 1 月，校董會推舉一

直襄助校務的鍾榮光為校長，李應林為副校

長，展開華人領導嶺南的新一頁。嶺南亦正

式易名嶺南大學，英文名稱亦相應改為 Ling-

nan University。嶺南大學於是年 3 月向國民

政府呈請立案，確定為國際性的私立基督教

大學。鍾榮光長袖善舞，魄力過人，主理校

政期間為嶺南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 1927 年

至抗戰前夕，嶺南大學在原有的文理學科上

先後增設農學院、商學院、工學院、醫學院

等部門；又開辦中學、小學、華僑班等附屬

組織；並且在香港設立嶺南分校，成為中國

南方一所舉足輕重的教育機構。

抗戰時期，嶺南大學於 1938 年 8 月中旬，

一舉遷往香港，借用香港大學的校舍繼續授

課；農學院則租用屯門藍地的農場。當時復

課生加上來自別校的轉讀生，嶺南大學在港

學生人數竟達到廣州時期百分之九十之多。

1941 年 12 月，香港淪陷，時為校長的李應

林率領嶺南大學師生輾轉逃亡至粵北韶關。

在國民政府和美國基金會的協助下，嶺南大

學最後在曲江大村復校，並將校園命名為嶺

大村。後來戰事日漸蔓延，嶺南大學只好由

曲江轉移往東江梅縣。

1945 年抗戰勝利，嶺南大學重回廣州康樂

的校園，李應林承擔起復課的任務，完成了

艱巨的重建工作。1948 年 8 月，陳序經接任

校長一職，迅即將嶺南大學的學術地位提昇

1932 年水塔眺望校園

畢業典禮

到一個新的境界。陳序經以個人的交情和魅

力，請來陳寅恪、王力、梁方仲、容庚幾位

人文學科的國寶級教授加盟，奠定了嶺南大

學在中國文史界中舉足輕重的地位。連同陳

序經本人在內，嶺南大學優秀的師資在戰後

的廣東造就了一個人文薈萃、精英雲集的局

面，其盛況可謂一時無兩。

1952 年底，全國高等院校進行調整，嶺南

大學的康樂校園變成了中山大學的校園，原

有的課程或科系拼入廣州其他院校，曾經是

國內著名學府的嶺南大學正式解體，結束了

六十多年曲折而光輝的教育道路。

嶺南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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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復校香港

發展概述

自 1952 年院校調整以來，嶺南大學校友一

直以復校為奮鬥的共同目標。1966 年，嶺

南中學校董會邀請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及嶺

南會所聯合組成「嶺南教育擴展會」，為嶺

南大學的復校作出了具體的籌備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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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結集資源以推動嶺南教育事業在

香港的發展，嶺南書院有限公司更於 1969
年與嶺南中學有限公司合併，組成嶺南教育

機構有限公司。創設伊始，嶺南書院借用嶺

南中學的課室上課。第一年取錄了約一百名

新生入讀大學先修班，三十名入讀一年級，

其中有部分學生在學校寄宿。後來得到熱心

校友支持奔走，嶺南書院先後興建了教學及

行政大樓、大禮堂、語言實驗室、圖書館及

教職員宿舍，具備了專上學院的基本規模。

1974年，嶺南書院師生的努力得到了回報；

超過七十間北美的大學承認嶺南書院具有高

等學府的地位。1978 年，嶺南書院成功向

教育署註冊為專上學院，並隨即易名嶺南學

院，同時推行政府資助的專上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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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年，陳佐舜校長接掌嶺南，肩負提升

