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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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輩出。校友

散居世界各地，弘揚嶺南精神，發光發亮。2018 年，適逢創校 130 年週年，全球嶺南

人都期待著大家的相聚，再次感受紅灰兒女的溫暖。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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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5

日至 9 日在港澳穗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

誌慶活動由海外校友歡迎晚宴展開序幕，晚宴

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 ( 星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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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思來，場面溫馨感人。

12 月 8 日 ( 星期六 ) 一眾共聚嶺南大學，活動

計有：校園遊……

嶺南大學創校130年嶺南大學創校130年

週年誌慶

活動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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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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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 ( 星期日 ) 本年度嶺南同學日暨嶺南

大學創校 130 周年聯歡晚宴假中環大會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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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主席梁延溢博士、130 周年校慶

籌委會主席李相發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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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迎迓賓客

席，不同級社的學長或登台獻唱、或合照留影，

再加上屬校同學的表演，場面極其熱鬧。

每一次的重聚都能夠讓前輩學長看到嶺南新一

代允交允武的風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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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抱紅灰精神，齊心協力共創未來！

高飄嶺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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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飄嶺南旗 高唱校歌及主席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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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飯禱 誌慶儀式及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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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社紀念誌慶 級社出席人數最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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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大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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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海外校友及抽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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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海外校友及抽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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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校友中樂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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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及同學日旗交接儀式 訪問應屆嶺南大學院士羅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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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慶晚會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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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慶晚會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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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慶晚會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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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慶晚會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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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晚歌及宴後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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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適逢嶺南大學創校 130 周年，2018 嶺南同學日籌備委員會亦以慶祝母校創校

130 周年為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的主題。早於 2018 年 5 月，籌委會除開始籌辦一年一

度的聯歡晚會外，也開始籌辦「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8」的活動；希望讓香港及海內

外各地校友藉參與各項活動，加深對嶺南大學歷史的認識，並促進各地校友的感情。

籌委會委派楊競初學長統籌大匯聚活動的工

作，包括安排「廣州康樂校園尋根之旅」及參

觀「澳門嶺南中學」兩項外訪活動。經楊學長

多方聯絡及細心策劃後，於 2018 年中公佈外訪

活動的行程，並開始接受報名；香港及海外校

友的回應也頗踴躍。

全球嶺南人大匯聚 2018

――穗澳行

廣州康樂校園尋根之旅

各校友於 2018 年 12 月 6 日 ( 星期四 ) 早上於

紅磡車站集合，由楊競初學長擔任領隊，率領

一班分別來自紐約、三藩市、多倫多及香港的

校友，乘搭直通火車直達廣州。我們在廣州轉

乘由中山大學嶺南 ( 大學 ) 學院派來的專車，前

往中山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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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先到榮光堂的房間放下行李，便到西餐廳

的貴賓房享用自助午餐。餐後，大家利用休息

的時間，細意觀賞現已由昔日嶺南大學宿舍改

建成的賓館，可接待訪客留宿的榮光堂之各項

設施。位於膳堂同一層的訪客休息室內，放有

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長鍾榮光博士的銅像及生

平簡介。在 2、3 及 4 樓各層客房內的設施與一

般賓館無異；房間內的用品都印有紅色的嶺南

校徽，給大家帶來一份親切感。

稍後，我們便步行到距離榮光堂約 80 公尺的嶺

南堂 [ 建於昔日嶺南大學水塔原址，現為中山

大學嶺南 ( 大學 ) 學院的校本部。]，由陸院長

親自接待，向校友們介紹學院的發展情況；學

院秉承「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辦學宗旨，

堅持「全人教育」理念，自成立以來，在國內

經濟管理學科院校中名列前茅，為國家和社會

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陸院長並即席回答校友

的查詢，大家相談甚歡。在拍過大合照後，由

一位專責職員帶領校友參觀校園。大家先參觀

校史館，館內展示了很多昔日嶺南大學的歷史

文物，讓各位校友上了一堂寶貴的歷史課。

當大家環繞偌大的校園漫步前行時，先看見呈

長方形的一大幅青葱草地，古式古香的惺亭正

位於草地中央，亭內仍懸掛着一個大銅鐘；後

面有由中山大學後置的孫中山先生全身銅像。

在草地的四周，仍矗立着一座座古舊的建築物，

包括：懷士堂、黑石屋、馬丁堂、格蘭堂、榮

光堂、哲生堂、爪哇堂、十友堂、張弼士堂、

乙丑進士牌坊等，皆屬昔日嶺南康樂校園的建

築群，已於 2002 年 7 月，被廣州省人民政府公

布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當大家在現場目睹

這些以前只能在畫冊看到黑白相片的建築物，

心裏充滿喜樂，真的不枉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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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澳門嶺南中學

