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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慶祝創校三十周年，特訂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星期五）在本校禮堂舉行校慶典禮。除此之外，本校於當天還舉行

了圖書館動工暨時間囊封存禮、翻新善述閣揭幕禮、再生能源及可持續發展學習資源中心啟動禮，透過眾多受邀嘉賓的出席

，見證衡怡無論在教育事業上，以至校舍等等都持續地發展和進步，成為衡怡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校慶日典禮

圖書館動工暨時間囊封存禮

善述閣翻新揭幕禮

再生能源啟動禮

衡怡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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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令人難忘的一年，有賴科技進步，令海內外的老牛們可於互聯網上聯絡；

在加拿大的暘社校友謝務本、羅宇剛和皓社曹家道於年底嘗試利用 Zoom 和同學們網

聚，並邀得皓社學兄施民新醫學博士作專題講座，題目為「疫苗：昨天，今天及明

天」，網會在 2020 年 12 月 21 日 ( 北美時間，下同 ) 舉行，是日出席有 73 人，包

括了各地的老、中、青校友，幾十年未見的同學，就在 Zoom 上相見，言談甚歡。

施學兄是醫學免疫學的泰斗，45 年來從事免

疫預防的研究和教授，包括哈佛大學醫學院，

Case Western Medical School。在目前的疫情下，

對於疫苗的原理、分類、歷史、製作及未來的

發展，都給我們上了時宜、切實的一課，各位

同學均獲益良多，萬分感謝。

有了這次網會成功試辦的經驗，北美的校友遂

倡議並於 2021 年初成立了「嶺南第一 Zoom」

的網上社交平台，每月定期為全球校友舉辦一

次有主題講座的網會 (Zoom Meeting)，並同時

提供在演說前及演說後的暢談交誼時段。

「嶺南第一 Zoom」

―― 紅灰健兒的網上社交平台

自該平台成立以來，得到北美校友會，香港嶺

南大學同學會會長梁延溢、副會長顏志偉、理

事岑展文、楊競初、關偉益等校友的鼎力支持，

已先後舉辦了四輯網上聯誼及專題講座，分別

是：

三月一日由暘社文尚時學兄主講的「一帶一路，

一個保險人之一點一滴」，文學兄是一位任職

國際風險管理的專業嶺南人，簡介中國一帶一

路的經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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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五日由皓社陳麗金學姊主講的「營養淺

談」，陳學姊是一位專業營養師，與校友分享

日常生活飲食營養的心得和注意事項。

五月七日由基社林植豪學兄主講的「越戰風雲：

一個美國新移民的辛酸史」，林學兄是嶺南中

學昔日籃球甲組校隊的主將，他講述從香港嶺

南中學畢業後移民美國，被徵召入伍從軍，派

去越南戰場的出生入死經歷。

及六月四日由基社鄔恒蔚學兄主講的「華人常

見的癌症成因與預防」，鄔學兄是一位癌症專

科醫學博士，他簡略分析癌症的成因和華人常

有的癌症及預防。

另於七月二日第五輯，將有由暘社戴桂冠學兄

主講的「戴桂冠書畫之書法縱橫談」，戴學兄

家學淵源，是現代書法名家。更要感謝金嗓子

皓社陳麗金女高音，在每一輯主講前後為我們

獻唱嶺南歌曲，令吾等重拾昔日在嶺南時美好

的回憶。

參加網聚的校友，人數在每輯也有遞增，參加

者除了因為講者題目吸引外，更期盼的是在屏

幕上可一睹許久不見的老同學，互相問好及重

溫彼此昔日的同窗情誼。

「嶺南第一 Zoom」中的 12 位工作小組成員，

包括紐約基社林植豪，洛杉磯雁社呂錫基，拉

斯維加斯皓社陳麗金，溫哥華皓社曹家道，卡

加利暘社羅宇剛、謝務本，香港暘社陳恩岳，

西雅圖暘社文尚時，溫哥華暘社林平清，多倫

多堅社黎名政，香港義社關偉益，多倫多斌社

盧偉基，和近日加入的香港純社顏志偉，也同

時協力推動全球嶺南人的聯繫工作，將接觸層

面不斷拉闊，以擴大各地校友間的聯繫網絡，

藉此凝聚更多老、中、青校友，發揮我紅灰健

兒的嶺南精神，消弭各地同學會級社間承傳的

斷層隔閡。

「嶺南第一 Zoom」秉承這個目標，

聯同各地校友一起邁進，重拾嶺南昔

日的光輝，期成功兮，對我等身為紅

灰子弟一份子也與有榮焉。更希望各

位紅灰兒女分享這份嶺南 Zoom 情，

邀請你的好同窗們上 Zoom 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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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年華似水年華
宿生往事追憶錄

1.「一個精美的皮具箱」

這個精美的皮具箱，是寄宿生必備的大小不一

行李箱，約 18 吋 x 30 吋，高 7 吋，主要裝載

內衣、校服、日用品，因宿舍並無衣櫃，這皮

具箱就「屈居」在牀下。取物時才拉出，正面

有堅硬真皮包著的手柄，左右有開關鎖，只要

按著鎖左右輕輕推，就可打開皮箱上蓋，形狀

似占士邦篋而較大；「鐵金鋼勇破間諜網」(From 

Russian With Love)，占士邦在狹窄火車卡內惡

鬥蘇聯特務，就是蘇特務錯誤推開鎖，皮箱一

打開，即冒噴出一股白煙霧，007 才有機會反

敗為勝。

這皮箱在小五入學時購買，記得是在嶺南校友

的永安百貨公司購買的。整整半個世紀了，現

在仍伴隨左右，對宿生而言是十分有紀念價值

的物品。這箱子在司徒拔道「寄宿」了多年，

「見證」了宿生在嶺南的多姿多采的生活。現

在追憶往事，輕輕打開皮箱所珍藏的「所見所

聞」，正好取出分享。

2.「統一碼頭的 6 號巴士」

初到港時就讀上環家居附近的學校，後因不少

海南同鄉子弟都在嶺南，所以小五時考入嶺南

並寄宿其中。

寄宿生每兩星期才可回家一次，星期六日在家

住兩晚，星期一早上就要返校，那時多數去「統

一碼頭」乘搭 6 號巴士，下車巴士站在司徒拔

道15號校門對開，橫過馬路，踏上三四梯級後，

經過校門牌匾，再沿著約 400 多石級，左行過

教務處及三四年級生宿舍，再上到第一個圓躉

休憩地，右經一潺潺小溪，步上梯級就到宿舍。

宿舍分大堂 ( 即後來的禮堂 ) 及大房。

精美皮箱購自永安百貨公司

宿舍牀位

這是教務大樓，右旁是宿舍，後改禮堂，

右下角是 6 號巴士站

陳封平

4

封面故事

嶺南通訊



5

封面故事

嶺南通訊 189期

這是第一休憩圓躉。右旁有潺潺小溪，

三數步可到宿舍。

3.「仍記憶腦海的人和事」

住在此宿舍大房的同學有蔡自強、陳香榕，還

有兩位來自泰國的姓陳同學；在大堂則有多位，

記得有家在青衣島的黃愷悌（訓育主任黃菊芳

老師是他姑媽）、來自泰國的陳漢堅、聞說大

學畢業後在溫哥華建築界享譽盛名的鄭鏡明，

以及鋼鐵大王兩子龐廷和龐創，粵語片扮大探

長的李鵬飛子李世陽……。

頭一年，舍監是陳樹廉老師，每天早上梳洗後，

先列隊在近圓躉那邊走廊接受檢查（包括檢查

指甲清潔、張開口展示牙齒清潔程度）。陳老

師又教我們結校呔。待檢查後全體同學便到操

場做早操運動，然後吃早餐。那時早餐四人

一四方枱，有中西美點，西餅兩件、紅豆粥或

白粥。

記得同枱的兩位同學，一位花名「哪吒」( 真名

不記得了 )，另一位是其父在華僑日報工作的潘

占達，他在嶺南時間不長，2000 年時得知他在

理工任要職，最妙是 70 年代和他的兄長潘占恩

做了鄰居。

4.「寄宿初期，舉目無親，
     惦念親人」

小學寄宿，初時「離家別井」師生都陌生，有

感「舉目無親」，十分思念家。

入住宿舍後，隔個星期日才可回家，這個長週

末在校，下個短週末才可返家，整整相隔十四

天才回家見親人，所以初期十分不習慣，有一

回「思家情切」，找著高幾班的同鄉周德群 ( 誠

社 ) 訴之以衷情，慇望他可幫助請假離校，他當

然也無辦法，只好接受了他的安慰，稍為平伏

情緒。

這一幕至今仍歷歷在目，記得德群當時還連同

他的好同學吳享強站在休憩圓躉的小溪旁一同

勸解的。

5.「信是有緣的同學仔」

小五入學時，有一男一女同學，男的叫張永勤，

女的叫趙欣。兩位都是走讀生，每天都是各乘

專車上學，而且各有結辮子穿白衫黑褲的女傭

伴隨到校。不知為何總給「人細鬼大」的小同

學取笑為小夫妻，他們都只讀了一年便離開嶺

南了。但幾十年來都好記得此二人名字。印象

最深刻的，聽聞張永勤是「鷓鴣菜」創辦人的

後人。

「信是有緣」的事來了，自小五起 50 年後的

2016 年竟然和張永勤這「小張」的親人相遇。

事緣是五年前，友好約飯局耍樂，稱有朋自外

國回港聚聚，共 7 人欠一雀腳，故受邀作陪客。

用飯時，才知有三位是「鷓鴣菜」的後人，其

中一人是張永勤的堂兄弟，而張永勤則成了牙

醫退休在加，不再行醫了。

是緣嗎？但無份，始終沒見到這念念不忘、官

仔骨骨的「小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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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憶「郭書謙老師」