嶺南學術地位的重任。

1988 年，政府決定增加對嶺南的撥款，以

增聘教職員、添置教材，應付新課程的需要。

同時，政府亦計劃邀請嶺南加入「大學及理

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升格為開辦學位課程

的高等學府。1991 年，嶺南的努力奮鬥得

到了重大的回報，嶺南在「香港學術評審局」

的全面評審中取得上佳的評價，於同年獲升

格納入「大學及理工資助委員會」體系，成

為本港頒授學位的大專院校之一。在嶺南加

入「大學及理工資助委員會」後，政府為配

合嶺南的未來發展需要，批撥屯門虎地給學

院興建新校。屯門新校舍於 1995 年落成啟

用，並開辦哲學碩士課程。1998 年，嶺南

獲得自我評審資格，並於 1999 年正名為嶺

南大學。進入 2000年，嶺南不斷向前邁進，

增設博士研究課程，建立持續進修學院，以

及發展副學士課程，為香港以至鄰近地區提

供多元化的優質大學教育。

嶺南簡史



73

博雅教育的道路

嶺南早期提供的四年制大學本科課程及大學

先修課程，其課程編制和教學方法其實源於

廣州嶺南大學。嶺南最初設文學院、工商管

理學院及理學院。文學院又兼辦社會科學課

程。1976 年，嶺南成立音樂學院。理學院

則因經費問題於 1978 年停辦。

1978 年，嶺南開辦「二二一」制專上課程；

即兩年預科、兩年高等文憑及一年榮譽文憑

課程。轉制以後學生人數漸增，嶺南的整體

發展空間亦隨之擴大。1983 年，嶺南進行

學科課程改革，包括停辦音樂學院、成立社

會科學院、並推行通識教育課程。由於通識

教育課程備受學術評審機構及社會人士推崇，

通識課程自此成為嶺南的必修課程。1986
年，嶺南增設翻譯課程。至此，預科課程停

辦，學院將資源集中投放於榮譽文憑課程的

發展之上。

1991 年，嶺南加入「大學及理工資助委員

會」體系之後，首先開辦了翻譯及社會科學

兩個學士學位課程。1994 年增辦中文及工

商管理學位課程後，嶺南已經發展為一所大

學，全面開辦學位課程。1995 年，陳坤耀

校長接手主持校政，隨即推行一系列的改革。

嶺南先後重整學術及行政架構、推行質素保

証機制、全面檢討教職員聘用程序、增強研

究，為升格大學作好準備。

陳坤耀校長在嶺南推動的博雅教育理念，在

香港的高等學府中可謂別樹一幟。嶺南既重

視專業的學位課程，亦著重通識教育和兩文

三語的訓練以及資訊知識的灌輸，以擴闊學

生的跨文化視野。嶺南亦將課堂學習、宿舍

生活及校園活動結合為一，以達致全人教育

的最終目的。

嶺南於2007年 9 月由陳玉樹校長接掌校政。

陳校長秉承嶺南的優良傳統，致力擴建宿舍，

以達致本科生全宿為目標；並積極提升嶺大

學生的海外交流比率，至 2012/13 年，比率

已達 66%，進一步發揚嶺南的博雅精神。 

2013 年 6 月，校董會委任鄭國漢教授為新

一任校長，9 月正式履新。鄭教授期望繼續

善用嶺大規模精細、師生關係親厚和校園住

宿的優勢，讓學生得到全面發展，並期望以

他的學術行政經驗帶領嶺大推行博雅教育，

展示其獨特的教育價值，繼續向前，迎接未

來的挑戰。

嶺南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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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家長教育逐漸普及，嶺南大學社區

學院（CCLU）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

院（LIFE）於 6 月 27 日假嶺南大學聯

合舉辦家長教育專題講座，為家長提供

一個互動教育平台，探討時下青少年在

成長階段所面對的困難，並針對問題的

癥結及通過分析，加強家長對子女的了

解。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學生輔導主任徐志屏

先生獲邀為是次講座的講者，徐主任是資深

註冊社工，具豐富的家庭及青少年輔導工作

經驗，他以《九型人格──論子女相處之道》

為題，與在場家長進行「九型人格」測試，

然後逐一闡述每種型格的性格特點，讓家長

加深對自我的認識。當中不少家長是屬於第

一型 ( 完美型 )，徐主任指出此類型的家長傾

向追求完美，做事循規蹈矩，但他強調各種

型格並沒有好與壞之分，只會走向健康與不

健康。完美型的家長若果走向不健康，往往

會認為「我是對的」，對自己的價值觀深信

不疑，為求達至自己的理想標準，會不斷對

子女吹毛求疵，因而醞釀親子相處的危機。

徐主任建議家長了解自己的型格後，應多加

省察，重新反思過往的教育子女方法是否適

合，並嘗試聆聽他們的內心說話，而非擔

當品質監控員的角色，才能建立和諧的親子

關係，陪伴子女快樂地成長；同時他亦鼓勵

家長要學習放手，給予子女獨立的機會，讓

他們可以自由發展及學習成為一個有承擔的

人。

是次講座吸引近 200 位家長出席，其中更有

不少父母攜同子女參加，如黎夫婦一家三口

便藉著這次講座首次認識「九型人格」，他

們表示內容實用有趣，黎太分享道：「透過

講者幽默風趣的解說，讓我更了解自己，當

發現原來自己也屬第一型人格，令我反省平

日的管教方法有否過分嚴苛。講者的經驗分

享亦發人深省，父母不應強迫子女改變個性，

反而應發掘其個性中的優點及潛能，加以發

展。」在場家長亦踴躍參與互動及問答環節，

紛紛把握機會與講者對話，即場請教與子女

的相處之道，講座氣氛熱烈。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學生輔導主任徐志屏先生以《九型人

格──論子女相處之道》為題，即場與一眾家長進行「九型

人格」測試，並深入淺出闡述九種型格的特質。

嶺大附屬學院家長教育講座

趣談「九型人格」 分享子女相處之道

講座吸引近200位家長出席，在場觀眾表現投入，

積極參與互動及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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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附屬學院 暑期台灣中文研習團

遊歷見聞成素材 鍛鍊細膩文筆

台灣，對你來說是夜市臨立的美食天

堂，還是書香四溢的文化城市？這群在

台灣生活了 14 天的學生，也許會給你

意想不到的答案。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在 7 月 22 日至

8 月 4 日舉辦台灣中文研習團，讓來自

不同學科的副學士及高級文憑學生前往

台中市首屈一指的東海大學，在歷史悠

久的校園上中文課，從人文學角度認識

台灣的風貌。

東海大學華語中心設計了為期 8 天的課堂，

主題為「如影隨形──閱讀之反思與寫作之

實踐」，以加強學生的普通話閱讀及寫作能

力，內容包含履歷、自傳、企劃書、旅遊文

學等的教學與寫作，其中令同學最為難忘的，

是研讀蒲松齡的《聊齋誌異 ‧ 畫皮》及觀賞

電影《畫皮》，探索從文本到劇本的過程，

並讓同學投入蒲松齡的異想世界，親身上演

一場顛覆傳統的《畫皮》。東海大學的錢

唯真老師對同學的認真積極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看到香港的同學把聊齋的文言文逐字

