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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大校友》由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編印出版，派發予校友及嶺大友好。
本刊每年出版兩期，報導嶺大校園的最新發展和校友近況。
《嶺大校友》至今已出版至第 23 期，編輯委員會在此感謝各位嶺南人對本刊物的支持。為免辜負校友的期望，編輯委員會會繼續努力，
務求為各位製作高質素的《嶺大校友》，以饗一眾嶺南人，讓校友與母校保持緊密的聯繫。

校友專訪
曹翠娟 Amelia Cho
職場看人生
有多少人可以將一份工作當成自己的事業，在公司發展時竭盡全力默默耕耘；在公司有難關時願意同渡時艱；到公司易主仍盡所能協
助新舊班子交接。雖然商業決定猶如世事，未必時刻能盡如人意，但將近 28 年的時光交付予一家自己愛護的企業，得到僱主的賞識
視之為合作夥伴，曹翠娟（Amelia Cho）的職場人生可說是精彩無愧。公司易主後 Amelia 決定退下繁重工作，考慮從事較輕鬆的事務，
如鑽石鑑證，但修讀相關課程後才知道鑑證並非輕鬆，因而沒有再繼續，反而接受了上海一家企業邀請擔任顧問工作。對經驗豐富的
Amelia 來說，此工作既輕鬆又能發揮所長。除此之外，她也參與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的會務工作，擔任小學校董，魄力如昔。
在嶺南會所與 Amelia 見面，她落落大方的套裝打扮，還有清楚條理的說話方式，一看就知道是名商界人士，反而較難想像她已退休了。
說起工作，她娓娓道來，原來她的從商志向，早從中學時代開始萌芽。「中學時與同學之間的閒聊討論，我已經很清晰知道自己會從商。
那時我還被同學們取笑是『奸商』。」Amelia 坦言她獨立果斷的個性，很大程度跟成長環境有關；她知道自己的將來要靠自己。「當
時的家境不太容許我繼續升學，於是便決定報考商科秘書課程，因為我相信這是接觸商業社會較直接的入門途徑。」一年的商科秘書
課程後，她很快已找到工作，在一家手套製造廠擔任老闆的秘書，並要負責計算成本、處理國外訂單、出口船務、與外國客人溝通聯
絡等工作。這份工作雖然讓她得到老闆嘉許，眼界開闊並升職加薪，但也讓 Amelia 看到自己很多不足，於是她決定繼續修讀專上課程，
並進入了嶺南學院。
80 年代初期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畢業生不太擔心找不到工作。已擁有工作經驗的 Amelia 於 1981 年在嶺南畢業後很快找到工作，她
加入了一家中小企業，開始接觸到進口辦公室家具行業，而且發展順利，不足一年便從秘書升為助理經理，負責接觸外國供應商及銷
售工作，對產品及技術的了解增多，為她在該行業打下了相當好的基礎。之後幾年，她從不同領域和崗位累積了一定的經驗。她天賦
的才能，加上細心和肯學肯做的個性，步步高升只在幾年間發生。其後 Amelia 機緣巧合下加入了成為她終身事業的家具行業，於嶺南
畢業六年後便成為了商用家具公司的總經理，繼而成為董事，並在該公司工作了近 28 年。