最近，看了 CCTV 電視的「記憶」節目，主持說

讀書時，好多時影響學生品德、處事待人的，

多是中文老師。郭書謙老師是小六的中文老師，

也是一位自己念念不忘的人。

郭老師教中文，是一位好老師。個子細粒，有

一課涉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以一簡

單實例解釋： 

「好似站在交通指揮亭上的員警，只要手臂一

橫，就算港督乘坐座駕而來，也要遵守規則停

下。」

這一解釋，很是印象深刻。至今一直記著郭老

師。退休後多方想尋他不著，曾在聖公會通訊

報頭見郭老師擔任顧問的名字，但始終聯絡不

果。

前年接待回港的陳湛銓老師千金，聊及郭書謙

老師的事，直言至今遍尋不見，怎知她說她哥

哥和郭書謙老師有來往，大喜之下，請她安排

約飯聚。當時非常高興，但回家收到訊息，才

知是一位同姓同名者。只待空歡喜一場。（陳

湛銓教授曾任浸會中文系主任 1973 年應聘在嶺

南學院出任系主任，同年名儒梁簡能教授也受

聘任教。「二師學問淹博，言傳身教造就不少

國學人才」。）

7.「莫可非」老師，長週講
  《水滸傳》, 閱讀習慣由此起

當年在嶺南寄宿的長週，即六、日不准回家，

留校活動。

其中一活動是晚上聽老師講故事，印象深刻的

是莫可非老師講《水滸傳》：

林沖怎樣和花和尚魯智深結拜、魯智深在野豬

林怎樣救被充軍的林沖……。莫老師講得有聲

有色，特別講到押解員把林沖綑綁在大樹根下，

舉起利刀正想一刀斬下林沖……。莫老師戛然

而止，說若知後事如何待下回分解，也可去圖

書館找《水滸傳》閱讀。可是莫老師並不再出現；

早兩年和同學提起這事，才知莫可非老師去了

崇基擔任教席。

聽莫老師講《水滸傳》應是小五小六時，當時

因急於知林沖是否被斬，魯智深怎樣救他，等

不了莫老師，便到勞作室上面的圖書館找書，

自始養成習慣，成了圖書館的常客。

三大名著：《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

都讀遍了（奇怪可以讀得明）。只是《紅樓夢》，

翻了幾翻，始終沒興趣看下去，近年在網上看

了紅學專家周汝昌教授的精彩紅學影片，才知

何以這本名著這麼多人追棒，本以為已無眼力

無心再讀，却因莫道兄說他喜歡聽 87「經典紅

樓夢」王立平編曲的「紅樓夢音樂」, 所以觸動

了一點「雄心」，找來白先勇的「細說紅樓夢」

試讀，竟不知不覺輕鬆地讀罷「通俗版」。此

一時也彼一時也，可能現在「長大」了，感受

到「情為何物」吧！ .

當年除了閱讀這三部名著，《伊索寓言》、《阿

拉丁與神燈》、《金銀島》、《一千零一夜》、

《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都在勞作室上面

一層的圖書館先後讀完。這閱讀習慣，都可歸

功於莫可非老師在宿生長周講故事引導而起。

一個令人難忘的老師，幸甚！

至於金庸的武俠小說，那時還是非法的、不登

大雅之堂的禁書。不過不少人都暗中追捧，若

無誤記馬萬石老師也有讀，他因愛親近學生，

玩得，所以不知誰給了他「老頑童周伯通」別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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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觀光日本大丸百貨公司
  「記勞作室的 劉斌夫老師」

圖書室的下一層是設備齊全的「勞作室」，教

勞作的劉斌夫老師常駐室內，有一位助手興哥

幫手。

當年寄宿在校，某星期六長週，劉老師忽然說

趁銅鑼灣最大的日本公司「大丸」剛開張，帶

領幾個宿生去觀光，那是一個至今難忘的活

動——今日每經過「大丸」舊址，都想念起劉

老師。

當日觀光回校，劉老師還教了仿製玩具櫥櫃內

一輛可臥載嬰兒的、四輪可轉動的木頭車。圓

形車輪，是他助手興哥幫手「車」的。經此一遊，

劉老師先後教導製作不少課外作品，如展翅站

立的飛鷹木刻、通花的果盤、用颱風過後老樹

倒塌的獨特樹根製作的「藝術品」……。

工序中難度稍高的，有興哥幫手。離開嶺南後，

有次在灣仔大舞臺附近（今合和中心址），見

興哥好似受工傷傷了一隻眼，令人難過。

劉斌夫老師好人，愛丹青，是嶺南畫派傳人，

多年前，在校友會慶典曾相遇。對老師憶述起

觀光「大丸」此往事，劉老師嘴角微笑、無言

無語的眼神閃過一線奇異神采。

現在經「大丸」店址，當年入口的原具氣勢的

步行樓梯 , 現已改為電動扶手電梯了，電梯輕聲

地有節奏地滾動，有點「桃花依舊人面不知何

處去」傷感，凝目沉思，不期然有點惆悵。

有一點劉老師永遠不會知道的，2000 年中劉老

師駕彩雲仙遊時，五十多年前跟他去「大丸」

遊覽的學生與吳婉玲學姊送了他一程，完成了

一段無憾的師生緣份。

起 : 郭炳湛學兄 ( 勰社 )、劉斌夫老師、 

     何崇廉學姊 ( 翀社 )、何崇光學兄

六十年代銅鑼灣大丸百貨 ( 網上圖片 )

原具氣勢的步行梯已改為電動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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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記錢乃信校長二三事」

司徒拔道校舍，由正門入口起都有寄宿時的回

憶：

入口右邊原是菜園（即後來嶺南書院大樓），

某傍晚，曾遇見錢校長在菜園打理，憑欄觀賞

時，最奇怪他竟叫得自己的名字——那是小六

時候，晚飯後的事。此後與錢校長建立「菜園

交情」, 他每每喜歡問「封平，今晚吃了幾碗飯」

有點感到溫暖在心頭。記得在菜園有時會遇著

校長的兒女錢肇昌和肇平。

入門約十數級左邊是校務處。中三時上學期鄧

公嗣雄老師教英文，期考 72 分，下學期鄧公不

幸中風，來了個年輕鬼妹，期考只有 59 分，祇

因此科而要留級。

家長陪伴試見李富錦班主任，班主任帶往校務

處見麥贊光教務主任；麥主任縱覽過往多年成

績，教訓和勉勵了兩句，在成績表上蓋印准予

升級；怎知自己因開心過度，驚動錢校長，他

不念「菜園交情」而批不許可。這是促成中四

時離開嶺南轉去青年會中學的原因。這一轉校

似乎對自己有些好的改變；每天乘坐電車上學，

不知不覺乘坐下層也不覺得失面子（上層貴一

毫，在嶺南時是不肯坐下層的）……後來成婚

的太太也是中四時在新校結識的。自不然記起

那首「福哉繫連妙結歌」的歌詞。

奇妙的還有原嶺南的班主任譚榮燊老師、教高

中的莫耀焜中文老師（博學，教導有方者）、

聖經的李景新老師也轉來青年會任教。可能青

年會是津校薪津高，當時羅致了很多好老師。

大概 1967 年曾重踏校務處，為的是父母在泰國

的侄兒陳穎炎申請入學寄宿嶺南，重遇校長，

似乎他忘了當年的事。侄兒陳穎炎在嶺南畢業

後返回泰國，繼承父業經營建築建房屋，不少

客戶是達官貴人；他在嶺南的一位姓劉的好同

學則學有成為牙醫，忘記了劉校友的名字和班

社，但記得他是劉永生醫生的兒子，聞說有一

間劉永生中學是他父捐建的。

右三 : 錢乃信校長 左一 : 司徒衛先生 .