的琢磨揣摩，然後逐句翻譯成白話，他們的

集體創作盡顯創意，為一個恐怖的古老故事

添上了無限新意。」

課堂以外，東海大學亦安排了 3 天的觀光活

動，分別往南投、桃園及台北作文化參訪，

以親身經歷為他們的遊記作品注入鮮活的寫

作素材。學院人文學科（中文傳媒寫作）副

學士一年級學生曾換妍同學回想旅程中的點

滴，語帶興奮的說：「最後一站，我們參觀

了台北的龍山寺、台北 101 及故宮博物院，

欣賞台灣寺廟建築藝術之美，並感受傳統民

俗文化的樂趣；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珍貴，承

襲自宋、元、明、清四朝的宮中收藏，加上

學院安排的導賞介紹，每一件古物彷彿都是

一個故事。我們帶著這些故事和嶄新的體驗

滿載而歸，筆下的遊記盡是風景、人情與及

歡笑聲，台灣的風土人情躍然紙上，原來文

字的詩意源於人生絕美的一道風景。」

八天的課堂以外，同學既要綵排《畫皮》的

演出，亦要忙著準備功課，當然也不忘四處

蹓躂，在遠方留下青春的足跡。社會科學 ( 青

年輔導 ) 高級文憑學生吳欣羚同學坦言初到

台灣還真是有點不適應，但很快便被東海大

學老師的親切熱情所感染，「這兒八天的功

課可謂比平時一個月的還要多呢，但我們忙

得充實，經過兩星期的文化薰陶，我們與當

地人侃侃而談，自由愜意的創作時間鍛鍊了

我們的文筆，語文能力自然有所增進。」

研習團58名師生在台北

故宮博物院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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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一種語言，必先要對其國家的文化

歷史有一定的認識，因為語言所承載的

文化意涵耐人尋味，引人入勝。暑假期

間，嶺南大學社區學院於 6 月 21 日至

7 月 7 日舉辦澳洲遊學團，讓學生善用

餘暇，遠赴布里斯班 (Brisbane) 學習

英語，錘鍊語文能力，並讓他們深入感

受異國文化。

為期兩週的遊學團，20 位學生分別宿於當地

接待家庭（Host Family），展開與當地人共

同生活的新鮮體驗。學院人文學科（中文傳

媒寫作）副學士一年級學生黎雅雯 (Nicole)

對這次經歷感到份外難忘，「這是一次挑戰，

也是一段讓人窩心的回憶。首次跟外國人朝

夕相對，幸好我的 Host Mum 非常體貼細心，

有時候即使詞不達意，但往往她都能猜到我

的心思。適逢播放當地人喜愛的欖球比賽節

目，她更特地為我炮製薄餅，邊吃邊觀賞

精彩賽事，讓我真正融入澳洲的傳統生活。

Host Mum 還向我請教煮一道中國菜，彼此間

的交流互動讓我自信大增，久而久之，我嘗

試開始以英語的思考模式代替中文，令我更

暢所欲言、應對自如。」

由昆士蘭大學繼續教育和 TESOL 教育學院

（ICTE-UQ）的老師授課，學生在課堂上認識

有關澳洲的文化、歷史以及當地口語，課堂

後與昆士蘭大學學生一同遊覽布里斯班的著

名景點，探索這個城市的異彩。學院的課外

活動設有探戈舞班及合唱團，讓同學自由參

加，從歌舞之中感受澳洲的熱情自由。

遊學團的壓軸一環是學生的個人演講，他們

總結整個旅程的所見所聞，講題取材各有特

色，如布里斯班的藝術展、澳洲最低工資、

節省能源、文物保護等，反映同學觀察入微，

於有限的浮光掠影之中，卻有廣闊無邊的洞

察見識。每位同學的表現均信心十足，神態

自若，以準確流利的英語展示豐碩的學習成

果。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一共20名學生於暑假期間遠赴

澳洲布里斯班交流，由昆士蘭大學的導師講授澳

洲的文化歷史，增添學習英語的樂趣。

嶺大社區學院 澳洲遊學團

真切文化體驗 英語大躍進

乘著週末的閒暇，學院安排同學遊覽澳洲的滑浪

聖地拜倫灣(Byron Bay)，沿著拜倫角步行路線欣

賞令人驚歎的海岸景色，並登上拜倫灣燈塔（By-

ron Bay Lighthouse）俯瞰一望無垠的碧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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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附屬學院 開學典禮 2013-14

樂迎新生體驗嶄新學習歷程

九月是莘莘學子回歸校園的的時候，嶺

南大學社區學院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

院 ( 學院 ) 於 8 月 27 日及 8 月 29 日

假嶺南大學舉行開學典禮，喜迎副學

士、高級文憑、文憑和毅進文憑的新生

踏進嶺南大學的校門，加入學院的大家

庭，揭開人生新一頁。典禮由嶺南大學

社區學院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校董

會主席葉成慶太平紳士、嶺南大學副校

長兼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嶺南大學持續

進修學院校董會副主席兼嶺南大學社區

學院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管理委員

會主席施雅德教授，和嶺南大學持續教

育及社區學院院長吳凱文博士主持及致

歡迎辭，見證新生們邁向里程碑。

葉成慶太平紳士以萬世師表孔子的名言雋

語，鼓勵同學積極裝備自己，按興趣學習不

同的知識和技能，還要多留意身邊事，以增

強批判思考和創意，成為擁有博雅精神的專

業人士，回饋社會，改變世界。而施雅德教

授相信這一年的意義非常重大，同學將會享

受到人生中最精彩的時光，結識新的好友，

發掘無窮無盡的知識，擴闊眼界和胸襟，甚

至能夠建立自我形象。他又認為「挑戰」是

人生的一部分，同學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才

可以把挑戰迎刃而解。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嶺

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舉

行開學典禮 (2013-14)