創業不及守業難
「我雖然沒有真正創業，但我與緊密合作夥伴將一家原本只有不足 20 人的公司，擴展至 400 人；由最初的小型企業到中小企，再到
國內開設分公司、工廠，至最後遇上買家收購，可以說公司是由我及團隊一手一腳『湊大』，過程殊不簡單。」
要數業務最艱難的時期，Amelia 說是 2000 年後的經濟衰退。「其實我們公司在八九十年代一直穩步上揚，客戶對我們非常信賴，甚
至有不少同行的大型公司在 97 年金融風暴之時退場，我們仍屹立不倒。但 2000 年後，我卻感受到真正的壓力。」公司於 2002 至
2003 年在經濟壓力下需要重整，Amelia 身先士卒提出高層減薪百分之 20 至 30，並需清減人手，同時希望其他員工減薪百分之 10 與
公司共渡時艱，「那是個極為艱辛的決定，幸好一直以來公司都與同事建立了緊密的關係，所以大部分同事仍願意留下來與公司一同
作戰。」
Amelia 任 職 的 商 用 家 具 公 司， 多 年 來 擁 有 眾 多 國 際 性 大 型 客 戶， 覆 蓋 銀 行、 金 融、 電 訊、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營 機 構 等。 最 能
讓 Amelia 感 受 到 金 融 風 暴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也 就 是 它 們 的 取 態。「 以 往 這 些 大 型 客 戶 憑 多 年 來 對 公 司 的 信 任， 都 只 會 要 求 一
個 歐 洲 家 具 的 報 價， 沒 有 大 問 題 便 簽 約； 但 1997 年 後， 客 戶 開 始 要 求 兩 個 報 價 — 一 個 歐 洲 進 口 家 具 及 一 個 中 國 或 東 南
亞 製 造 家 具， 幸 好 我 們 早 已 於 90 年 代 初 在 國 內 設 廠 建 立 自 己 品 牌， 對 經 濟 衝 擊 有 所 準 備。」 如 此 低 潮 至 2008 年 才 開 始
回穩。

退而不休的生活模式
外圍環境向好之後，公司卻要面對另一個問題：管理層有意退休，公司欠缺接班人。「雖然僱主在那時候已經將我當成合作夥伴，但
的確我們都要面對退休問題。在一次機緣下，我們遇到了一家外國公司提出收購，經多番商討，我們決定賣盤。」當然，易主後一切
未必盡如 Amelia 所想，但對於自己所建立的， 已有交代，可算是光榮退休了。
Amelia 退休之後，並沒有停下來。她首先是報讀鑽石鑑證課程，還有各種不同類型的進修課程，務求增值自己，不與社會脫節。另外，
她亦為上海一家中小型家具企業擔任顧問，以其人脈及經驗，助年輕老闆開展事業。
對於嶺南，縱使校園生活距離今日已經 30 多年，但說起來 Amelia 仍津津樂道。「我曾擔任代表會和社會服務團主席，籌辦過電影籌款、
嶺南之夜、校園民歌之夜等，並有份代表嶺南接待過當時的布政司。」說着她還拿出珍藏了 30 多年的民歌之夜刊物，文本簇新亮麗，
可見她對當年的記憶珍而重之。
今時今日，她仍參與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的會務，延續當年對母校的感情。她以過來人的經歷，寄語新一代的青年人在比從前艱難的
社會環境下，需努力不懈，以豁達和謙卑之心，不卑不亢走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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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訪
黃振昌 Francis Wong
走在最前頭的人
不少人緬懷香港八九十年代的黃金時期，說那時經濟起飛機會處處。 1990 年畢業於嶺南會計系的黃振昌（Francis Wong）就在那個
年頭展開自己的事業，先後任職銀行、珠寶金飾零售業，北上到內地發展，然後安身於今日已成為聯席董事的企業管理軟件公司，一
路走來看似一帆風順，但其實每個轉變都無先例可循，只靠個人勇氣去探索和拼搏，加上對前路的好奇與追求，一步步走到今天。 別
以為坐在辦公室裡的管理層只懂指手劃腳，坐享成果，其實八九十年代香港的輝煌，他們有血有汗。
來到 Francis 任職的企業管理軟件公司 FlexSystem，最先談起的是當年他於嶺南就讀的科目。原來會計系畢業的他，最早心儀的科目是
Business Computer，奈何在電腦尚未完全普及的當年，開辦此科目的院校一家起兩家止，較難入門。 與今日不少年輕人的心態相似，
既然未必能入讀心儀學科，便選一門有專業資格的，以保障將來的生活，所以 Francis 選了會計系。