港督參觀嶺南，錢校長在校門前解釋

校徽設計的原意

青春少年期 郊遊南丫島

鄭守恕英文科老師

站立者張志強，右陳封平 ( 未近視 )，

坐在鄭老師足下者陳倫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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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拾梯而上，第一個圓石躉台，右邊有一道小

溪，小溪旁是住過的宿舍（5O 年代末），6O 年

代改為禮堂。錢乃信校長曾在此禮堂直斥體育

老師李超光老師。事因校際籃球比賽主力龍彼

得同學聚眾玩啤牌，被記過要革除學籍，李老

師求情延期執行，希望准予先參加「坐亞望冠」

的總決賽才開除出校。這引起鐵臉無私的錢校

長在禮堂當眾斥責李老師的不正確思維。此幕

印象深刻，對自己日後處事有莫大正面影響。

再上是第二個休憩圓躉、沙池、足球場、籃球

場……及當年的新宿舍（即後來的嶺南小學校

舍 ）……，都有難忘的往事。

10.「東半山嶺南優山美地，
       感恩可作嶺南牛」

回顧五十年代初，戰後的香港，市面百業待興，

經濟並不好景，我們有機會入嶺南寄宿，相信

所費不菲，當時的學費和宿費是不便宜的。

位東半山的嶺南校址佔地廣大，俯瞰整個跑馬

地，遠眺見海景，無論以當時的與今日的全港

中小學校舍相比，可說是罕見者。可惜母校教

育機構決策者輕易把美地與政府作了交換，不

少「嶺南牛」深感無奈。「真光豬」「嶺南牛」

「培正馬騮頭」, 唯獨嶺南缺了可凝聚紅灰精神，

讓校友懷舊的老年校舍。

「此情可待成追憶」，但無論如何，我們青少

年的黃金學習生活能在此渡過，可算十分幸運

了。

11. 寄宿生活往事趣聞難忘

有一段「趣聞」，不知有無宿生學長提及，可

能「兒童不宜」，不便公諸於世，現在大家已

踏進耆耋近耄耄之年，可記下博一笑。

寄宿年代，我們由舊禮堂搬去沙池上面的宿舍

（即飯堂樓上），每日冲涼，照規矩圍著一條

「白毛巾」走到樓下近山邊一角的浴室輪候，

那時已開始踏進發育時期，身體開始生理變化，

如男的上唇邊可能現鬚根……，下則隱約見「嫩

草」，有些早見有些未現，好奇而頑皮的在輪

候時，會「突襲」前後的，扯去別人身上「白

毛巾」探個究竟，引起「嘩然」是常態。

多年前在一次宴會遇着曾在廣州嶺南寄宿的長

者校友，笑言這「扯毛巾探秘」之舉是宿生的

「傳統」，聞說當年有意參選特首的羅氏嶺南

牛便是此中「百厭者亅。

12.「芭蕉精」流言添寒氣；
       Q&A 可取得好成績」

講起「傳統」，初寄宿不久就流傳：每年午夜

的 12 月 12 日 12 時 12 分 12 秒，就會有「芭

蕉精」出現，越接近此日子，傳得越鬧哄哄，

令寒夜更添寒氣。

早年入學宿生學長應記得此流言？

還有長記在心的，每早擦牙洗臉後舖好牀到球

場晨操，聽著老師的哨聲節奏（Be, Be 聲），

照著老師的舉止伸展手足，這是很美好的「傳

統」，此生難再有此情景。

記得每天早晨舖好牀，乖乖站在牀邊，讓舍監

巡查，因執得出色的可記優點一次；三個優點，

可積成一小功。如果在校犯錯被記缺點，可以

以優點抵銷缺點，不留「案底」。如記憶無誤，

期考成績好的「優異生」除了金榜題名，報告

板貼通告，還有優點記錄；成績平平無奇的宿

生，用心執牀舖，也可取得優點。

記憶中本社的歐宇勳、毛銳堅、許家珠……都

是「金榜題名」的常客，取得「優異生」如吃

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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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與雁社的優異生常客雲維岡、呂鍚基茶聚，

楊競初也在座，請教他們讀書的方法，原來

Q&A 是他們的秘笈，即兩人溫習時互相問答。

這對住校的宿生而言十分利便。今在求學的學

弟妹可參考。

在宿舍養成舖牀的習慣，已成生活習慣，至今

「引以為榮」每天執牀不誤。

跋 : 這篇「宿生往事追憶錄」要感謝毛銳堅主

席的約稿，才引起這些美好回憶，也感謝銳堅

兄多年前在炮台站久別偶遇，才得以重聚嶺南。

寄宿養成的又一習慣，是星期一至五不習慣出

街，直至開始「拍拖」才慢慢改變。

寫到此，耳畔忽跳出家人在小五入學時一句話：

「在校的小食部，不妨請學友仔飲吓嘢、吃吓

嘢。」這個習慣沒有機會養成，原因之一是嶺

南的「富二少」不少，不少人少見有此習慣，

自己也只好「入鄉隨俗」，不敢踰矩。

回歸翀社之初，有機會參加翀社活動，全因吳

婉玲學姊的熱情聯絡促成，併在此感謝。

想著從前的舊事，如在目前，寫得興致勃勃，

追憶似水年華，如夢如幻，遺憾的是「青山依

舊在」校址已面目全非。離開嶺南幾十年後，

曾多次在寶雲道俯瞰舊校舍，「偷偷看，偷偷

望」緬懷往昔，現在校址已建成億元豪宅，望

之無情只剩下一點唏噓！

寶雲道是學校每年舉行運動會運動員練習的天

然跑道，照本社群組提供的資料顯示，歷年取

得運動獎牌無數，無愧「嶺南牛」稱號。與灣

仔峽道交界處有一避雨亭，那些年亭內有「一

攤檔」專門售賣醃漬食品如蘿蔔、酸薑……，

記憶中味道酸辣香甜，想起也垂涎欲滴，對久

困在宿舍的宿生而言，是十分吸引的；一些跑

步如「真光豬」的我輩宿生，為嚐此美食，多

會報名參加田徑賽，藉此走出「樊籠」上寶雲

道練跑，嚐嚐「醒胃」美食。

現在避雨亭經修建後依舊在，但「售賣小食攤

檔」和司徒拔道十五號「嶺南校舍」共同體，

已不復見踪影了。

2021.1.18

3 月 25 日訂正稿

10嶺南通訊 189期



11

校友消息

嶺南通訊 189期

嶺大校友李瑞明博士於 2020 年 8 月 6 日與世長辭，

享年 98 歲。李博士生於廣州，幼時於當地接受教

育，1942 年考入戰時韶關仙人廟嶺南大學文學院

經濟系，期間響應國家號召，參軍抗日，抗戰勝

利後返回康樂原址畢業，獲頒文學士。

李瑞明博士 (1947 超社)

敬悼

畢業後李博士一直心繫嶺南，為嶺南在香港復

校貢獻良多，除了是當時籌建委員之一，1967

年香港嶺南書院正式成立後，李博士更出任首

位註冊主任，期間開展多項學生工作，包括成

立學生會等。李博士亦積極為嶺南人貢獻，

1964 年出任嶺南同學會小學的創校校長，曾歷

任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義務秘書、同學會出版

委員會主席、《嶺南通訊》創刊編輯及總編輯

及嶺南文獻委員會委員等。

李博士於90年代移居加拿大後，利用退休餘暇，

專注整理校史，編寫或翻譯了四本與嶺南有關

的書籍，包括《南國鳳凰：中山大學嶺南（大學）

學院 》、《嶺南大學》、《嶺南大學文獻目錄：

廣州嶺南大學歷史檔案資料》及《鍾榮光先生

傳》英文譯本，亦曾於不同刊物發表與嶺南歷

史相關的專題文章。李博士更毫不吝嗇地向嶺

大圖書館捐贈自己所收藏的嶺南文獻，豐富了

嶺大圖書館的館藏。此外，李博士於 2015 年 2

月接受《嶺大校友》的訪問，分享了許多嶺南

鮮為人知的故事 ; 他也喜與《嶺大校友》讀者分

享其參與校友活動及生活點滴。

李博士畢業多年來均以不同形式回饋母校，多

次從加國回港參與嶺大活動，並捐助母校，幫

助學弟學妹，體現嶺南人團結互助的精神。他

亦與一眾居於加拿大的嶺南校友建立了深厚的

情誼，多年來積極參與多倫多嶺南同學會所舉

辦之活動。

嶺大同寅對李博士的逝世深表哀

悼，並向李博士的家人致以最深

切的慰問。李博士對嶺大深厚的

情誼及不遺餘力的支持將永遠存

活於我們心中，成為一眾嶺南人

的榜樣。

以上文稿和相片由嶺南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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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校友伍沾德博士於 2020 年 10 月 29 日辭世，

享年 98 歲。伍博士生於 1922 年，就讀嶺南小學

及廣州嶺南大學附屬中學。高中畢業後因戰亂，

幾經波折下入讀廣州嶺南大學的商科。大、中、

小學均接受嶺南教育的伍博士，與母校同行超過

80 載，一生心繫嶺南，並秉承「作育英才 ‧ 服

務社會」的精神，為嶺南、為香港、為國家作出

了無私的奉獻。

伍沾德博士 (1947 超社)