各校友於 2018 年 12 月 7 日 ( 星期五 ) 在榮光

堂西餐廳吃過早餐後，便乘搭專車前往珠海拱

北口岸，繼續下一站參觀澳門嶺南中學的行程。

當大家步入澳門境內，學校的教職員便接待校

友上旅遊專車，先前往一間酒店。原來區金蓉

校長早已在酒店餐廳訂座，招待大家享用豐富

的自助午餐。只見區校長和澳門嶺中校友岑展

文學長兄弟二人已在座，並一起熱情接待眾校

友。

午膳過後，大家便乘專車直達山上的澳門中學。

學校設有幼稚園、小學及初中和高中，提供一

條龍服務。經接受過十多年的學校教育，在此

畢業的同學都對嶺南有一份特別深厚的感情。

澳門現任特首崔世安先生也是澳門嶺南中學的

校友。學校擁有幾座校舍，最古式古香的一座

校舍原是一座歐陸宮廷式住宅，現已被政府列

為歷史文物；正門有幾根巨大的圓柱體石屎柱

支撐着校舍，氣勢磅礡，十分壯觀。校舍內的

木樓梯和壁畫，仍保存得很好。從校舍正門向

前遙望，便看見矗立在海旁的觀音像；並與東

望洋燈塔為鄰。

區校長和校主任親自帶領校友參觀校園，穿梭

於幾座校舍之間。區校長在學校服務多年，由

她親自講述學校的歷史和發展，如數家珍，倍

感親切。學校的教學設施完備，也配合中、小

及幼不同年齡學生的需要。大家先參觀幼稚園

學童的午睡室、學習活動室及電腦室。隨後，

大家前往樓高九層的綜合教學大樓參觀，包括

有多功能室、舞蹈室、音樂室、言語室、電腦

室、實驗室、圖書館、體室館及禮堂等。另有

一個放滿健身器材的健身室，供學生鍛鍊體能，

是非一般學校可擁有的設施。在每個課室的門

楣，都鑲有一塊刻有捐款人的名牌。區校長表

示這都是澳門嶺南中學的校友，他們都熱愛母

校，關心學校的發展。澳門嶺南中學環境優美、

設備完善、師資優良，真是一個莘莘學子學習

的好地方。

關偉益 ( 義社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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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活動

夫婦合製之親愛畫

長者與義工在合味道杯麵工作坊

大館全體太空探知館

嗜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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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與義工在合味道杯麵工作坊

圖書贈予安達服務中心 在東華三院邱木城中心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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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年在同學日晚宴上介紹了社會服務小組

之成立和一些活動簡介 , 為使校友有更全面了解

而擁躍支持，故特在本期通訊再報導 , 小組自

2017 年 9 月本着以下宗旨成立：

1. 傳承嶺南傳統服務社群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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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2. 通過社會服務活動 , 增強校友之歸屬感

和聯系 

小組自成立起參予多項社會公益活動，因此連

續兩年 2018 及 2019 獲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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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8 年度共有 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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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或社會企業之上產品 / 服務 . 

2017 年我們捐贈中英文圖書約一百本 , 包括中

外名人故事給予安達臣道安達邨內之社會服務

中心，建立一個圖書室讓邨內小童在課餘時間

提升閱讀興趣及減少在街上溜連。

2018 年連續在安達邨的東華三院邱木城長者鄰

舍中心為邨內長者舉辨了兩個講座，每次都吸

引了 30 多位長者出席；

紅 灰 善 行

1. 第一講主題”平安紙和持久授權書”-

由陳永良律師主講，讓長者認識平安紙

和授權書的內容，對長者的重要性，以

及它所須的合法程序。

2. 第二講主題”長者的牙齒保健”- 由羅

世傑醫生主講，讓長者認識年長時牙齒

會出現什麼毛病，應該如何保養和醫

治。

2018 年我們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結成合作伙

伴，在年內提供了 4 個公益活動；

1. 帶領樂暉長者中心 16 位長者到赤鱲角

機場之展望台俯覽整個機場，接着參觀

航空探知館認識一些航空知識 , 最後在

合味道杯麵設計工作坊 , 讓每位參加者

跟各人自己喜好自選蔬菜和肉類製成一

個杯麵，真空處理后帶回家品嚐。

2. 協助 20 位長者在樂暉長者中心，跟隨

甜品導師的指導在啫喱注入彩色的糖

漿，造成一朵美麗花朵。

3. 帶領樂暉長者中心 45 位長者先到中環

嶺南會所午饎，我們藉此樴會介紹了嶺

南組織和歷史，並品嚐嶺南會所名菜。

接着大隊到荷里活道大館參觀活化后的

警署，了解內裡設施和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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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 4 對長者夫婦在樂暉長者中心，跟

隨美術導師提供之夫婦二人畫像，各自

在背景填色加上自已設計之相架製成一

幅開心快樂之自繪畫，放回家中使夫婦

都能留下美好回憶。

在 2018 年底前我們與嶺南大學人事管理學院

的同學以及多位外地的交流生，再加上由全港

大學一班將畢業或已畢業的同學組成的義工團

體［星說］，組職一個生涯規劃的工作坊，邀

請了 20 多位嶺南鍾榮光紀念中學的中五同學參

加，在一個週六上午分開三個環節；

1. 第一節由嶺南大學人事管理學院的同

學主持，以摸擬 DSE 放榜情境，將不

同 DSE 成績單和一畢金錢分發各參予同

學，在現場設有不同的詢問攤位，包捨

招收大學學位、副學士、海外大學的，

亦有不同職業的招聘，鍾榮光同學須跟

據自己考獲成績和經濟能力去選擇自己

出路，此遊戲希望同學知道可選擇的出

路，無論是升學就業或創業都有不同要

求，能預先作充份準備。

2. 第二節由［星說］同學主持，由鍾榮光

同學完成一個性格和行為的問卷，以評

估地的性格能力取向，幫助他多一些了

解自己為末來發展作參考。

3. 第三節亦由［星說］同學主持，他們分

成文、理、商等學科小組，讓鍾榮光同

學各自加入小組以了解心儀學科之主要

學習內容、入學要求以至出路問題。

過去各次活動均獲校友義工鼎力支持，曾參予

活動的校友共 25 位，而每次出席人數都在 10

位或以下，雖然我們只接待較細規模活動，然

而每次都得到主辦單位讚揚，他們表示每位參

予的義工對受助的長者的關懷，細心照顧，熱

情參予使所有長者都能盡興。

今年我們將籌辦更多活動而須要更多義工幫忙，

2019 年上半年的活動己有初步計劃。

1. 2019 年 5 月 9 日，須要 5 位義工帶領

長者到山頂欣賞維港景色，之後共進午

餐活動由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45 分。

2. 2019 年 6 月 29 日，須要 10 位義工帶

領兒童到簿扶林賽馬會傷健中心參觀及

燒烤，活動由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 2019 年 7 月 27 日， 須 要 20 位 義 工

在 長 者 中 心， 協 助 及 指 導 長 者 參 予

Rummikub 遊戲，活動由下午 1 時至下

午 4 時 30 分。

2019 下半年活動正在安排，我們希望大家擁躍

參加壯大我們的義工小組，可以接待更大型更

有意義的項目，我們等待大家報名。如想加入

同學會社會服務小組或接收更多有關資訊 , 可聯

絡服務小組毛銳堅 www.mojohnyk@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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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會所