，喜迎副學士、高級文

憑、文憑和毅進文憑新

生加入學院的大家庭。

剛履新的院長吳博士笑言自己也是「新生」，

他雀躍地以寓言故事佐以發人深省的自身經

歷，勉勵多位新力軍，並寄語他們在新的一

年可作出三種「改變」──心態、策略和人

際關係。吳博士認為大專生活跟中學大相逕

庭，同學應改變心態，積極面對未來以綻放

潛能。關於策略，他表示：「大專學府著重

自主學習和全人發展，同學不妨主動探索知

識，善用學院豐富的學習資源，及參與不同

類型的活動，課堂內外的學習體驗同樣重要，

相信你們會發現當中無限的樂趣。」最後，

他冀望同學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多觀察並

學習他人的優點，可讓自己成長，變得更成

熟。

吳博士續為同學介紹一位特別「嘉賓」，並

隨即拿起一本英文書說：「我要為你們介紹

的人就是手上這本書的作者──力克 ‧ 胡哲 

(Nick Vujicic)。他天生欠缺四肢，但憑著驚人

的意志力，克服所有困難。現在，他能夠游

泳、溜冰、踢足球，到世界各地演講，甚至

已經成家立室，擁有美滿家庭，活得比普通

人更豐盛。」吳博士希望同學以力克為榜樣，

持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勇於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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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廣州嶺南（大學）學院二零一三年年會上陳萬雄博士

辭任嶺南（大學）學院董事會主席一職，董事會為陳主席多年來對學院所做貢獻表

示衷心感謝。會上選舉伍淑清博士為新任董事會主席，並增補陶石先生，王俊彥先

生和陳凱旋先生為新進董事，相信學院的未來發展定能夠邁向更加廣闊的舞臺。

記廣州嶺南（大學）學院二零一三年年會暨

第五十一次董事會順利召開

【左起】前排：李寶健、盧光啟、戴蘭孫、黃達琛、伍李玉珍、王仲方、徐信忠、李　萍、陳萬雄、伍淑清、曾漢民、
　　　　　　　伍沾德、舒　元、張文彪、周寶芬、區金蓉、張展霞、桂治鏞
　　　　後排：楊競初、盧長玲、黃豐俊、陸　軍、鄒建華、林　吅、王　曦、張豔梅、端木美、李勝蘭、黃達璋、
　　　　　　　陶石夫婦、王俊彥夫婦、王　豎、劉　冰、張　鐸、餘立人、邱　紅、胡　勇

紅灰精神　團聚情深

——記2013嶺南之夜

6 月 23 日晚，廣州嶺南（大學）學院“嶺南之夜”活動如期舉行，來自北京、香港、

澳門等地的嘉賓、我院董事會學長和學院全體教職員工相聚一堂，共同回顧，分

享喜悅，答謝感恩。中山大學黨委李萍副書記、嶺南學院董事會名譽主席伍沾德

及董事伍李玉珍伉儷、董事會前名譽主席黃華夫人何理良女士、美國麻省理工大

學斯隆管理學院代表郭志權博士，以及學院董事會的顧問、名譽董事、董事和嘉

賓、校友代表，學院領導、教職工 200 多人參加了晚會。晚會由學院青年教師莫

申江、柯昌霞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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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史教育與嶺南歌曲學習會

在珠海校區舉行会
8 月 29 日，我院在珠海校區舉行院史

教育與嶺南歌曲學習會。學院董事會董

事兼義務事務秘書楊競初學長應邀向

2012 級揮社和 2013 級恪社全體同學

介紹嶺南悠久的歷史，教同學們唱嶺南

經典歌曲。

楊競初學長向

同學們講述了

嶺南大學的成

立、 中 山 大 學

嶺 南（ 大 學 ）

學院與嶺南大

學的歷史淵源、院徽內涵、級社設置、嶺南精

神與育人宗旨等嶺南知識。他還回顧了自己的

幾十年嶺南情結，和同學們分享了他在嶺南的

點點滴滴，並深情地表示“一日嶺南學，終身

嶺南人”。楊競初學長還向同學們重點講述了

以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董事會名譽主席葉葆定先

生、伍沾德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嶺南人捐資助

學、為嶺南的發展貢獻力量的感人故事，讓現

場的同學深為感動、倍受教益。

 

楊競初學長

教同學們唱嶺南歌曲

隨後，楊競初學長飽含深情地教同學們唱了

《校歌》、《畢業歌》、《紅灰獅子》、《嶺

南歡呼》等的十一首廣為傳唱的嶺南歌曲，現

場氣氛非常溫馨、熱烈。

學習會現場

最後，楊競初學長表達了他對新一代嶺南人的

寄望，希望同學們繼續發揚嶺南的紅灰精神，

秉承“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院訓，感恩母

校，報答社會。

 

嶺南歷史介紹與歌曲學習會的舉辦，使同學們

增進了對學院光輝歷程的瞭解和對紅灰精神的

理解和傳承，增強了身為嶺南人的榮譽感和自

豪感，堅定了爭做嶺南英才、服務社會的決

心。

學院校友會會長、董事會副主席舒元教授、黨

委張文彪書記致辭，回顧學院如今取得的傲人

成績，感謝董事會老學長、退休教職工以及全

體教職工、校友對學院發展做出的貢獻。徐信

忠院長、張文彪書記、學院董事會舒元副主席

共同舉杯祝酒，祝福各位董事會學長、嘉賓、

全體教職工身體健康、闔家歡樂，祝福學院不

斷發展、鑄就輝煌。

 

隨後，董事會名譽主席伍沾德學長為董事會主

席陳萬雄頒發了“傑出嶺南人”獎，感謝他多

年來對董事會、學院發展做出的貢獻。學院領

導為獲得“嶺南二十周年服務獎”和“嶺南十

周年服務獎”的教職工頒獎。

各位嘉賓和教職工在欣賞精彩文藝節目的同

時，品嘗美食，侃侃而談，氣氛熱烈而親切。

最後，晚會在悠揚的嶺南歌聲中結束，嘉賓們

懷著不舍之情依依話別，期待不久將來再聚

首。

共同切“嶺南一家親”大蛋糕

【左起】：徐信忠院長、郭志權博士、舒元教

授、何理良女士、伍沾德博士、陳萬雄博士、

伍淑清博士、張文彪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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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學生中文