敬悼

伍博士最為人所樂道的成就，便是創辦了享負

盛名的餐飲集團——美心集團。伍博士曾經形

容他的飲食事業是「得於嶺南」，因為他於就

讀廣州嶺南大學時曾與同學組成膳食組，負責

管理飯堂，為同學謀福利，此經驗成為他往後

創辦餐飲王國的一大啟蒙。

畢業後，伍博士與兄長伍舜德先生在 1956 年於

中環開設美心餐廳，開創了香港華人經營西餐

廳之先河。1970 年，伍博士為大阪萬國博覽會

香港館提供廣東菜式，聲名大噪，奠下美心集

團在港經營中菜之基礎。1979 年中美通航，中

國航空當局希望美心集團能為航機配餐；伍博

士親力親為，促成集團與北京航空當局組成中

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

司」，並榮獲「外資審字［1980］第一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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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於 1980 年正式開業，為航機配餐；後來伍

博士將北京的成功經驗應用到全國各地的機場，

協助中國民航事業走上現代化道路。美心集團

在伍博士的領導下，業務不斷擴充，至今已成

為亞洲其中一家最具規模的餐飲集團，業務遍

及國內及東南亞，成績斐然。

除了在事業上有卓越的成就外，伍博士對嶺南

的教育事業發展亦貢獻良多。他曾出任嶺南大

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嶺南大學校董及嶺南教育

機構成員。1987 年，伍博士向國家教育委員會

申請於廣州嶺南大學原址復校，實現其「嶺南

教育，重現康樂」的宏願。1989年，嶺南(大學)

學院於廣州正式成立，伍博士出任第一屆董事

會主席，帶領學院發展為於國內名列前茅的商

學院。對於在 1967 年在香港復校的嶺南大學，

伍博士除了多次捐款及身體力行支持大學活動，

更捐建了兩所演講室及成立「伍沾德博士伉儷

傑出服務獎」。

伍博士超卓的成就及貢獻獲得廣泛的讚譽及肯

定。2008 年，中國企業改革發展研究院為表揚

伍博士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卓越貢獻，頒予「中

國改革開放３０年十大突出貢獻人物」榮譽稱

號。香港特區政府亦先後於 2001 年及 2009 年

頒授銀紫荊星章及金紫荊星章以表揚伍博士在

推動香港飲食業及旅遊業的傑出成就。伍博士

亦於 2009 年獲嶺大頒授榮譽工商管理學博士

銜，對其於商界的傑出成就及對嶺南、乃至於

整個社會的重大貢獻作出肯定。

嶺大同寅對伍博士的逝世深表哀痛及懷念，並

向伍博士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伍博士一

生秉承嶺南紅灰精神，其取諸社會，回饋社會

之高風亮節，實為嶺南人的傑出典範，更為後

人景仰。

以上文稿和相片由嶺南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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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多，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嚴重影響了香港和全球人類的生活。為了幫助嶺

大畢業生渡過經濟逆轉帶來的困境，大學於 2020 年成立了畢業生支援基金 ( 下稱

「基金」)，推行多項學生援助措施。基金獲得廣泛熱心人士的支持，直至目前為

止，一共籌得約 200 萬港元，連同大學注入的其他捐款，合共 400 萬港元，成功

讓 600 多名畢業生受惠於各個獎學金、師友計劃、實習計劃及初創基金等項目。

嶺大畢業生支援基金

目前，有超過 85% 的 2020 年畢業生已經就業，

另外有 9.5% 畢業生繼續深造，在目前艱巨的經

濟環境下，有此佳績，實在感到欣慰。由於基

金及相關的抗逆項目獲得非常正面的成效，大

學決意繼續維持基金所支持的項目至 2022 年，

受惠對象亦將會涵蓋 2021 年的畢業生。

捐款可協助延續基金的使命，也為嶺大的畢業

生謀福。現凡捐款港幣一萬元或以上，即可在

校園的「感恩樹」金屬葉片上永久刻上您或您

指定的名字或對摯愛的心意。

有 關 基 金 或 感 恩 樹 籌 募 活 動 的 詳 情， 請

瀏 覽 https://www.ln.edu.hk/support-fund/ 或

https://www.ln.edu.hk/cht/oiaaa/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current-events/tgt/ 

嶺大商學院再獲

國際商學院協會

頒發認證

國際地位備受肯定

嶺南大學商學院最近再度獲得國

際商學院協會（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簡 稱 AACSB） 頒

授該協會為期五年的國際認可資

格，是嶺大商學院自 2011 年首

次獲得該協會的認證後，第三度

獲此殊榮。是次評審反映學院在

教與學、持續發展、策略管理，

以及創新方面，均有持續傑出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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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紫外光消毒機械人以 360 度全方位紫外光

照射進行消毒，可照射到場所的每個角落，透

過波長 253.7nm 的紫外光燈破壞有害微生物的

遺傳物質，從而阻隔病毒和細菌在物件表面和

空氣中的傳播，可殺滅百分之九十九的病毒、

細菌和真菌。 

由於在 UVC 紫外光直接照射下，人體皮膚及眼

睛會受到傷害，因此機械人採用全自動技術，

無需人手操作，節省人手的同時，更可在處所

非繁忙時間進行清潔。機械人配備了光學雷達，

能於不同的場所進行激光地圖測繪，掃描附近

地形及障礙物以規劃消毒路線，進行智能巡航，

特別適合在學校、護老院、復康院舍、圖書館

和運動場館等多種大型場所進行自動消毒。 若

使用機械人為 400 平方呎的空間進行消毒，過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各大公眾場所的清潔更顯重要。嶺南大學繼去年研發利

用 UVC 紫外光消毒燈，免費為過千劏房戶作家居消毒後，今年更進一步，設計了

專為大型場所而設的智能紫外光消毒機械人，其智能電腦程式能於場所關閉時提

供自動的全方位消毒服務，全程無需人手操作，其效能遠勝人手以 1:99 漂白水消

毒，速度更快 5 倍。

嶺大研發智能紫外光消毒機械人

為大型室內場所全方位快速消毒

程僅需 10 分鐘，而且能照射到場所的每一個角

落，省時方便。機械人更設有智能感應裝置，

當檢測到人和動物時能夠立即自動停止運作，

確保安全。

嶺大創業行動總監高永賢博士（左）、嶺大

創業行動系統工程師 Brian Katona（右）。

國際商學院協會的評核小組讚揚嶺大商學院擁

有完善的策略管理程序、良好的教學人員管理

政策和課程管理程序，而學院的課程亦與大學

致力推動的博雅教育和全人發展互相呼應。

嶺大商學院院長冷明明教授表示，嶺大商學院

再獲國際認證反映學院致力與最高的國際水平

接軌，並持續在學術上力臻卓越、培育專業人

才。他說：「我衷心感謝學院的教職員、學生、

校友和友好，在追求卓越學術方面的努力不懈

和鼎力協助。學院再次獲得認證，證明嶺大在

提供優質的教與學、發表高水平學術研究、推

動知識轉移，以及提升學院國際化程度的卓越

表現。此外，該協會的認證能大力推進嶺大實

踐博雅教育的全球發展。」

國際商學院協會於 1916 年成立，是全球歷史最

悠久、規模最大的商學教育聯盟，聯繫教育工

作者、學生和企業，以培育新一代的商界領袖。

該協會為全球 100 個國家或地區的商學課程進

行評核，致力連繫院校、加快創新和擴大對商

學教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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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學院）於 2021 年 2 月及 5 月先後舉辦網上開放日及網上

開放日 2.0，一站式分享副學士、高級文憑、文憑及毅進文憑最新入學及課程資訊、

多元升學途徑和不同行業的發展前景，共吸引近一千人次參與，包括中學校長、老

師、學生及家長。

嶺南LIFE網上開放日2021

開放日活動豐富，設有多場實時直播的網上專題

講座，涵蓋人文學科、商學及社會科學等不同

範疇和專業領域的最新發展及出路，包括幼兒

教育、中文媒體寫作及製作、哲學、體育運動、

創業、風險及保險管理等。講座由學院導師及

業內專業人士主講，即時與參加者互動對話。

 

焦點主題包括《幼教、淨係教？》、《假新聞

哪裡假：新世代、新媒體如何看懂真相》、《人

工流產是否合乎道德？》、《身份同一問題》、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專業發展前路》、《由奧

運代表到大學講師》、《創業歷程經驗分享》

及《有危自有機，風險也可管理》。

其中人文學科公開講座《菊花殘，滿地傷：當

歌詞遇上文學》更是大專體驗課，讓同學了解

大專學習模式；學院導師以流行歌曲為例，帶

出文學、歌詞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另外，學院亦為中學校長及升輔組老師舉辦《中

六生升學出路及學生分享》講座，介紹中六畢

業生的升學出路及解答升學疑問，學院同學亦

有現身分享學習點滴。

 