己亥年元宵花燈晚會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與嶺南會所於農曆正月

十五 (2019 年 2 月 19 日 ) 晚於嶺南會所合辦年

度的花燈晚會。己亥年元宵花燈晚會由三頭醒

獅拉開序幕：同學會主席梁延溢學長、會所主

席羅世傑學長以及籌委會主席趙不求學長負責

點睛開光儀式。傳統以財神到作為晚會正式開

始，由羅世傑學長扮演的財神向來賓派發利是，

經財神一輪祝福後，由兩位主席致辭並同唱校

歌。晚會期間除了抽獎、猜燈謎及致送添丁花

燈外，更邀得嶺南衡怡紀念中學杜浠潼同學表

演國術。今年亦新增好運花燈競投環節，晚會

在歡樂聲中及嶺南晚歌中，徐徐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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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長城位於北京懷柔黃花城，這裡曾因修建水庫水位上升，淹沒了一段長城而得

名，形成了“長城戲水”的獨特景觀。這是今年北京嶺南校友會的春遊目的地，

校友一行 30 人

驅車前往，在

浪漫春景中共

敘友情。

2019北京嶺南校友會春遊

最美季節相遇水長城

每年4月的春遊是北京嶺南校友會的傳統項目。

選擇京郊風景別致且有一定運動難度的目的地

徒步踏青，品嘗野味，既能促進校友交流，同

時能鍛煉身體強健體魄。

這次徒步遊玩的起點是北京最美鄉村香屯村，

穿越過儉樸的民居來到一片未經開發的山間小

路。泥土與大自然的氣息撲面而來，二月蘭、

山杏、山桃，這些初春裡蓬勃的生命與潺潺溪

水構成一曲和鳴，伴著校友們的笑語歡聲格外

爽朗。

 

步行一個半小時左右，大家來到烽火臺長城腳

下。接下來校友兵分兩路，有的選擇繼續勇攀

高峰，領略烽火臺上一覽眾山小的壯麗風光，

長城這邊風景獨好，沒有什麼能阻撓我們向上

攀登。

另一小隊另闢蹊徑穿越水

長城黑龍潭，在懸崖一線

的水上小路探險。一邊是

水一邊是山，山水相依著，

山 桃 花 就 點 綴 在 水 邊 路

旁，或是臨水憐影，或是

翹首回望，曲徑尋幽，讓

人意猶未盡。

由於是早春，山上還沒有

全綠，山野靜的只有花開

的聲音。晚間的聚餐也極

具早春特色，野菜薈萃，

美味健康，天南海北的暢

談 更 是 增 添 了 菜 肴 的 風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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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擔任主禮嘉賓。眾嘉賓連同參加者從嶺大校園

出發，環迴校園及屯門河畔公園步行，全程約

五公里。

籌款日獲多個贊助機構鼎力支持，包括鑽石贊

助鵬程慈善基金、金贊助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

行、理文造紙有限公司、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香港善德基金會及瑞安集團。

逾千名師生、校友及大學友好參加嶺南大學於 2018 年 10 月 21 日舉辦的第八屆

「嶺步同行籌款日」。是次活動之捐款除了用作大學發展外，更會支援有經濟困

難的嶺大學生，尤其為家庭中第一代接受大學教育並需要經濟支持的學生提供資

助，參與學生發展項目。

嶺步同行2018籌款日

嶺南大學

當日大會亦頒發多項獎項，包括「個人最高籌

款獎」、「隊伍最高籌款獎」，以及「最多人

數隊伍獎」。得獎名單如下：

個人最高籌款獎

冠軍：施明珠女士

亞軍：羅世傑醫生

季軍：黃伯鏗博士

隊伍最高籌款獎

冠軍：嶺南大學管理學學系

亞軍：嶺南大學會計教育基金

季軍：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最多人數隊伍獎

冠軍：嶺南中學

亞軍：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季軍：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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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在致開幕辭時表示會

議得到 22 個包括來自中國大陸、台灣、日本、

南韓和印度的聯盟成員支持，深感欣慰。他說：

「我們的共同使命及願景是提供優質的博雅教

育。我們需要分享彼此的資源和見解，特別是

最佳實踐，知道什麼方案可行。」他亦向與會

者談及今年在學生流動性、教員交流及研究合

作的重要進展。

聯盟由 22 間亞洲地區著名博雅學府組成，包

括來自香港的嶺南大學、中國內地的昆山杜克

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寧波諾丁漢大學、上海

紐約大學、北京大學元培學院、韓國的東國大

學、梨花女子大學、慶熙大學、首爾國立大學、

首爾大學、韓國嶺南大學、延世大學、台灣的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東海大學、

由嶺南大學舉辦的「亞洲博雅大學聯盟之年度校長論壇」於 2018 年 11 月 15 日

假嶺大揭開序幕。一年一度，為期兩日的研討會，為聯盟成員提供一個聚首一堂

的機會，討論聯盟相關的重要議題及來年的工作計劃。研討會亦提供一個平台予

各成員，透過參照國際高等教育的標準以審視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重點、挑戰與

機遇，促進亞洲博雅教育的發展。會議主要討論課題包括課程發展、創業、研究

合作及公民參與的範疇。

嶺南大學舉辦

2018亞洲博雅大學聯盟之

年度校長論壇

以及日本的國際基督教大學、立教大學、上智

大學、東京大學文理學院、早稻田大學和印度

Symbiosis School for Liberal Arts。

會議獲首席贊助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以

及主要夥伴及贊助美國嶺南基金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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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授典禮由嶺大校監、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女士 , GBM, GBS 主禮。此外，嶺大