故事創作比賽

閱讀和寫作有助提升同學的語文能力，更可

讓同學對人生有更深刻的體會。香港公共圖

書館與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合辦的「學生中文

故事創作比賽」中，本校五望班麥麗婷同

學憑作品〈花兒〉榮獲高中組亞軍，在接近

二千份參賽作品當中得到評審的欣賞和肯

定，成果令人鼓舞。麥同學樂於閱讀，積極

參與各項比賽，力求進步，得獎作品〈花兒〉

在立意、文句和結構等方面都表現優秀，勇

奪殊榮，實在可喜可賀。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左三）、麥麗婷

同學一家（右一至三）、校長羅燦輝博士（左

二）及鍾采怡老師（左一）。

香港青少年演講比賽

由北角街坊福利事務促進會、達海書院及加

信書院聯合主辦之「第十二屆全港青少年演

講比賽」於七月十三日舉行，本校演辯會成

員陳經緯同學、張詠汶同學、鍾翠珊同學（五

望班）在超過一百五十多名精英中脫穎而出，

獲得優異獎。透過比賽，提升同學的思辨能

力，讓同學勇於表達，希望下次能再闖高峰。

本校旅遊與款待科與歷史科於六月合辦「讀

萬卷書，行萬里路之新加坡遊學團」，讓學

生認識新加坡的歷史文化和旅遊業發展，擴

闊視野。

五天四夜的行程包括參觀多個歷史遺跡和名

勝，學生更能親身考察二次大戰前新加坡嶺

南中學的舊址，了解新加坡的歷史的同時，

作為「嶺南人」也增添了歸屬感。此外，學

生亦到當地旅行社和新加坡旅遊發展局進行

考察，認識當地旅遊業的運作模式，分析當

地與香港旅遊業之異同，了解旅遊業的發展

趨勢。學生亦有機會參觀當地大學，與該校

的師生交流，認識華人在東南亞的發展史。

知己知彼，全球化發展乃大勢所趨，學生多

接觸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對提升自己的競

爭力實有莫大的裨益。

嶺南中學校外比賽和活動屢獲佳績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新加坡遊學團」

一眾師生在魚尾獅像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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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校園記者
鄭秉諺同學（五信班）

我是「第十六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的校園

記者，本屆主題為「擴經歷 ‧ 增潛能」。主

辦單位為我們安排一連串培訓。我有幸以校

園記者身份訪問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訪問當天，我們應邀到林鄭司長山頂官邸進

行採訪，與她暢談從政的心路歷程。林鄭司

長十分親切，耐心回答提問。完成採訪後，

我努力整理稿件，得到評審的賞識，我的稿

件終可刊登於七月三十日明報的 A23 版，又

能在二百多人中，成為最後十名能參與製作

「第三期明報校記報」的同學，實在令人興

奮！我明白到只要肯努力，不斷在經驗中學

習，終有成功的一天！

香港青年大使
鄭秉諺同學（五信班）

感謝老師的推薦和支持，我成功入選為「香

港青年大使」。此計劃由香港青年協會及香

港特區政府旅遊事務署合辦。「香港青年大

使」要到香港著名景點進行駐點服務，代表

香港接待本地及海外旅客，以及參加大型旅

遊盛事服務，如：香港國際花車巡遊、長洲

太平清蘸等，宣揚香港好客之道。

此計劃讓我大開眼界，參觀企業更讓我獲益

良多。我們能夠參觀迪士尼樂園、友邦保險

公司（AIA）、濕地公園等企業，深入了解企

業提供的服務及內部日常運作，為日後提供

駐點服務做好準備，學以致用。

來年，我會與一眾大使籌辦「好客之道遍校

園」計劃，走訪不同學校，向同學推廣好客

文化。從中我明白到我們一定要主動尋找學

習的機會，自我增值。只要我們願意向前邁

進，加上老師的支持和鼓勵，我相信我們定

能克服難關，

服務社群。

本校「中一新生適應計劃」旨在協助中一新

生適應校園生活，培養自學及團隊精神，活

動包括：英文及數學科銜接課程、介紹圖書

館、步操與歷奇訓練、削減碳排放活動及輔

導活動。從課堂表現、學生習作及老師觀察

所得，學生在各方面表現俱佳，為來年的中

學生活奠下穩固的根基。

中一新生適應計劃

攝於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官邸　鄭秉諺同學

（後排右五）

香 港 青 年 大

使 ： 鄭 秉 諺

同 學 （ 前 排

左一）

精神抖擻的中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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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歡迎詞中，呂岳枝校監期望畢業同學學好