開放日亦設網上課程諮詢環節，學院導師以一

對一、「同學問，老師答」形式，深入解答大

家對學院課程上的疑問，助同學選擇適合自己

的升學路向。其他精彩活動包括畢業生分享、

學生作品分享及校園導賞，並提供最新課程資

訊供下載。歡迎到下列網址重溫開放日內容：

深受年輕人歡迎、以幽默有趣方式推廣哲學的

「好青年荼毒室」成員李康廷先生（李四）（中）

及楊俊賢先生（鹽叔）（左）跟大家論哲學，探

討甚麼因素令隨時間變化的「我」成為同一個

「我」。

友邦保險區域經理及副財富管理總監胡淑屏小

姐（右）闡述如何透過風險、保險及財富管理，

從危機中尋找機會。

嶺南 LIFE 網上開放日

2021 直播重溫
life.ln.edu.hk/openhouse2021

嶺南LIFE網上開放日2.0

直播重溫
life.ln.edu.hk/openhous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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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		 黃志光

副主席　：		 呂岳枝

義務司庫：		 趙志榮

義務秘書：		 唐正馨

董事名單

陳仲然　　　　陳文達　　　　陳　斌　　　　趙志榮

招天聰　　　　蔡祖光　　　　方志華　　　　符之福

關志信　　　　林棣權　　　　梁松聲　　　　李錦祺

李成新　　　　老元迪　　　　呂岳枝　　　　馬學嘉

梅樂活　　　　潘國華　　　　譚國權　　　　譚國威

滕慕蓮　　　　唐天燊　　　　韋業嘉　　　　黃志光

黃昭儀　　　　黃伯鏗　　　　胡志偉　　　　伍步剛

翁燦燐　　　　韋晳然　　　　唐德曼　　　　方英姿

嚴康焯　　　　林仲岷　　　　曾婉媚　　　　唐正馨

梁婉儀　　　　吳桂華　　　　馬耀添　　　　黃慧儀

潘柏源　　　　趙不求　　　　梁延溢　　　　陳加恩

岑展文　　　　黃達琪　　　　羅林渭　　　　黎雲龍

盧震宇

嶺南教育機構網站 :	www.lingnan.org .hk

嶺南教育機構

董事及行政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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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6 月 26 日上午 10 時，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2021 屆畢業典禮在葉葆定堂三樓李惠荃

講學廳順利舉辦並進行線上直播。現場的師生代表與身處各地的畢業班同學和家長，

共同見證這一難忘時刻。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院長陸軍教授、黨委陳險峰

書記、副院長才國偉教授、黨委黃濤副書記、

學院教師代表及學院 2021 屆畢業生代表參加了

畢業典禮。本屆畢業典禮由學院副院長陳剛教

授主持。

典禮開始前，陸軍教授、陳險峰書記、才國偉

教授、魯曉東教授、李勝蘭教授、王燕鳴教授、

周先波教授、徐現祥教授、何興強教授、劉彥

初副教授和林建浩副教授等 11 位主禮嘉賓，在

激昂的音樂與熱烈的掌聲中步入會場，至主席

台就座。

陳剛教授宣佈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2021 屆畢業典

禮開始，在場師生全體起立，奏唱中山大學校

歌、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院歌。

陸軍院長首先向嶺南學院的老師們表示敬意，

向同步觀看典禮的嘉賓、董事、家長以及親友

們表示感謝，特別是向嶺南學院 2021 屆的畢業

生們表示熱烈祝賀，祝賀畢業生們完成了人生

一個重要的階段。陸院長表示，再過幾天我們

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在過去一百

年中，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同學們應

該慶幸我們生活在和平年代。網路上曾掀起關

於「躺平」話題的討論，對此陸軍院長強調，

「躺平」跟嶺南學院的基因格格不入，希望各

位畢業生傳承「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的校訓精神和嶺南紅灰精神、嶺南牛精神，成

為「德才兼備、領袖氣質、家國情懷」的中大人。

陸院長告訴同學們，各個時代的年輕人都面臨

各種各樣的挑戰，要不懈努力，從實際出發迎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

2021屆畢業典禮

陳剛教授主持畢業典禮

主禮嘉賓

奏唱中山大學校歌、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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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接挑戰。最後，陸院長希望同學們繼續關心和

支援學院的發展，康樂園不僅是同學們現實的

家園，也是同學們精神的家園。

嶺南學院董事會黃達琛副主席首先代表董事會

祝賀 2021 屆畢業生在嶺南學院順利畢業。黃副

主席希望各位同學謹記伍沾德學長「一日嶺南

人，一生嶺南人」、「嶺南畢業證書有如一張

欠條」的話語，將嶺南學院院訓「作育英才，

服務社會」作為人生座右銘，以服務社會為目

標。黃副主席指出，自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正式

掛牌成立以來，董事會為學院發展付出巨大心

血，與全體學生及教職工們不懈努力，終取得

偉大成果。他表示，董事會將一如既往支持中

山大學和嶺南學院的教育事業，盡心盡力為國

家培養人才。最後，黃達琛副主席告訴同學們，

遍佈海內外的嶺南同學會歡迎你們，期望同學

們懷著一顆嶺南之心，融入嶺南精神，並為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1 年最優秀本科畢業生獎頒獎

為紀念學院林植宣博士，自 2008 年起，學院董

事會設立了「紀念林植宣博士——最優秀本科

畢業生獎」，並於每年我院畢業生中評選出一

名優秀畢業同學獲獎。今年該獎項由 2017 級金

融學專業本科畢業生鄭詩雅同學獲得。

2021 年最傑出本科畢業生獎頒獎

為紀念黃華名譽主席對學院教育事業創辦和發

展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學院董事會特設立了「紀

念黃華名譽主席——最傑出本科畢業生獎」，

今年該獎項由 2017 級金融學專業本科畢業生鐘

子健同學獲得。

  

2021 年 IMBA 優秀畢業生獎

為紀念葉葆定名譽教授對學院的突出貢獻特

設立「IMBA 優秀畢業生獎」，今年該獎項由

2019 級全日制國際工商管理碩士專業碩士畢業

生崔穎詩同學獲得。

  

院長陸軍教授致辭 董事會黃達琛副主席致辭 院長陸軍教授為鄭詩雅、鍾子

健同學頒獎

副院長才國偉教授為崔穎詩同學頒獎

2021 年優秀學位論文獎頒獎

院長助理劉彥初副教授、魯曉東教授為校優秀

論文獲獎同學代表頒獎

李勝蘭教授、王燕鳴教授、周先波教授為院優

秀畢業論文的研究生代表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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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嶺南(大學)學院

2021 年「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評選

學院從 2012 年開始在本科畢業生中開展評選

「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的活動，受到同學們

的歡迎。今年，我院在本科生中評選出的「對

我影響最大的老師」是林建浩副教授。

 

林建浩副教授作為教師代表致辭。他與大家共

勉三句話。第一，胸懷天下，開創事業。人類

文明已經到了新高度，中國發展也到了新起點，

在這個大時代，希望大家能夠順勢弄潮，開創

事業，深耕不輟；第二，做一個正直、善良、

勇敢、堅毅的人。正直和善良是一種選擇，勇

敢和堅毅是一種修煉。成功往往是在勇敢的突

破和簡單的堅持中不期而至；第三，認識自己，

與自己和解。凡事總有事與願違之時，無論順

境、逆境，希望大家能夠與自己和解，接納不

完美的自己。

為畢業生頒授社旗

進入嶺南的每一級同學都有一個社名，按畢業

的年份確定，在學校的日子裡，開展活動以社

為單位進行，畢業後回校活動也以社作單位進

行。這一嶺南標誌性的文化傳統，有效地凝聚

了嶺南人的共識與力量。2021 年畢業的同學為

「展社」，畢業典禮上，院長陸軍教授、黨委

陳險峰書記為學生代表頒授社旗。

 

展翅高飛，鵬程萬里

典禮接近尾聲，畢業生代表到台前領唱《畢業

歌》，2021 年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畢業典禮在悠

揚的歌聲中正式落下帷幕。這場特殊的雲端畢

業典禮，線上與線下聯動，同樣隆重和溫馨。

最後，祝福展社同學畢業快樂，展翅高飛，鵬

程萬里！

林建浩副教授致辭 院長陸軍教授、黨委陳險峰書記為學生代表頒授社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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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課期間對學生的關顧