於「第 49 屆學位頒授典禮」共頒授學士學位、

深造文憑、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予約 1,200 名畢

業生。

謝仕榮博士在代表各榮譽博士致謝辭時，表示

獲嶺大頒授榮銜感到非常榮幸。他說「人生的

精彩之處在於不斷學習、不斷進步。教育猶如

點燃生命中學習的火種，影響每個人生命的進

程。教育更是社會進步最重要的推動力，推動

社會的前行和蛻變。」謝博士感恩於過去遇上

多位良師益友，令他畢生受益。謝博士亦並談

及他對香港高等教育的一些看法。

謝博士提出進一步發展及提升高等教育質素對

於保持香港的競爭優勢的重要性。首先，他認

為「香港高等教育應繼續發揮其獨有的地域和

嶺南大學於 2018 年 11 月 22 日舉行的「第 49 屆學位頒授典禮」上，頒授榮譽

博士學位予三位傑出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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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包括獲頒授榮譽文學博士的著名現當代中國文學學者劉紹銘教授，獲頒

授榮譽工商管理博士的傑出跨國企業家及高銀金融地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潘蘇通先

生，以及獲頒授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的保險界翹楚友邦保險集團非執行主席、友邦

保險基金會主席謝仕榮博士 , GBS。

嶺南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予三位傑出人士

文化優勢。同時，香港的高等教育應該提倡合

作共贏，凝聚核心競爭力，形成並宣導廣義的

世界領先地位。」此外，謝博士亦指出「香港

的高等教育需要因應多元化的時代趨勢，倡導

多元卓越教育，發揮各個高等院校及其學系的

既有優勢，開發各自獨有的發展空間，鼓勵原

創，充分把握並滿足多元社會下應運而生的各

種新的機遇及需求。」謝博士亦祝願嶺南大學

繼續春風化雨、作育英才，為推動社會進步及

人類文明發展貢獻力量。

嶺大校長鄭國漢教授感謝大學校監及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蒞臨主持學位頒

授典禮。他並祝賀應屆畢業的同學，及肯定他

們努力不懈的成果。他說「社會已準備好迎接

你們，而我亦深信你們已做好準備投身社會。

無論人生道路如何，嶺大永遠歡迎你們回家。」

他亦祝願各畢業生事事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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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

司徒衞先生一生熱心教育、擅長繪畫，尤其熱

愛水彩畫作，不少作品均以廣州嶺大校舍為題，

見證了三十至四十年代在抗日戰爭期間嶺南的

校史。嶺大有幸珍藏不少司徒衞先生的畫作，

並向歷屆嶺南人搜集其作品，當中包括不少從

未展出的畫作。此外，嶺大更將是次展覽的作

品輯錄成畫冊，將嶺南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於致辭時感謝慷慨捐

贈和借出畫作的嶺南人及所有工作人員為展覽

所付出的努力。鄭校長談及司徒衞學長是傑出

的教育家，曾於廣州、上海、香港和越南等地

方開辦嶺南大學附屬小學和中學。抗日戰爭期

間協助帶領嶺大師生移師去韶關繼續教育工作，

深受師生愛戴。鄭校長亦提到，司徒衞學長是

出色的藝術家，由他所設計的嶺南校徽標誌著

忠義堅強的嶺南精神。

為紀念已故藝術家司徒衞先生對嶺南大學的貢獻，嶺大於 2019 年 1 月 16 日舉辦

「司徒衞藝術展覽開幕典禮」，邀請歷屆嶺南人一同為展覽揭幕。展覽為期五天，

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展出逾五十幅司徒衞先生丹青妙筆下的珍藏畫作，開放

予公眾參觀。

嶺南大學舉辦

「司徒衞藝術展覽開幕典禮」

 委員會顧問司徒乃鍾先生於致辭時提及於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物資短缺，司徒衞先生「用

有限的顏料和紙張繪畫了當時艱苦的生活面貌，

色彩雖然單調，但對嶺南的感情躍然畫中。他

憑着個人對藝術的熱誠，不單培育出傑出的畫

家，而跟隨他學習的萬千學生，更活出積極人

生和堅毅的嶺南紅灰精神。」

 司徒靈醫生於致辭時談及祖父「熱愛教育，承

擔使命，為嶺南辦學全然獻上，鞠躬盡瘁。他

對培育下一代實在是不遺餘力，我作為他的孫

女也感到無限光榮。」對於這次展覽可以成功

舉行，讓所有嶺南人及各界人士可以欣賞到祖

父的藝術作品，司徒靈醫生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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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傑出校友服務獎」的得主有四位，分別

是鄺保羅大主教（英文系）、吳桂行先生（社

會學系）、岑展文先生（工商管理系）及邱禮

濤博士（文化研究系）。

 今屆「傑出校友服務獎」的評審委員會主席為

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先生 ,，成員包括

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嶺南大學校董會成

員劉智鵬教授、嶺南大學中文系劉燕萍教授、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梁延溢博士、前恒生

銀行常務董事兼副行政總裁陸觀豪先生、we60.

com 創辦人及前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吳文華教

授、東華三院執行總監蘇祐安先生及嶺南教育

機構主席黃志光先生。

「傑出校友服務獎」候選人必須為嶺南大學（或

其前身自 1967 年之嶺南書院及嶺南學院）的畢

業生。須由一名嶺大（或其前身自 1967 年之嶺

南書院及嶺南學院）的畢業生；或嶺大現任 / 前

任校董會成員、諮議會成員或榮譽諮議會委員；

或嶺大榮譽畢業生或榮譽院士；或嶺大現任全

職教職員提名，並獲得兩名同等資格的贊同人

支持。評審委員會根據一項或多於一項準則審

核候選人，包括候選人對其所居住的社會之貢

獻及服務、對其所屬的行業之貢獻及服務、對

嶺大之貢獻及服務、及 / 或其貢獻及服務對嶺大

有正面的影響。

嶺南大學自 1967 年在香港復校，從當年只有一百名學生的專上學院，發展成為亞

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之一，並孕育了逾 26,000 名畢業生。為慶祝嶺南大學金禧誌