從細微處觀察大局
對於會計，在中學修讀理科的 Francis 入學前簡單將之視為只是加減乘除的學科，誰知道卻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我發現原來會計並非
單一地只跟商業功能有關，卻讓你可以在後方觀察大局，因為你會看到一家公司的全盤賬目，每一個部門的營運、資金走向、股東利
益等。 我入行後就聽過有人說，就算不從事會計也值得認識此專業，因為你可以看通一個機構的全面運作。」 未畢業已獲銀行聘用
作內部審計實習生，外人看來生活穩定可以步步而上的工作，對 Francis 來說卻顯得乏味。
於是，他轉職連鎖零售珠寶金飾行業，但依然任職會計。在這行業裡，Francis 有機會接觸到內地市場，發現那是一個充滿挑戰同時充
滿機會的地方。「當年願意到內地做開荒牛的人太少了，甚至連懂得講普通話的香港人也罕見，在那個年代，只要你肯去，已經可以
升職加薪成為經理級人馬。」
為了到內地發展，Francis 首先要做的，就是苦學普通話，上過坊間的課程後，Francis 決定自學。「我找來一個新移民，她沒有大學文
憑，甚至也沒有一點教學經驗，只會講。」但 Francis 知道自己要學的是甚麼。「我自製教材，既然要學就要學與行業有關的用語，所
以我讀年報、讀財經新聞，學到如何用普通話講好行內術語，表達行業資訊，在短時間內我已朗朗上口。」

內地發展豐富人生
很快，Francis 就正式成為第一批到內地發展的開荒牛，目的地是北京。「我將香港最厚的禦寒衣物都帶上了，重得要命，但去到仍冷
得要死。 如此經驗讓我學習到一種管理思維 ─ “Think Global, Act Local”。其實到當地買防寒衣物是最好的方法，又便宜又合用。」
以會計師的目光看商業、看世界，全盤瞭解不同行業、不同機構，讓 Francis 不甘心只安坐會計師的崗位上。故他從最早期的審計、會
計工作，至後期於內地擔任外方經理處理合資事務，當中涉獵營運、稅務、公關、進出口等，同時要兼顧與供應商、政府官員打交道，
全部「一腳踢」。「可能是好奇心驅使，也因為我不介意做其他人負責的事，所以我得到很多機會，也豐富了我自己的人生。」 至多
年後的今日，Francis 在公司內主要負責開發新軟件產品、商務拓展和團隊管理，同樣涉獵不同業務多個範疇。在這個科技瞬息萬變的
年代，跨行業、跨媒體的發展是必然的，對早在此方面經驗豐富的 Francis 來說，可謂駕輕就熟。「其實我對很多行業都有濃厚興趣，
會計、軟件、人力資源等等，我學習和瞭解這些行業的最初目的，並不是為了事業，但最終我發現它們有利於我每一項工作。」

跨界發展網絡共享
除了工作以外，Francis 更積極參與公職事務，他現今身兼十個不同行業商會或論壇的委員或理事，有些甚至位及總監及主席：香港總
商會、香港軟件行業協會、香港青聯科技協會、高級人力資源論壇、香港電腦學會、英國註冊財務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亞洲金融風
險智庫等，在當中認識到不同的行業人員，互相學習及共享網絡。他亦有參與嶺南大學學生服務中心的事業「嶺」航計劃，以學長身
份為快將畢業的同學提供就業意見。
人際網絡的建立得來其實不易，除了相互的利益受惠，更關係品格和熱誠。Francis 說這其實是從嶺南的校園生活中學習得來。「嶺南
校園較小，在 canteen、圖書館都是熟悉的面孔，即使與不同學系的同學，都有不少接觸。 就像我當年開創的投資學會，理事都是不
同學系的同學，各自以自己的人脈或專業營運學會，找來專家作講者，與同學分享投資心得。」
對於跨行業、跨媒界的心得，Francis 亦將之投射到對嶺大未來發展的寄望。「嶺大一直以來都重視通識教育，那是具前瞻性的，因為
當今社會，跨學科已是大勢所趨，如果嶺大可以在學科上有更多的新嘗試，考慮開辦更多跨學科的課程，將有助提升畢業生的競爭力，
我絕對相信這是未來社會的價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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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訪
蘇嘉穎
一個沒有標籤的理想社會
將人標籤化是當今社會的通病。對於一群失學、無業、長期留家的隱蔽青年，從前的叫法是大食懶或蛀米大蟲，而今日的新名詞則是
廢青或宅男宅女。 但其實，對於長期留家的青年在過去或當下社會中面對怎樣的壓力，他們又能如何跳出困局等問題，這些片面的社
會標籤不單無法闡述情況，卻會令他們更孤立無助。於嶺南大學主修中國及亞太地區事務的蘇嘉穎，並非一畢業便立志當社工，相反，
她做過顧客服務、餐飲服務、記者等工作，最後因為於青少年中心任職活動工作員而接觸到弱勢社群，發現自己原來有能力助別人走
出困局、改變生命，而不是單純對社會問題口誅筆伐。時至今日，她已經在社工行列工作了六年，於去年獲得「新秀社工」獎項，更
視社工為終生使命及職業。