疫情肆虐，復課之期不定。縱然如此，學生的

學習是我們的首要考慮，在教育局宣布停課後

不久，便立即透過網上學習平台展開學與教，

制定「停課不停學」的校本政策。過程分為兩

個階段，教學團隊在第一階段的網上學習進行

了課程調適，統一的學習內容及課業定時於網

上發改，有助學生重整及建立學習規律，達到

「停課不停學」的目標之餘，也有助家長了解

子女的學習進度。及後當一切技術支援準備就

緒，第二階段網上實時教學隨即開始，又推行

閱讀計劃、術科學習、中三選科活動及學科周，

以進一步優化學與教。學校在停課期間保持與

各持份者溝通，以確保切合時勢及符合各持份

者的需要和期望。

與此同時，我們仍然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各

組別均為學生重新設計網上學習材料，其中包

括德育課、親子劇場、興趣小組，又鼓勵學生

參與外界比賽，繼續發揮潛能。另外，為著同

學的健康設想，我們持續為同學提供抗疫資訊，

又特別增設「嶺南小鬥士」獎勵計劃，以鼓勵

學生自我管理及持續努力，為復課做好準備。

家校合作當然不可或缺，班主任每周與家長電

聯，以進一步了解同學的需要，為同學提供課

內課外各種支援，全面關顧學生。

嶺南中學

嶺南中學

瑾社畢業典禮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文憑試一再延後，同

學相聚的日子也似乎遙遙無期，因應疫情緩和

之際，我們憑著「奮前莫畏難」的精神，於九

月二十六日舉行瑾社畢業典禮。

校監擔任是次畢業典禮的主禮嘉賓，頒過畢業

證書之後，代表一眾台上校董會成員為畢業生

送上最摯誠的祝福，而畢業生代表也表達了一

眾同學對老師和學校的謝意。場刊製作精美，

盛載著中六同學滿滿的回憶及全體老師對畢業

生的寄望。再次祝願應屆「瑾社」畢業生實踐

理想，活出如美玉般的豐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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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中學

重點視學的回饋

2020 年 6 月底，教育局的視學人員前來本校進

行一連三日的重點視學，通過閱覽文件、學與

教資源、學生的課業樣本，以及與學校成員和

主要持份者面談，了解學校當時的情況。本校

在停課期間的學與教籌劃和對學生的成長支援

工作，持續追求進步的精神備受視學人員讚賞；

而視學報告中的要點如下：

• 學校能因時制宜，及早展開停課期間的學與

教規劃，先是編排網上發放學習材料和課

業，後來為開始網課做準備，在編訂時間表

之餘，同步為師生在硬件和軟件上提供支

援，並於一周測試暢順後全面落實。

• 「停課不停學」的政策清晰透明，學校與教

師緊密溝通，令教師清楚掌握學校的部署和

要求。班主任持續與學生保持接觸，關心學

生的生活和學習，學生均能感受老師的關

愛。

嶺南中學

• 正常上課時原有的活動得以維持，如學科

周、生涯規劃及中三選科活動均改為網上進

行。當網課運作成熟後，加入術科學習，如

音樂欣賞、「齊來做運動」及 STEM 問答比

賽。另外，圖書館推出電子閱讀計劃，效果

良好。

• 支援措施適切而周到。以三層支援模式分階

段策劃學生成長支援工作，目標清晰，包括

紓緩學生的情緒壓力、改善學習習慣和加強

社交聯繫。又發展「嶺南小鬥士」計劃，以

富趣味的闖關遊戲形式，鼓勵學生訂立目標

及培養良好習慣。

• 學校視家長為促進學生在家學習和發展的重

要伙伴，與家長緊密合作。學校利用一向的

溝通平台向家長發放資訊，教師主動通過陽

光電話向家長了解學生的需要，並提供適切

支援。復課後，安排「身、心、靈」家長工

作坊，獲家長稱許。

學校於停課期間的處理方法值得借鏡，因此，

教育局特意邀請校長及副校長於 8 月底與其他

學校分享成功經驗，有關內容已上載教育局網

站，歡迎大家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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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中學

同學各展所長

應屆畢業同學文憑試成績優異，升讀八大的同

學人數眾多，畢業生均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此

外，同學優異的學術表現不但從文憑試反映出

來，而且獲得數據驗證。從「2020 增值報告」

所見，本校屬全港增值最高的 5% 學校。學生

的進步是我們的最大成就，我們會繼續秉承「紅

灰精神」，孕育一代又一代的嶺南人。

學術以外，學校於停課期間繼續鼓勵同學積極

參與各項外界比賽，一展實力。其中董懿瑩同

學勇奪「愛基金校園生命工程學界多媒體創作

比賽」的「海報圖像創作比賽」聯校總冠軍。

她的創作靈感源自縱使肺炎肆虐，仍然慶幸關

愛自己的人在身邊；她的作品為每位市民送上

祝福，寄望疫情早日完結。董懿瑩同學再度在

教育局舉辦的「守法」及「同理心」海報設計

比賽中獲得中學組優異獎，鼓勵學生發揮創意，

推廣「守法」和「同理心」的重要。

參加「模擬法庭」法律教育活動

本校共 21 位中四及中五學生參與由善導會舉辦

的「模擬法庭 ˙ 公義教育計劃」，主辦單位為

學生安排一系列專業法律教育活動，由執業大

律師引導學生學習法律知識，協助學生從不同

角度探討犯罪行為的後果和影響，加強學生的

守法意識。受訓期間，學生從中了解控方律師

的責任、分析案情、查找疑點、設定盤問證人

問題，比賽前學生反覆練習，歷時三個多月，

學生明顯較前更具信心，思辯能力和團隊合作

能力都有所提升。比賽當日學生表現積極和投

入，更獲大會評判肯定，成果令人鼓舞。

 

五信班  王樂詩

今年很幸運能夠參加「模擬法庭」活動，很享

受備戰過程，收獲豐富，如了解一些法庭的程

序、學習多角度分析問題、團隊合作等；大家

都付出很多時間，而律師、老師和助教也為此

盡心盡力，他們的教導和鼓勵讓我們能更有信

心應戰。

五信班  黃榆真

「模擬法庭」活動是千載難

逢的機會，了解專業的法律

界， 也 能 培 養 法 治 精 神。

比賽前我們多次修改講稿內

容，以恰當的語氣和言行舉

止，模仿律師的形象和工

作。有賴法律導師的鼎力相

助，加上同學們的不恥下

問，互相合作，我們才能進

步神速，享受比賽過程。這

次活動令我更有自信，增強

應變能力和建立是非觀，這

有助我日後的生活涯規劃，

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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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這一年間，因為疫情關係，課堂教學受到不同

程度的干擾，學生須在家進行網課，課外活動

大部份都停頓了，偌大的校園少了同學們的歡

笑聲，彷彿失去了活力似的。但在嶺鍾中，卻

另有一番景象，因為校方利用這時段大興土木，

在校舍不同地方進行大小的翻新和優化工程，

改造活動空間，添置新設施，以提升學校硬件，

讓師生在一個更愜意、更理想的環境裏生活。

把新翼地庫改建為宗教活動室，可讓傳道人在

寧靜的環境下與學生進行宗教活動，加強校園

的屬靈氣氛。

有蓋操場安裝 3 部 86 吋大電視，又加設投射屏

幕，可令這場地變身成為觀賞視像的大堂。

地下走廊兩旁增置多張高桌，提供師生閒聊、

學習、討論的聚腳點。此外，在各班及教師簿

櫃配上不同顏色的收納籃，整齊美觀，令整條

通道更添姿彩。

陳德泰禮堂也進行大變身：重鋪地板，更換 12

部分體冷氣機及窗簾，加上 4 色塑膠座椅，令

日後置身其中進行慶典活動時，更感舒適。

除了禮堂，全部普通課室也更換簇新的學生枱

椅，令班房有煥然一新的感覺，有助提高學習

興致。

而科研創建室 (STEM LAB) 也將提升設備，因為

學校已成功申請「IoT智能課室節能學習計劃」，

撥款添置 IoT( 物聯網 ) 智能感應器，用以控制

風扇、電燈、排氣、冷氣、投影機等裝置，將

教室打造成實際的 IoT 環境。這能有效地啟發

學生對科技的興趣，並有助加強他們的節能意

識。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優化校園環境   改造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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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奪綠色學校金獎