慶，第一屆「傑出校友服務獎」於 2018 年揭開序幕，以表揚及嘉許優秀校友對大

學及社會作出的卓越貢獻及服務，並藉此鼓勵嶺大學生，從得獎校友的經驗及成就

中學習。

嶺南大學首度頒發

「傑出校友服務獎」表彰優秀

校友對嶺大及社會之卓越貢獻

「傑出校友服務獎」

得獎校友簡介：

嶺南大學

鄺保羅大主教

鄺保羅大主教生長

於聖公會家庭，自

幼受家庭的薰陶浸

染，從少年時代已

經立立志當神職人

員，1977 年 於 嶺

南書院英文系畢業

後，懷著獻身宗教事業及造福大眾的理想，於

1979 年受當時的聖公會白約翰主教差派前往美

國修讀神學，於 1982 年獲神學碩士學位，並開

始其神職事業。這份事奉上帝服務世人的心志，

加上在嶺南讀書時所感受到的温情，使他能夠

以情理兼備的精神建立教會及服務社群，並從

中實踐「為神為國為嶺南」的理想。鄺大主教

於 2007 年更獲嶺大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表

揚其對宗教事業、社會服務及教育事工的貢獻。

 

鄺大主教為香港聖公會和普世聖公宗所作的傑

出貢獻得到香港聖公會教友充分認可和高度讚

譽。自 2007 年擔任大主教以來，一直非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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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尋找適合的地方作中心基地，更為戒毒中心

的長遠發展出力，希望給予邊緣青年一個重生

的機會。另外，吳先生對孤兒的支援亦是不遺

餘力的。他與伙伴合力在中國福州建立了孤兒

院及小學，為當地的孤兒們提供一個安全的環

境成長及學習。

吳先生亦是臨危病人及癌症病人的傳道人，30

多年來從不間斷地到醫院為不相識的臨危病人

及其家人送上關懷及祝福。近年來，吳先生更

多走入社區，義辦各種講座及活動，為社區內

的弱勢社群提供支援及關懷。吳先生堅持以人

為本及永不放棄的宗旨，行事作風低調，一直

默默為國內及香港的弱勢社群作出貢獻。

岑展文先生

岑展文先生乃是嶺

大 榮 譽 諮 議 會 委

員、嶺南大學香港

同學會小學校監、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

會理事及中山大學

嶺南（大學）學院

董事。

1973 年畢業於嶺南書院的岑先生秉承嶺南的拼

搏及冒險精神，1985 年創立聯力興（工程）有

限公司，主理多個國際零售品牌在香港或東南

亞的工程項目，為客戶撰寫技術性報告，評估

店舖選址、樓宇結構、設備安全標準、以及施

工管理等工作。

岑先生在學時期是學生活動的活躍份子，充分

活出了嶺南博雅教育的精神，關心社會，發揮

公民意識。他見證第一屆學生會的成立，並擔

任第二屆學生會副會長；又推動嶺大學生會加

入學聯，更參與多個學生運動。學生會以外，

岑先生亦投入扶輪社青年服務團。國際視野的

培養及其他社員的身教，驅使他從 1986 年起，

成為香港北區扶輪社社員，擔任過不同崗位，

服務本地社區的同時，岑先生亦積極參與北區

所服務的教會與其他地區宗教團體之間的交流；

他訪問國內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基督教組織，

也拜訪美國、英國、東南亞聖公會的領袖。這

些友好訪問加強了香港聖公會與國內及國外其

他地區教會的聯繫，也促進香港宗教事業的發

展。

與此同時，鄺大主教亦不遺餘力地投入香港教

省的建設，並致力培育人才，壯大教會力量和

鞏固牧區及傳道區工作。鄺大主教一直持守「步

武基督，洞悉社會需要，力行仁愛公義，提供

適切服務，使生命得以轉化，活出人的尊嚴與

價值」的使命，在不同的崗位上領導香港聖公

會發展各項宣教、社會服務及教育事工，致力

建立充滿愛與關懷的社會。

吳桂行先生

自 1983 年 於 嶺 南

學院社會學系畢業

後，吳先生曾從事

不同形式的生意，

憑著堅毅的意志及

過人的膽識，在商

場 上 取 得 卓 越 成

就，曾為兩間上司

公司的主席及董事 。在事業如日方中之際，吳

先生選擇慢慢淡出，在 1993 年於中國神學研究

院修讀全日制道學碩士課程，當上了一名傳道

人，並決心在往後的日子獻身於各項基督教事

工和社會服務的工作。

1995 年，他創辦兒童樂園基金會，旨在以基督

的愛去關懷及服侍在香港、內地及其他地區的

孤兒及貧困兒童。吳先生現職互愛中心董事、

兒童樂園基金會創辦人兼董事、影音使團福音

事工總監及其電話輔導服務「人生熱線」之監

督、飛躍網絡國際特約講員及福音伙伴、國際

更新事工發展中心董事、臨危病人傳道人。

吳先生所服務的領域十分廣泛，他長期支持及

參與本港及國內福音戒毒工作，不但為戒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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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於國內山區扶貧建校的工作，過去十多

年間，更自資在貴州省銅仁地區興建四間山區

小學，又資助山區學生入讀大學，為山區兒童

帶來教育機會。 

懷抱着對母校深厚的感情，岑先生畢業後身體

力行、盡心盡力回饋母校。畢業三年後便加入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並於 2014 至 2016 年擔