英語，以便與外國人溝通，擴闊視野和有助

跨進高等教育的門徑。他更勉勵同學繼續努

力，創造精彩人生。

主禮人 Prof. Mette Hjort 讚揚嶺鍾中多元化的

學生活動，體現了重視同學間「協作」、「建

立學生信心」及「愉快學習」的教學理念，

有助年青人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及享受生命

的樂趣。她強調服務社會，通過貢獻和選擇，

會使人生更有意義。

嶺鍾中第三十一屆畢業典禮

港科技推廣計劃」讓親子體驗科技探究的樂

趣。而學生的發明品在本港、內地甚至國際

間均獲獎纍纍。( 三 ) 發展學生多元智能，培

育全人成長：推動學生努力求進，各展所長，

使本校學生在全港及校際賽事中屢獲佳績。

( 四 ) 推行服務研習，傳揚關愛精神：鼓勵學

生走入社區，服務群眾，貫徹本校「學以為

群」的辦學精神，將關愛的信念和精神，傳

揚到社區。

應屆中六「恪社」畢業同學共五班，合計

一百六十六人。典禮期間除頒授畢業證書之

外，更頒發多項獎學金及獎座，表揚同學在

學業與非學業等方面的成就。希望畢業同學

能發揚本校校訓「弘基格致，服務社群」的

精神。

呂岳枝校監、李成新校董、朱蓓蕾校長與高級
學校發展主任及葵青區家教會聯會嘉賓合照

主禮嘉賓Prof. Mette Hjort正在訓勉學生

林昍校董頒發獎品給獲獎學生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第三十一

屆畢業典禮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七

日在學校禮堂舉行。當日承蒙嶺南

大學視覺研究系系主任 Prof. Mette 

Hjort 蒞臨主禮，並頒授畢業證書及

獎狀予應屆畢業同學，不勝榮幸。

今次盛會除得到嶺南多位學長熱烈

支持，出席及頒發獎項外，更有葵

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正、副主席及

執行委員多人到賀，場面熱鬧，令

本校師生倍感光榮。

朱蓓蕾校長在校務報告中指出本校在不同領

域的發展 ( 一 ) 優越的學習氛圍，屢創高考

佳績：2012 年高考整體合格率高達 85.4%，

上年度最佳學生成績為 4A。( 二 ) 卓越創意

科技成就，讓學生潛能盡顯：學校透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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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嶺南情──

嶺鍾中校友會第一屆畢業校友聚餐

樹德立仁三十載，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

中學辦學至今三十五年，為社會培養了

不少人才，每一代畢業生投身社會後，

都能把在校學到的知識和待人處事的態

度用於工作中，貫徹校訓「弘基格致，

服務社群」的精神。

早於一年前，一班第一屆畢業的校友組成了

活動籌委會，透過校友會聯絡學校借用場地

作聚會之用，並向校友會尋求協助及提供意

見。他們畢業至今接近三十年，仍不減對嶺

鍾中的熱愛和對昔日師長之懷念，有見及此，

學校答允借出禮堂及相關場地，而校友會亦

積極協辦是次聚會。

七月二十日聚會當天，上百位校友們很早已

來到嶺鍾中，不少更攜同妻兒，一起遊覽校

園，重溫昔日讀書的時光。畢業多年，重回

班房，彷彿回到上學的那天，桃花依舊，雖

人面全非，但當中對校園生活的懷念從來未

變。

宴會前，校友們把握機會與昔日同學一起到

羽毛球場和籃球場切磋球技，他們的子女也

一同打球，感受昔日父母在校園的快樂時光，

共享天倫之樂。

除了十多位新舊老師外，第一屆畢業校友更

邀請了嶺鍾中兩位前校長，包括黎邦洋校長

及李成新博士，聯同現任校長朱蓓蕾女士，

三位都見證了嶺鍾中不同時代的變遷，共同

延續嶺南的辦學精神，作育英才。他們在宴

會期間分享了辦學的感受和對校友們的訓勉

及祝福，校友們獲益良多。

細數當年往事，回想中學情懷，校友們在聚

餐中與昔日校長良師談笑風生，分享在校時

生活點滴和現

在 生 活 的 近

況，場面熱鬧

溫馨，延續了

嶺南一家親的

精神。

三位校長代學
校接受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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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南北闖新領域

東南亞澳洲拓濶視野

同心同根萬里行

衡怡女將家國心

「同心同根萬里行 2013」考察交流活動是由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青年部協助統籌和聯絡，並由香港基督少年

軍等 13 個青少年制服團體聯合招募和組織

隊員參加。參加者不單要具備步操技能、經

驗和優良的普通話溝通能力，更要通過多次

面試及多項技能評核，才有被選中的機會。

我校 6E 班賴綺婷同學於今年六月參加初選，

隨即獲衡佁分隊導師推薦。其後，又因其在

學習過程中表現出色，被選出代表 13 個青

少年制服團體於 7 月 23 日在人民大會堂拜

會國家領導人。

當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

進入會場，站在第一排的賴同學便立刻當上

親善大使。其間，李副主席向代表詢問有關

香港學生升讀大學的情況時，賴同學便馬上

為李副主席解釋本地高中教育，中學文憑試

和本地大學收生事宜，並按李副主席提問，

分析香港和內地高中教育的異同，表現大方

且充滿自信。

除了在人民大會堂跟國家領導人見面外，賴

同學也和整個交流團一起被安排到北京和內

蒙古參觀國家博物館、天安門廣埸、奧林匹

克森林公園、伊斯蘭風情街、希拉穆仁草原

等地方。這些活動不但啟發賴同學對國家民

族的認知，對祖國國疆的愛護，提升國民身

份的認同，也增加賴同學對國情和國家未來

發展的了解和關心。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與賴綺婷同
學握手

每年暑假前，都是老師們忙着為同學準備其他

學習經歷的日子。今年衡怡同學的暑假外游活

動不但不減往年，在地球的彊界四方馳騁 ; 而

且還讓各同學盡展所長，在不同盛事中完成不

平凡的任務。這裏，就先為大家講述其中較難

忘的片段。

賴同學(圖右)
在內蒙古留影

賴同學在北京
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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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經濟及旅遊發展

考察之旅

Austral ian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2013 

It has long been our tradition to hold a study tour 

during the summer break. Over the years, our students 

have been to Cairns in Australia, Reading in Britain 

and Saskatoon in Canada. The destinations vary 

but our purpose never. We always aim to immerse 

our students in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where they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in 

English every day. In this summer, we were back 

to Australia again yet in a new and exciting city, 

Sydney. Twenty-seven students from S.3 to S.5 who 

were accompanied by their English teachers, Mr. W.M. 

Fung and Mr. K.T. Ho, joined this two-week study 

tour between 20 July and 3 August 2013.