嶺鍾中多年來致力於健康

校園與環境教育發展，在

全體師生努力下共創豐碩

成果，並得到社會各界的

支持和肯定。

2021 年 2 月， 本 校 通 過

專 業 和 嚴 格 的 評 審， 從

「環境政策及校園環境」、

「環境管理措施」、「環境教育規劃與實施」

及「環境教育的成效」四方面評估學校表現。

憑著全校師生的積極參與，最終獲得環境運動

委員會及環境保護署頒發「第十八屆香港綠色

學校獎金獎」及「『零即棄』校園大獎」——

傑出獎。今次是自 2018 年後本校第二度獲頒

「香港綠色學校金獎」殊榮，足見綠色生活態

度已經植根在師生的日常校園生活中。

大會評審非常欣賞校內多項綠色設施及全面的

環境教育活動，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學習和實

踐綠色生活態度。當中包括拍攝綠色微電影及

教育短片，利用校園電視台及網上視訊頻道向

學生和公眾推廣環保訊息；全校每日量度廚餘

及固體廢物，各班更設有「惜福大使」，協助

監測學校的減廢情況；利用自身經驗，為其他

學校舉辦的工作坊及導賞活動，至今已有超過

100 所海外、內地及本地學校領導和師生蒞臨

參觀及進行專業交流，互勵共勉。

本校為配合未來的多元學習規劃，成功申請「優

質教育基金」撥款一百三十多萬元，為 208 室

增加儲物空間，並添置蒸焗爐及麵包機，令這

地方成為另類教室，供同學在此沖調咖啡，發

展才藝。新翼六樓也將會改建成另一個生活學

習室，添置床櫃，讓學生學習自理生活，並配

合學校其他部門的活動，作為學生休息的地方。

而小教堂輔導室將改建成可飼養小動物的地方，

藉此教導學生愛護生命、珍惜生命。此外，學

校獲得「學校起動計劃」撥款，將 207 室改建

成為一間具時代感的生活學習室，提供舒適的

空間讓師生在此學習。而另一項「虛擬實境海

事訓練及貨櫃港自動化計劃」也在申請當中，

將會在科研創建室建立虛擬實境海事訓練中心，

讓同學學習駕駛船隻及管理港口的技能，有助

他們掌握海運科技，為將來的生涯規劃打下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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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校園推廣活動

嶺鍾中相信學生可以改變、也能夠改變，所以

希望以「成長型思維」的理念，引導學生提升

對自己的期望，從而以樂觀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各種挑戰。而透過獎不同的獎勵活動，對學生

的努力及小小進步加以讚賞，能建立起「我還

能做得更好，我要繼續嘗試！」的正向文化。

以下是本年度進行的計劃：

一、「嶺我高飛」獎勵計劃

學校為推動常常讚賞的正向文化，推行「嶺我

高飛」獎勵計劃，老師會隨時以貼紙獎勵有進

步，有努力的學生。每日每時，學生都可以感

受到老師的讚賞和鼓勵。貼紙可以儲存於「護

照」，上、下學期各一次換領禮物及「升級」。

二、「上榜」計劃

成績優異的學生固然值得獎勵，但成績未見突

出，卻見進步的學生，不是更值得鼓勵嗎？學

生成績有進步，就可以「上

榜」，一嚐金榜提名的滋

味。學生收到「上榜」，

細數自己「上榜」的科目，

肯定了自己的進步，定能

夠再接再厲，更創佳績。

三、推廣宣傳工作

透過每月一次的早會宣傳

正向思維及活動，期望師

生都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習

慣，活得更健康快樂。由 9 月開始的早會主題

包括：「OREO 故事」、「健康重塑計劃之運動、

食物、信心」和「沒有不可能」，亦有配合主

題的壁報展示。

四、啟發潛能教育理念

本校以這個重點教育理念成功申請了教育局的

優質教育基金。這理念主要包括「5P」：即

Policy( 政 策 ), Program( 活 動 ), Process( 流 程 ), 

Place( 地 ) and People( 人 )。於「地」方面，學

校場地已有很多改變，歡迎來校參觀。

下學期將與教師發展組合作，向老師們介紹這

理念，並於「人」方面開展了「秘密天使」計劃，

目標是刻意營造一個更關愛、正面鼓勵的工作

環境，去了解身邊的工作伙伴，帶動學校成為

更開心、更有歸屬感的另一個家，期望先從教

師團隊內展開關愛文化，再拓展至學生及家長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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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筆觸。柔心而發  學生作品展

本校學生成就組於本年度嘗試開設不同平台（如

展覽、演出等）讓學生展示所長。11 月的首

項活動，是以畫展形式舉行，由三位中六同學

（6A	蘇鈺焱、6B	趙家俊、6D	何詠恩）策劃，

主題為《筆．觸》。三位同學透過不同類型的

筆（apple	pen、毛筆、水彩畫筆）畫出作品，

透過畫作展示「筆」與他們共同走過的「足」

跡及「筆」帶給他們的「觸」動，同時表達「不

足」也可以是一個夢想的起點。除了展出作品，

他們亦自行設計宣傳海報、邀請卡、紀念品，

並在展覽期間向不同的同學、老師介紹他們的

作品。

輔導處則於 3 月 18 至 19 日舉辦了「柔心而發

展覽」。這活動緣於五位中三同學（3A 陳思澄、

3B 謝穎詩、3C 李欣遙、3C 黃舒薇、3C 吳凱怡）

在 2019-21 年間參與了「柔心而發」小組舉辦

的「日本和諧粉彩創作班」，並繪畫了 30 幅作

品。

日本和諧粉彩（Pastel Nagomi Art）是一門粉彩

指繪藝術，在作畫的過程中，學生利用粉彩這

種色調較柔和的材料創作，只需要一雙手及簡

單工具，配上多變的手指繪畫技巧，便能繪畫

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透過藝術創作，

學生更可以放下日常生活的煩惱和壓力，與自

己的內心交流，讓心靈充滿幸福和希望。

是次展覽，正是與校內師生分享了同學的創作

成果，展出的作品圍繞不同主題而創作，例如：

大自然、四季、情緒等，吸引了不少學生及教

職員觀賞作品，並即席與學生交流，了解創作

意念，一起感受畫作

帶 來 自 我 療 癒 的 效

果。 除 了 展 出 作 品

外，輔導處及學生成

就組亦將作品製成獨

特的 2021 年月曆和

明信片，作為紀念

品派發，意義非凡，

特具收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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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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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30

院校消息

嶺南通訊 1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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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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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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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一家親嶺南一家親
從幼兒教育開始從幼兒教育開始

嶺南幼兒園(小西灣) 和嶺南幼兒園(小西灣) 和

嶺南幼稚園(小西灣)嶺南幼稚園(小西灣)

剛過去日子，確實是充滿挑戰的一年，疫情令

舊有的學習模式出現了新常態，對於學生、家

長、整個教學團隊來說都困難重重。感謝辦學

團體、校監、校董們的支持，在這段期間給予

寶貴的意見和各方面的支援。最感恩的是我們

有一群一直支持及愛護我們的家長，我們的「家

長教師聯誼會」( 簡稱「家教會」)，讓家長與老

師間建立寶貴的友誼，家長之間更有緊密的聯

繫。在疫情期間「家教會」仍安排線上的親子

工作坊，就是為了讓家長和學生在家亦能得到

各方面的支援。

在今年學期初，開課不久便因疫情嚴峻而要再

次停止面授課，教師們立即展開網上課程，為

確保學生能做到停課不停學，每日推行網上活

動 ( 錄像教學及實時教學 )，我們咨詢醫生及專

家的意見，每課堂為二十分鐘，每個活動有相

隔二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在保持學生的學習狀

態，亦顧及學生眼部的健康。老師在學校停課

期就更忙碌，畢竟科技應用非她們的強項，在

過程中都感吃力，但看到學生們留心的眼神、

可愛的笑容、天天在進步、獲到家長的讚賞和

肯定，這就成為了老師們的最大動力。

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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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幼稚園、幼兒園

隨著疫情漸趨穩定，得到全體教職員對抗疫的

合作，我們已可在 3 月中全面復課，學生能回

校進行實體學習和活動，對家長和學生來說是

很好的安排。

今年學校除了恆常的活動外，我們亦參與了兩

個大型的計劃，希望藉著不同形式的計劃，全

面提升學校團隊的教學質素，更與時代接軌，

掌握最新的教學趨勢，為我們的學生和家長提

供最優質的學前幼兒教育服務。

第一個計劃是由香港賽馬會災難防護應變教研

中心與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合作之「幼

稚園創新防災教材研發計劃」，我們合作建構

了一套針對培養幼稚園學童防災意識的主題繪

本及教材，當中我們學校負責了防疫繪本的創

作及教學活動編寫，希望藉此計劃讓香港兒童

學懂如何為應對災難做好準備。

第二個計劃是由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及人類發展

學院幼兒教育學系推行之「幼兒教育網上教學

實踐社群計劃」，透過多次的講座、會議、工

作坊和研習，增進老師網上教學的不同知識和

技巧，老師透過實踐運用所學到的拍攝影片技

巧、剪接及後期製作的應用，製作出高質素的

網上教學影片。老師不斷積極進修，務求將最

好的給予每一位學生。

嶺南幼稚園 ( 小西灣 )、嶺南幼兒園 ( 小西灣 ) 全

體教職員一直盡心盡力為 2-6 歲的幼兒提供最優

質的學前教育服務，教職員對孩子充滿愛心，

對教育充滿熱誠，設計具挑戰性、創意性及有

趣味的學習遊戲，孩子定必獲益良多。老師期

望學生在校園學習中，培養出良好的品格，建

立學習的信心，為日後升學作好準備，奠定終

身學習的穩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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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2021-2022 理事會架構