任主席，於 2013 年更推動同學會籌募及建立

「嶺南大學創校 125 周年教育基金」，以支持

嶺大的獎助學金、暑期實習項目及其他活動。

多年來岑先生除了全力為嶺大服務，更積極參

與母校各項籌款活動，慷慨解囊支持嶺大發展。

邱禮濤博士

邱禮濤博士是香港

知名電影導演、監

製和編劇，過往 30

年， 他 執 導 逾 70

部 不 同 類 型 的 電

影，包括驚悚片、

警匪片、勵志片、

寫實片、喜劇、愛

情小品等。 除了是高產量的導演外，他亦是一

位攝影指導、作家、編劇、雜誌創辦人、多所

大專院校有關電影及本土文化課程的導師，以

及文化機構，如香港藝術發展局和香港國際電

影節的專業顧問。 

由 1998 年至今，邱博士執導的電影獲得超過

25 個本地及國際獎項。2001 年，改編自同名

紀實小說，描寫沒有刑期的少年犯的電影《等

候董建華發落》分別被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

年度推薦電影和香港影評人協會選為 2001 年

十大華語片；此片更在第 51 屆柏林影展成為

Panorama 的開幕電影，也被國際天主教視聽協

會（OCIC）選為人道關懷優良華語電影「金炬

獎」。他執導的《奪舍》、《陰陽路之升棺發

財》、《反收數特遣隊》、《黑白道》、《性

工作者十日談》、《高舉·愛》、《葉問：終

極一戰》、《雛妓》及《常在你左右》都被香

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年度推薦電影。2018 年，

邱博士更憑《拆彈專家》首次獲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導演及最佳電影提名。 

邱博士於 2008 年在嶺大完成文化研究碩士課

程，其後於 2015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就是關於電

影審查的學術研究，深入剖析香港電影如何反

映社會政治環境，如何表達現今大眾的焦慮、

愛惡與盼望。在建立事業上新里程的同時，邱

博士仍不忘令本土電影成為香港文化發展的骨

幹。作為文化工作者，他是少數全心全意投入

培育下一代對電影及文化藝術追求的資深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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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先生致歡迎辭時

表示：「嶺南大學牢牢地堅守其『作育英才，

服務社會』的校訓，培養了來自不同專業界別

並致力為社會服務的幾代學生。」他又提到，

由於來自不同背景且質素高的提名眾多，評審

委員會經一番努力磋商，才能選出最佳的得獎

者。他又指：「得獎者們擁有嶺南人的共同基因：

正是大學致力傳授給學生的熱情、忠誠、堅毅

和服務的嶺南精神。」

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於致辭時表示獎項得

主對嶺大的鼎力支持以及他們為社會服務的投

嶺南大學於 2019 年 1 月 21 日假香港朗廷酒店舉行第一屆「傑出校友服務獎」頒

獎典禮暨感謝晚宴，逾 250 名來賓出席。

第一屆傑出校友服務獎

頒獎典禮暨感謝晚宴

入令他非常敬佩：「他們不單是所有嶺南人

的榜樣，並有助培養在嶺大社群內各人的自豪

感。」藉著頒獎典禮感謝晚宴同時舉行，以答

謝嶺大的支持者及捐款人對嶺大的支持，「如

果沒有他們一直的支持及慷慨的捐助，我們很

多構思及計畫都不能實現。」

是次活動的成功有賴一眾積極參與及籌備第一

屆傑出校友服務獎的嶺南人，包括現任和前任

校董會及諮議會成員、校友、教職員和社區領

袖們，以及各評審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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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2019 年春節期間，嶺南學院黨委副書記黃濤老師帶領學院校友事務與發展中心的

程銳敏副主任、李卉文老師以及嶺大廣州校友會的溫建中、余春花學長走訪了嶺南

大學部分老學長。在李寶健、張展霞、林浩然、胡守為、桂治鏞、傅家瑞、盧光啟、

冷延家、蔡少蘭、陳穗仙、陳渝仙等老學長家，校友辦的老師們帶去了學院對他們

的節日問候和新春祝福，向老學長們介紹了學院最新的發展，並祝老學長們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老學長們也表達了對學院建設的關心，並對學院未來的發展積極獻

言獻策。

2019 年 3 月 2 日，我院香港校友春茗暨周年大

會在香港中環嶺南會所舉行，六十余名校友歡

聚一堂，探討投資之道，交流工作心得，分享

生活樂事，共話同窗之情。出席本次大會的嘉

賓有學院董事會主席王俊彥學長，董事岑展文

學長，楊競初學長，邱紅學長，陶石學長，學

院香港校友會會長林敏學長，以及特別邀請的

演講嘉賓 2004 屆校友李明江學長。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香港校友會】

2019 年 3 月 3 日，我院珠海校友會在度假村酒

店成功舉辦 2019 年春茗活動。珠海校友會會長

晏志清學長、名譽會長梁銘琛學長、執行會長

何雄學長、中山大學珠海校友會會長戴碩濤學

長、秘書長畢為學長，以及各級校友代表 30 余

人參加了本次春茗活動。從回憶校園苦讀的歲

月，到分享步入社會在職場、商界打拼的經驗，

再到展望今年經濟發展和投資機會，校友們熱

烈討論，現場時時傳來歡快的掌聲和爽朗的笑

聲。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珠海校友會】

中山大學嶺南 (大學)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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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新春伊始，萬象更新。2019 年是中山大學嶺南

學院 EDP 同學會第四屆同學會的第一年，為共

謀 EDP 同學會的新發展，並加深第四屆同學會

會長之間以及各部門各分會的交流。 3 月 15

日，EDP 同學會 2019 新春聯誼會暨第四屆第一

次會長部長會議，走進歐陽少林副會長企業——

廣州華夏職業學院，學習交流，築夢遠行。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EDP同學會】

2019 年 3 月 16 日，一年一度的 CHEMBA 春茗

拉開了帷幕。本屆春茗由明尼蘇達大學校友會

廣州分會和 CHEMBA Office 主辦，CHEMBA 16

班承辦，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助理院長鄔金濤教

授，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商學院國際發展辦公

室主 Scott Persons，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代理

總領事 Jeremy Cornforth，華南美國商會會長

Harley Seyedin，以及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各位教

授老師們、校友們團聚一堂。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CHEMBA校友會】

2019 年 2 月 17 日晚，依照傳統慣例，成教同

學會在學人館舉行了 2019 年新春團拜會活動，

60 余位校友齊聚一堂。成教同學會名譽會長卓

鷗副教授、校友事務與發展中心副主任程銳敏

老師以及多年以來支持同學會發展的袁園老師

和曾慶英老師參加了團拜會活動，與校友們共

同歡聚新春。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成教同學會】

在春暖花開，春光正好之際，洛杉磯嶺南同學

會於 2019 年 3 月 23 日在蒙市翠亨邨圓滿舉辦

了春茗午餐宴。本次活動共有 60 余名校友參

加，美國嶺南基金會的夏若定會長伉儷、中山

大學南加州校友會孫軍會長、洛杉磯嶺南同學

會蔡德榮會長及多名理事也參加了此次活動。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洛杉磯嶺南同學會】
在春茗會上，表彰並頒發榮譽銘牌給熱心服務