隱青背後的故事
你可能會問「中國及亞太地區事務」跟蘇嘉穎（阿蘇）畢業後做過的工作，以至現時社工一職有何連繫，對此她可以清晰而明確地回答：
「這都要求你要關心世界及社會上正在發生甚麼事。」2004 年畢業後嘗試了幾份不同的工作，阿蘇坦言經歷過迷惘時期，直至機緣巧
合下，她經同學介紹到天水圍一家青少年中心工作。「當時輿論都說天水圍是悲情城市，但親身接觸卻知道那不單單是『悲情』二字
可以概括：年幼的姐姐孭着比她小幾歲的弟弟每天前來中心；因父或母單親在職而要將鎖匙掛頸自己回家的幼童，這些都是每日在眼
前上演的真人真事，我發現原來社會上對低下階層的支援嚴重不足，而這些小朋友到長大後仍然要面對很多困境。」所以她決定進修
社工專業，畢業後致力投身青少年工作，並選擇了具挑戰性的隱蔽青年為服務對象。
「這群沒有工作、沒有上學、長期留家的年輕人總是被社會標籤為『大食懶』，但大家其實有沒有想像過，在香港這個以服務性行業
佔大多數的社會，那些不擅與人溝通的青年往往被視為職場上表現不佳，甚至被辭退，因而失去求職信心閒賦在家。有些則是在成長
過程中遇上家庭突變，或是家長有情緒病，甚至精神病而對其疏忽照顧。但這些信心的缺失、成長的陰霾，其實都可以透過社工的協
助而漸漸好轉，就好像合適的工作配對，他們其實能在機械操作類型的職務上有很好的表現。」

膽大心細面皮厚
既然說不擅與人溝通是隱蔽青年的最大問題，這也成了社工介入的最大挑戰。「我們會先從家長入手，嘗試了解這些青年的興趣，然
後在家訪時帶上一些小道具，投其所好開展話題。」阿蘇為此學過魔術、研究過足球、了解時下流行的電子遊戲，總之能打開話閘子
的所有方法，她都一概會試，而她那種願意聆聽、具說服力及親和力的天賦，也幫她不少。經過若干次的失敗，當服務對象不再拒抗
她以後，另一個挑戰又來，那便是要鼓勵他們到街上逛逛。「對我們來說落街逛逛是簡單不過的事，在他們來說卻可以緊張至情緒爆標；
我甚至認識一名曾留家八年的男生，與我在其家附近吃飯後竟發現自己忘了回家的路，更忘了家住幾樓。」這些事情固然震撼，但阿
蘇都要即場一一拆解，提供協助。「要他留意大廈門前的小節、記住路線，為他購買八達通，帶他去剪頭髮買衣服配眼鏡，全都要親
力親為，好讓他們展開新的人生。」這名昔日的隱青到今日已有穩定的工作及感情生活，閒時還會做 gym 鍛鍊身體。聽起來是三言兩
語的事，其實阿蘇花了整整三年時間去溝通和輔導，當然那種滿足感是不能言語的。
事實上社工工作不只是輔助弱勢者，故此在膽大心細之餘，還要面皮厚，原因是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社工要為服務對象尋找工作或
學習機會。「試過有個男孩喜歡足球，我便到足球學校碰碰運氣請求錄取，誰知道他們一口答應，更免費提供球衣波鞋。」而很多時候，
當年在嶺南的同學摯友，都會成為她開口求助的對象。「有時是實習機會、有時是義工服務、有時是物資損贈，同學們都鼎力支持，
成為我的最強後盾。」她說的，是當年的宿友和乒乓球隊隊友。「這些最強網絡都是從當年打乒乓球大專杯賽、12 個人擠在一間房內
吃火鍋等，漸漸建立起來的。時至今日，雖然大家都在不同行業不同崗位，但他們也樂意扶一把這些青少年人。」阿蘇說，就是當年
在嶺大遇過各式各樣的人，與他們一同生活、一同學習、互相幫助，讓她明白到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人都可以通過互相輔助而改變生命，
這其實是最理想的社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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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專題
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
嶺南大學被《福布斯》評為「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之一。
《福布斯》的「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排名是參考「2014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的九個指標而分析得出的結果，該些指標包括：
(1) 學術聲譽、(2) 僱主聲譽、(3) 師生比例、(4) 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5) 教員平均論文數量、(6) 國際教員比例、(7) 國際學生比例、
(8) 外來交流生比例；及 (9) 外出交流生比例。
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明確地反映出嶺大的努力，以及作為一所博雅大學的真正實力。
( 請閱覽《福布斯》有關的報導：http://www.forbes.com/pictures/gkle45i/top-10-liberal-arts-coll/)