亞洲機械人錦標賽──

台灣區選拔賽   衡怡學生揚威

我校 12 名修讀電腦科的同學，於暑假期間參

加了由亞洲機械人聯盟舉辦的亞洲機械人錦

標賽──台灣區選拔賽。

是次比賽，同學需要設計、組裝機械人，然

後再編寫程式來控制它，過程相當艱苦。比

賽當日，參與高級組 VEX toss up 機械人挑戰

賽的同學，需要和其他學校組隊合作，互相

配合，務求把場區內的氣球盡快運送至目的

地，極具挑戰性。而參與初級組機械人相撲

賽的同學，則要鬥智鬥力，想盡辦法把對方

的機械人推出場區外。

雖然對手水平極高，但我校各組同學一直保

持着激昂的鬥志，終於沉着應戰。最終，4A

區浩研、周芷琪、盧國雄和 4B 洪曉萍一組擊

敗眾多好手，獲得機械人相撲賽季軍。

雖然未能把衡怡同學在暑假
中的寶貴經歷和大家全面分
享，但希望仍能夠把他們
一部分的心路歷程和喜悅向
大家展示。今年的成果着實
得來不易，不過，我們全體
教職員和學生一定會堅持信
念，在新一年再開創嶄新的
學習模式。

衡怡商科組於 2013 年 7 月 20 至 23 日，帶

領了 24 位修讀經濟、企會財及旅款科的中四

中五同學到新加坡進行考察活動。在四天行

程中，同學們遊覽、參觀了不同範疇的景點，

品嚐過新加坡的地道美食，不但擴闊了同學

的視野及眼界，同時亦針對性地了解新加坡

在經濟、商業、旅遊三方面的發展。



86

院校近況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86

院校近況

愉快學習在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小西灣)

嶺南家長們對嶺南幼兒教育充滿欣賞及支持；

我們每年均分別邀請各級 ( 包括幼兒小組、

幼兒班、低班及高班 ) 的每一位學生之家長

到校觀課；以便家長了解其子女上課學習的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 小西灣 ) 由校監林麗冰博士秉承幼兒教育專家陸趙鈞鴻博士 ( 嶺

南幼稚園、幼兒園創校校監 ) 的幼教精神及採用其編寫的優質課程，以提升幼兒多元

智能發展，讓幼兒通過歡樂學習，建立學習的信心，在歡樂的活動中提升各項潛能。

嶺南小朋友只要透過參與學校每日之學習遊戲便能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均能

得到穩步向上的發展。

杜汶慧家長

情況以及老師教導幼兒的態度，家長們經過

親身的體驗給予我們的評價，無論在課程層

面上或老師教學層面上皆獲得一致好評。因

篇幅有限現全文原錄其中一二位家長之觀課

後心聲，以分享我們努力的成果。

李旻哲家長

鄭焯匡家長

陳心言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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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小組家長觀課活動

林校監以仁者風範憑著天父賜予智慧的恩

典，滿有神的力量領航著學校向前行，又常

常鼓勵及讚賞我們要不斷努力提升專業水

準，並要以愛心及經驗實踐於教學當中，做

一個勇於承擔、悉心培育下一代的好老師。

林校監任期屆滿，嶺南幼稚、幼兒園(小西灣)

全體老師及職員藉此送上衷心感謝這位滿有

神的慈愛的校監。感謝她這一年來的辛勞，

對嶺南的無私奉獻。

嶺南教育機構委任招天立先生於 9 月 1 日接

任校監一職，而林博士仍然是我們的校董，

熱愛嶺南的家長為我們舉辦敬謝宴

招校監將要肩負重任使幼稚園、幼兒園 ( 小

西灣 ) 之幼兒教育繼往開來；除秉承趙鈞鴻

博士及林麗冰博士對幼兒教育的理念外，還

要為嶺南教育機構致力提供優質教育服務社

群之宏圖開展。

幼兒班家長觀課活動

低班家長觀課活動 高班家長觀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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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級暘社近況

今年是嶺南大學創校 125 週年，同學會

發起了全球嶺南人大匯聚於香港，於十一

月十五日起一連數日舉行慶祝活動，節

目豐富。適逢我社成立至今，剛好 50 週

年 (1963~2013)，因利乘便，我社部份海

外社友特於該時段抽空回港，共誌慶典，

藉此又可與闊別多年的昔日校友暢聚於

香江。參與十七日同學日聯歡晚會的中

學社友共 32 人，大學部暘社社友則有戴

桂冠、李小彥、李小元、洪泰山、趙善

為等十餘人。

是次從海外各地回港的暘社同學有美國黃秀

華伉儷、文尚時；加拿大黎偉齡伉儷、林平

清伉儷、郭家邦、陳皓麗、黃然德、柯少誠；

澳洲鄔顯榮伉儷、譚安傑、李月嫻、梁國材；

區朗生更從百忙中在十九日當晚專程由臺灣

飛港參加暘社聯歡晚宴，還帶來了兩支美酒，

他翌日一早便趕回臺灣了。其中黃秀華和鄔

顯榮則已有二十多年沒有踏足香港。

暘社聯歡晚會大合照

前排左起：郭家邦、區朗生、李麗珠、林平清、廖寶鈿、黃然德、陳恩岳

二排左起：陳皓麗、柯少誠、莫惠梅、願 法師(吳兆 師)、胡可為老師、李淑玲、李月嫻、吳浩明夫人、

　　　　　陳恩岳夫人、林平清夫人

三排左起：林葆瑛、黃可兒、霍思嘉、方燕笑、鄭美珠、黃鏡興、陳萬雄、趙文漢、姜永正、鄔顯榮夫人

後排左起：黎偉齡、陳綺華、黃燕梅、Steven Ellersick、丁賜明、黃秀華、鄭家銘、文尚時、梁國材、錢尚鈞、

　　　　　吳浩明、鄔顯榮

同學日聯歡晚會
左起: 李小新、郭家邦、林平清、林平清夫人、
陳恩岳夫人、陳恩岳、黃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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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社友除參與同學日慶祝活動外，於十九日