同學會的蔡德榮會長、陳惠雄學長、鄒南蓀學

長和郭炳湛學長，老學長們不辭勞苦、無私奉

獻，堪為我們學習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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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中學

鳴謝各界善長

嶺南中學圖書館啟用

為改善學習環境和設

施，嶺南中學圖書館

在 2017 年 開 展 重 置

工程，並於今學年正

式啟用。新圖書館添

置了不少新傢俱和設

備，致力為學生提供

一個舒適的閱讀環境，方便學生學習和研究。

工程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嶺南教育機構、嶺

中各方校友、家長、校長和師生鼎力捐助和支

持，造福學弟學妹，栽培一代又一代的嶺南人。

為答謝各界善長積極募捐，圖書館門外設感恩

牆，見證一眾善長盡心盡力建設母校，讓同學

學會感恩，日後亦不忘回饋母校，希望同學延

續深厚的「嶺南情」。

嶺南中學

探索發展機遇重視生涯規劃

本校參加了由「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

舉辦的「馬爾代夫：點止潛水咁簡單學習團」，

活動目標是讓香港學生反思在「一帶一路」策

略下應擔當的角色，從而啟發學生應及早為自

己的未來作多方探索和準備。本屆中六同學脫

穎而出，獲大會取錄為計劃優勝隊伍。同學以

生涯規劃視角了解各地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尤

其是華商的經營、工作和生活。為了從多角度

積極探索發展機遇，同學從基建、旅遊、環境、

民生四方面設計行程。撰寫建議書和面試的過

程中，同學獲益良多，提升同學的合作和應對

能力。同學將於六月前往當地考察，期望同學

能夠從體會中增進知識，探索升學和就業的路

向，裝備自己，迎接未來社會的挑戰。

早前，本校為全體中二同學舉辦了「大灣區

STEM 考察團」，旨在讓同學了解相關範疇的最

新發展趨勢。其間，同學參觀了深圳市工業展

覽館、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研究院、深圳虛擬大

學園等地方，親身體驗科技與科學對人們的貢

獻。透過專題研習，提升了同學對 STEM 各範疇

的興趣，為社會培養多元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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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中學

嶺南人屢創佳績

本校一直致力培養學生的品格，歷年透過推行

不同類型的公民教育計劃，塑造學生成為良好

的世界公民。今年，本校的品德教育有幸再次

獲得外界肯定，早前從 114 所學校脫穎而出，

成為「第二十一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的獲獎中學之一。「同理心」為學校年度品格

主題，本校老師按主題編寫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程，涵蓋品德教育、認識學校、健康及環保教

育、公民素養等，並推動「嶺南君子計劃」加

許表現出色的學生，期望透過知、情、意、行，

逐步將重要的品德元素和正面價值觀植根在學

生心裏。

樂於服務實踐同理心

泰北探訪之旅

為了鼓勵學生把「同理心」轉化為實際行動，

讓學生學會尊重和欣賞不同的文化，並培養良

好的公民素質，學校早前舉辦了四天的泰國北

部文化考察與親善探訪之旅。其間，泰北山區

的星星之家育幼院的體會使學生印象難忘，那

裏住着二十多個孤兒，滿有愛心的院長讓小朋

友在窮困的環境下仍然能夠保持着喜樂和感恩

的心，學生更自覺地發起為星星之家持續一年

的籌款活動，讓更多同學了解當地文化和需要，

展現關懷別人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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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傑出校友分別出席母校典禮

分享成長經驗及成就心得

本校參加了由「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

舉辦的「馬爾代夫：點止潛水咁簡單學習團」，

活動目標是讓香港學生反思在「一帶一路」策

略下應擔當的角色，從而啟發學生應及早為自

己的未來作多方探索和準備。本屆中六同學脫

穎而出，獲大會取錄為計劃優勝隊伍。同學以

生涯規劃視角了解各地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尤

其是華商的經營、工作和生活。為了從多角度

積極探索發展機遇，同學從基建、旅遊、環境、

民生四方面設計行程。撰寫建議書和面試的過

程中，同學獲益良多，提升同學的合作和應對

能力。同學將於六月前往當地考察，期望同學

能夠從體會中增進知識，探索升學和就業的路

向，裝備自己，迎接未來社會的挑戰。

早前，本校為全體中二同學舉辦了「大灣區

STEM 考察團」，旨在讓同學了解相關範疇的最

新發展趨勢。其間，同學參觀了深圳市工業展

覽館、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研究院、深圳虛擬大

學園等地方，親身體驗科技與科學對人們的貢

獻。透過專題研習，提升了同學對 STEM 各範疇

的興趣，為社會培養多元的人才。

四色綠色學校

再獲殊榮

嶺鍾中繼去年奪得「2017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的學校 ( 中學 ) 組金獎後，本學年更獲頒第十六

屆香港綠色學校獎新設的「校園綠『惜』午膳

大獎」中最高級別的卓越獎，以表揚本校透過

綠色廚房在各項惜食、減廢教育活動的理想成

績。本校近年在成為健康、綠色學校和推動環

境教育方面卓然有成，屢次奪得相關獎項，已

成為學畀、內地及國際機構交流取經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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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推廣 STEM 教育

貫徹「服務社群」的嶺南精神

本學年，嶺鍾中響應政府積極推廣 STEM 教育，

特為區內區外的小五、小六學生舉辦了兩場專

題研習工作坊，課題包括：Mbot 遙控車編寫程

式、單筒望遠鏡 DIY、變態水晶膠 DIY、雞蛋創

生機等。同學們在本校老師及學生科技大使的

指導下，透過有趣的製作活動，學習科學、科

技及數學等領域的知識，期望日後可培養發展

對該等學科的學習能力。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系

一批準教師，也參與了 2 月 16 日的工作坊，臨

場觀摩本校推行 STEM 教育的情況，並與中、小

學生打成一遍，場面熱鬧，活動在歡樂的氣氛

下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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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衡怡生涯規劃的足跡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關心