會務顧問	 	 ：唐天燊、陳　斌、黃伯鏗

義務法律顧問	 ：黃志光

主　席	 	 ：梁延溢			

副主席	 	 ：顏志偉	 	 	 	 	 	 	 	

義務秘書	 	 ：趙詠陞	 	 	 	

義務司庫	 	 ：李仕傑

理　事

	 	

2019–2022	毛銳堅、李文偉、林美寶、陳偉明、趙詠陞、關偉益

2020–2023	林仲岷、吳桂華、李相發、陳鳳霞、梁延溢、楊競初、劉國邦	

2021–2024	李仕傑、岑展文、余鍵恒、何麗霞、黃　華、顏志偉、滕慕蓮

常設委員會

	 	 	 	 	 	 	 	

學校管理及發展委員會	 	 主席：梁延溢	

	 	 	 	 	 委員：吳桂華、岑展文、李仕傑、梁永樂、

	 	 	 	 	 　　　顏志偉、關偉益、趙詠陞、劉國邦

會籍及福利委員會		 	 主席：滕慕蓮　副主席：劉國邦	

	 	 	 	 	 委員：陳偉明、趙詠陞、顏志偉、陳柏熹、

	 	 	 	 	 　　　林美寶

本地及海外校友會聯絡委員會	 主席：楊競初　副主席：劉國邦	

	 	 	 	 	 委員：岑展文、關偉益、林美寶、李相發、

	 	 	 	 	 　　　陳偉明、黃　華

康體活動委員會	 	 	 主席：顏志偉	

	 	 	 	 	 委員：毛銳堅、陳鳳霞

出版委員會	 	 	 	 主席：陳偉明

	 	 	 	 	 委員：楊競初、蕭澤明、王小鳳、梁啟賢

獎助學金委員會	 	 	 主席：林仲岷	

	 	 	 	 	 委員：李相發、吳桂華、趙詠陞	

會產委員會	 	 	 	 主席：毛銳堅　	 	 	 	 	 	

	 	 	 	 	 2018-2023 委員：李文偉、李相發、梁延溢

	 	 	 	 	 2020-2021 委員：余鍵恒、岑展文、關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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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策略委員會		 	 主席：毛銳堅

	 	 	 	 	 委員：吳桂華、岑展文、林仲岷、梁延溢、

	 	 	 	 	 　　　顏志偉、滕慕蓮、趙詠陞

社會服務委員會	 	 	 主席：陳鳳霞	

	 	 	 	 	 委員：毛銳堅、鄒信勇

網頁資訊委員會	 	 	 主席：趙詠陞				

	 	 	 	 	 委員：陳柏熹、黃明康、龍榮東	

出席 / 聯絡各機構代表名單        

出任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校董會辦學團體校董	 	 	 	

2019/20	–	2021/22：李鳳儀、林仲岷、黎雲龍

2020/21	–	2022/23：岑展文、吳桂華、關偉益

2021/22	–	2023/24：毛銳堅、梁永樂、顏志偉

	 	 	 	 	

出席嶺南教育機構代表：梁延溢	 	 	 	 	 	

出任嶺南大學諮議會成員（2021-2024）：梁延溢

出席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代表：	 	 	 	 	 	 	

董事及首席代表	 ：梁延溢	 	 	 	 	 	 	 	

第一代表	 	 ：滕慕蓮	 	 	 	 	 	 	 	

第二代表	 	 ：關偉益	 	 	 	 	 	 	 	

列席委員	 	 ：陳偉明、黃　華	

出席聯校校友會品酒會

顧問	 	 	 ：梁延溢	 	 	 	 	 	 	 	

首席代表	 	 ：余鍵恒	 	 	 	 	 	 	 	

委	員		 	 ：何麗霞	 	 	 	 	 	 	 	

出席港中醫院代表	：梁延溢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網站 :	www.LUA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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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符之福

義務秘書	 	 	 ：陳文達

義務司庫	 	 	 ：梁松聲

司　　理	 	 	 ：呂岳枝、岑展文、譚國威、方英姿

會籍委員會		 	 ：李小彥、胡志偉

生活委員會		 	 ：譚國威、陳偉明、陳文達

會訊委員會		 	 ：李小彥、陳文達、陳偉明

膳食小組	 	 	 ：趙不求 ( 召集人 )、方英姿、林棣權、胡志偉、

	 	 	 　	 　陳文達、黃達琪、黃志光、譚國威、蕭欣浩

	 	 	 　	 　當然委員 : 符之福

	 	 	 　	 　特邀委員：余鍵恒、黎元淑

水吧主任	 	 	 ：趙不求 ( 召集人 )、方英姿、林棣權、胡志偉、

	 	 	 　	 　陳文達、黃達琪、黃志光、譚國威、蕭欣浩

	 	 	 　	 　當然委員 : 符之福

	 	 	 　	 　特邀委員 : 余鍵恒、黎元淑

長遠發展策略小組	 ：岑展文 ( 召集人 )、梁延溢、黃達琪、翁燦燐

2021-2024

蔡祖光、岑展文、符之福、黃伯鏗、黃達琪、蕭欣浩、趙世傑、梁延溢

2020-2023

方英姿、呂岳枝、林棣權、胡志偉、梁松聲、陳偉明、譚國權

2019-2022

李小元、翁燦燐、陳文達、黃志光、趙不求、潘國華、羅林渭、譚國威

嶺南會所網站 :	www.lingnanclub.com.hk/

嶺 南 會 所

2021-2022 理事及執委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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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 南 會 所

2021-2022 理事及執委會名單

名稱 聯絡方法／聯絡人／簡介

Lingnan	University	Postgraduate	Alumni	Association	

嶺南大學研究生校友會

電　郵：lupaa.alumni@gmail.com

聯絡人：Ms Fiona Feng

Lingnan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Alumni	Association	

嶺南大學本科生校友會

電　郵：luuaa.alumni@gmail.com

聯絡人：李嘉慧

Lingnan	University	Christian	Alumni	Association	

嶺南大學基督徒校友會

電　郵：lingnanchristian.alumni@gmail.com

聯絡人：Ms Carrie Chen

Alumni	Dragon	Boat	Team	

舊生龍舟隊

電　郵：jeffmakyf@yahoo.com.hk

聯絡人：Mr Jeff Mak

Lingnan	University	Karate	Club	Alumni	Association	

嶺南大學空手道學會舊生會

電　郵：zenshinkankarate@gmail.com

聯絡人：Mr Ng Shing Cheo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lumni	Association	

工商管理系舊生會

電　郵：lubba.alumni@gmail.com

聯絡人：Mr Trevor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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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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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histaa@gmail.com

聯絡人：Mr Vincent Ng

Facebook：www.facebook.com/luhistaa/

Lingnan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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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Mr Kwok Ho Man

Facebook：www.facebook.com/luchialumni

Lingnan	University	Rowing	Club	Alumni	Association	

嶺南大學賽艇校友會

電　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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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氏學者校友會

電　郵：wtchanalumni.association@gmail.com

聯絡人：Ms Yueyi Lu／Mr Donald Tsui

嶺南中學校友會 電　郵：why_connie128@yahoo.com.hk

聯絡人：黃可兒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校友會 電　郵：alumni@ldcwkmss.edu.hk

聯絡人：范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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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10748
電　郵：lihuiw@mail.sysu.edu.cn
聯絡人：李老師

名譽會長：李寶健
會長：　　許珊
副會長：　林浩然、劉 冰、範寶斌
秘書長：　溫建中
副秘書長：餘春花
國內顧問：張展霞、盧光啟、胡守為、
胡景釗、李贛騮、端木美、邱紅、
桂治鏞、胡煥新 
港澳及海外顧問：周寶芬、李玉珍、
戴蘭蓀、區金蓉、關志信、趙鈞鴻、
楊競初、林昍、鄭國漢、岑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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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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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　　周國忠 Joseph Chow
副會長：　張式坤 Frank cheung 
顧問：　　潘占培 Jim P P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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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　　何子超
副會長：　劉祖貽、沈露露
財政：　　陳惠瑜
中文文書：馮肇誠
英文文書：郭家邦
理事：　　鄧宗泰、鄧渭添、周越梅、
李方素玲、梁謹紹、譚志賢、伍兆光、
伍耀洲
顧問：　　周廣平

嶺南大學多倫多同學會 電　話：647-887-9298
電　郵：nicholaswklo@yahoo.ca
地　址：54 Linwood Avenue, Agincourt, 

Ontario, Canada M1S 1H4
聯絡人：Mr Nicholas WK Lo

會長：　　盧偉基
副會長、財政：林德輝
秘書：　　陳菲
理事：　　黎燕珍、許桂寶、謝日東、
陳錦勇、周日東、梁錠華、陳俊基
顧問：　　黎名政、李競聰、區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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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nan-la@hotmail.com
聯絡人：Mr Wing Choi 

校友組織通訊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