在嶺南會所舉行了暘社成立 50 週年聯歡晚

宴。當晚筵開三席，海外眾人除了譚安傑須

趕赴南京公幹外，均出席了盛會，參與的香

港同學有陳恩岳伉儷、吳浩明伉儷、陳萬雄、

鄭家銘、趙文漢、霍思嘉、方燕笑、姜永正、

李淑玲、廖寶鈿、莫惠梅、黃可兒、鄭美珠、

陳綺華、錢尚均、林葆瑛、黃鏡興、李麗珠、

黃燕梅及丁賜明，我們還邀請了兩位嘉賓﹕

胡可為老師和願 法師 ( 吳兆 老師 ) 與我們

共歡。

開席之前，我們重溫了昔日的照片，互道近

況；不單是海外同學，就算一向居港的中文

部和英文部同學，亦有很多自畢業後數十年

未見，今次聚會是重開互通之門。另藉林平

清努力，終在沙巴與失去消息數十載的鄔玉

倫取得聯絡。

現大部份同學均已退休，很多已升任爺嫲公

婆輩，閑時弄孫為樂或當義工；唯有陳萬雄，

退休前已是大忙人，退休後仍公職纏身，沒

有最忙，只有更忙。

為回饋母校及紀念前中學校長錢乃信博士，

經由錢校長公子錢肇昌首肯，我社同學決定

盡小小綿力，乘籌辦本次活動之便，在社友

間募捐，希望能籌得一筆款項，以紀念錢乃

信校長為名成立一獎助學金，用以資助或獎

勵學業成績優異的嶺南中學學弟學妹。為此，

我們更在十九日的聯歡晚宴上舉辦了一次籌

款拍賣活動，所得款項將全數撥入錢乃信校

長紀念獎助學金；承蒙下列同學慷慨捐贈，

當晚拍賣物品有﹕

暘社聯歡晚會唱校歌

左起：鄭美珠、黃秀華、鄔顯榮、林平清、

陳恩岳、黃然德、郭家邦、柯少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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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寶鈿全部親手精心製造的愛心作品，計

有極為搶手的手織兒童及嬰兒冷衫，十字

綉 ( 觀音像 )，蓮花座，串珠大白菜等，難

能可貴；

‧黃然德的眾所周知大師級攝影傑作；

‧陳萬雄的極具紀念性茶具；

‧柯少誠的珍貴紫砂茶壺；

‧黃秀華的嶺南風褸及帽；

‧胡可為老師的極具歷史意義、戰前商務出

版的兒童教材，及

‧林葆瑛的暖風機 ( 原是抽獎三獎獎品，獎

品得主林葆瑛再捐出拍賣 )。

由于各人不吝出價，共籌得貳萬伍仟多圓，

連同眾社友的現金捐款，使錢乃信校長紀念

獎助學金總數達港幣壹拾餘萬圓，捐款將交

與嶺南中學適當處理。當晚眾人盡興之餘，

每人更獲陳萬雄贈送其大作《讀人與讀世》

一本，同學們都找他即席簽名；另黃可兒亦

贈送每人其商號出品之亞麻籽餅乾一大包。

謹此向上述各同學及胡可為老師致謝。

暘社聯歡晚會

左起：郭家邦、胡可為老師、願 法師(吳兆 老師)、

陳萬雄、陳恩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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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十二日，我們臨時組織了大嶼山昂平大

澳一日遊，參加的同學有陳恩岳伉儷、黎偉

齡伉儷、文尚時、郭家邦、黃然德、趙文漢、

李淑玲、廖寶鈿、黃可兒。郭家邦於遊畢當

晚乘夜機飛返加拿大，真正盡興而歸。

 大嶼山昂平大澳一日遊

左起：黃然德、黎偉齡夫人、黎偉齡、李淑玲、

趙文漢、陳恩岳夫人、廖寶鈿、文尚時、黃可兒

本屆同學日籌委會還為離校 10 年、20 年、

30 年及 40 年的級社做了專輯，我社屬離校

40 年，部份同學接受了訪問，專輯刊登於同

學日聯歡晚會的特刊上。

另現取得聯絡的海外同學還有美國的李蕙

琴、李思琪、李樂怡、葉力忠、趙善維、王

誌潔、諸其正、蘇志新和郭偉亞；加拿大的

王仲輝、方素玲、麥錦琪、陳惠珊、鄧發釗、

鄧綺霞、鄧寶鴻、陳華乾、謝務本、方江成

及澳洲的陳振武。 

 

今次籌款及拍賣記錄、活動照片和更新的

同學錄，經整理後將電郵與各同學。各同

學如發現通訊資料有錯誤 / 遺漏，或有其

他同學消息，請通知陳恩岳（電郵地址：

ynchan2009@gmail.com）。

暘社聯歡晚會

左起：廖寶鈿、陳萬雄、錢尚鈞、方燕笑、黎偉齡

同學日聯歡晚會

前排左起：陳皓麗、黃秀華(Sylvia Ellersick)

、Steven Ellersick

後排左起：李麗珠、黎偉齡、林葆瑛、林平清夫

人、林平清

同學日聯歡晚會

前排左起：霍思嘉、甘慧萍、李淑玲、方燕笑

後排左起：文尚時、黃然德、黎偉齡、林平清

同學日聯歡晚會

左起：林平清、譚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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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會所六十周年誌慶

席前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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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

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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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餅儀式

共享晚宴

表演助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