學生的生涯規劃，一直是中華文化及教育的重

要關注點。在過去十多年間，衡怡的同事也把

推動生涯規劃訂定為我校的關注事項。在校長

和副校長的領導，不同組別的策劃，和全體班

主任和科任老師的協作下，衡怡學生的進步得

到了基督教服務處及教育局肯定，在「關愛校

園獎勵計劃」獲得了「推動生涯規劃」主題大

獎。在校內，我們努力整合不同資料，推陳出

新，發展出如「校本一頁通」和「尋覓生涯路」

等升學資訊和措施。在校外，我們又和多個不

同機構合作，籌辦出多元化的體驗活動，如「職

塲體驗計劃」，讓學生發展興趣、認識自我和

修訂目標。近年，除了引入更多家長作策略伙

伴，更邀請在不同領域有卓越表現的學長和小

師弟妹分享經驗。月前，我校的第一屆畢業生，

現任職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助理教授

林潤發學長就蒞臨本校，親身分享城市大學收

生面試的要求。林學長還與中六的師弟妹進行

了一場模擬面試。學弟妹十分投入，積極發問，

週會完結更主動向林學長取經。

巾幗不讓鬚眉 - 

不斷成長的女子田徑組

我校田徑組多年來在學界越野賽、學界田徑賽、

各類公開賽事以及友校邀請賽中屢屢取得佳

績。其中男子組成績更是彪炳。在老師和教練

們的循循善誘下，組員不單練得一身好體魄，

當中也有不少組員在田徑比賽中建立了他們自

己的生涯規劃。近幾年來，衡怡田徑女子組員

成績越來越亮麗 ! 去年 12 月，女子田徑長跑

隊再次出戰期待已久的校際越野比賽。在隊員

的努力及隊友的支援下，本年度再次於第三組

別中奪得佳績：包括「女子乙組團體冠軍」、

「女子甲組團體第五名」及「女子團體全場總

季軍」。 日後，隊員們必定本着「永遠堅持」、

「超越極限」的信念，實現更遠大目標，繼續

為校爭光。我校另一位傑出校友，曾在 2009 

年東亞運動會獲十項全能銅牌的吳哲穎學長也

抽出寶貴時間來担任我校田徑組教練。在訓練

田徑知識和技巧的同時，也常以自己運動員的

經歷和學弟妹們分享生涯規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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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我校生涯規劃

的先驅

提到衡怡的生涯規

劃工作，就不能遺

漏我們前副校長

羅倬維老師。我

校最初的生涯規

劃的建立很多都

是由他奠基。由於他對衡怡和嶺南的深厚感情，

羅倬維副校長還是活躍於衡怡的德育、公民及

環保教育活動。他擔任我們的工作顧問，也經

常帶同學參觀和進行科普活動，藉此帶領學生

思考人生，面對未來。 

衡怡的校友和離職或退休老師都是我們珍貴的

資產，亦是我們的好伙伴，在此，謹向他們致

意。

STEM 計劃下的生涯規劃

這幾年間，衡怡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資源拓

展 STEM 教育工作。在訓練學生科技、工程和

數學新技能的同時，也讓學生從科技角度探索

自己的生涯規劃 ! 例如在去年，本校初中學生

陳嘉俊、甄梓巽、繆凱鏗 及 馬一波於 APRA 

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香港區比賽奪冠及季軍，

更取得代表香港參與台灣 2018 全能機器人國

際邀請賽的資格。最終，繆凱鏗及馬一波勇奪 

2018 全能機器人國際邀請賽 - 自主相撲賽國高

中組組別冠軍，為本校及香港增光。同學從比

賽當中取得的寶貴經驗，肯定成為他們策劃其

人生方向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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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服務研習：
嶺大學生蒐集同小歷史
體會嶺南團結情 

同小於 1964 年創校，歷史悠久，是深水埗區歷

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遙想當年，嶺南大學

香港同學會（同學會）向各級社同學及海外嶺

南團體發起募捐，募捐所得連同政府津貼，創

立同小，為失學兒童提供優質教育，為社會作

育英才，至今已 55 年。同學會更一直秉承「服

務社群」的紅灰精神，鼓勵校友積極參與社會

服務，或捐贈圖書，或舉辦講座、工作坊等，

關心弱勢社群，為社會貢獻一份力量。

是次計劃中，歷史系學生會協助拍攝獎盃和電

子化文件，以整合歷史資料，增進對同小的認

識，實踐「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嶺南精神。

同時邀請資深教師和畢業生進行口述歷史訪問，

一同拼湊完整的歷史回憶，其後輯錄成書，讓

眾人一起回顧同小歷年來的點滴故事。

服務研習計劃結合正規的學術學習、具意義的服務和不斷的反思，鼓勵同學學以

致用，並於過程中用心體會及反思學習。嶺南大學（嶺大）歷史系的一眾學生，

在劉智鵬教授的帶領下，於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同小）進行服務研習。

同學認真細閱
同小的舊相片
和文獻資料。 同學專注欣賞同小歷年來

的校服、獎牌和獎狀。

1 月 30 日下午，劉教授與 20 位同學在眾學長

的陪同下，一同參觀同小。期間漫步於校園內，

細閱文獻、欣賞獎盃、聆聽分享，讓同學慢慢

走近同小，發掘其歷史，認識這地區。

2 月 13 日下午，岑展文學長於歷史系課堂上講

述同小的歷史背景、重要變遷和其與嶺大的密

切聯繫，讓同學更深入了解同小，思考其歷史

意義，有助其後的資料整合

及研究工作。

同學於同小進行服務研習，

不僅是為同小整合歷史、

集合回憶，更能通過實地

考察和口述歷史訪問等途

徑，深切體會何謂「一日

嶺南人，一世嶺南人」的

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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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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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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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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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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