「國際日」展現嶺大國際化校園
嶺南大學「國際日 2015」於 2015 年 10 月 28 日舉行，令整個校園洋溢著一片歡樂氣氛。舉辦是項活動是嶺大的一個傳統，旨在促進
嶺大的國際化和展現校園內的多元文化。
來自不同海外國家和地區的嶺大學生，在今年「Lighting up Global Lingnan」的主題下，以豐富才藝和過人創意，透過不同表演和攤
位展現他們的傳統和文化。這些表演包括巴基斯坦傳統舞蹈、韓國流行舞蹈以及歌唱表演等。來自 12 個不同國家的同學，在他們精
心設計的攤位與師生分享他們國家的美食、手工藝和遊戲。
嶺大博雅教育的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在於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和經驗，幫助他們全面發展，故特別重視文化交流。目前，嶺大已與全
球超過 160 所大學簽訂協議，遍佈非洲、亞洲、澳大拉西亞、歐洲和美洲的 36 個國家。單在本學期，已有 168 名來自海外及內地的
學生到嶺大交流。此外，嶺大每三名本科生中就有兩名可以往外地交流一個學期。現時，嶺大約有七分之一學生是修讀整個學位的外
來生或只是個別學期課程的交換生，另有 54.7% 的教員來自海外。

資訊日介紹嶺大博雅教育
一年一度的「資訊日」於 2015 年 10 月 24 日舉行，向學生、老師、家長和公眾人士介紹嶺大博雅教育的特色，以及 2016/17 年度本
科課程及入學資訊。
資訊日活動豐富，嶺大的三個學院（文學院、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舉辦了多場課程簡介會並設置攤位，向出席人士介紹嶺大課程的
設計、內容和教學特色，以及入學要求和收生資訊。多個學系、教學單位和學生組織亦準備了一連串精彩活動，讓公眾認識嶺大的多
元文化和學習環境，以及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第十七及十八期粵東地區高級管理人員香港研討班
由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慷慨資助，第十七及十八期粵東地區高級管理人員香港研討班，分別於 2015 年 9 月 13 至 19 日及 9 月 20 至 26
日在嶺大校園舉行。今年的研討班主題分別為「自由貿易區及新興經濟體」及「環保節能及創新科技」，共有 78 位粵東地區的政府
部門首長及領導參加。
研討班舉行期間，嶺大安排了一系列講座，並廣邀嶺大教職員、政府官員及不同機構的主講嘉賓，與一眾學員分享經驗及暢談心得。
此外亦安排了主題導賞及參觀等活動，加強學員對研討班主題的了解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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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專題
會計學系
會計學者給人的印象總是心思慎密、平實且做事貴求精準無誤。而這正是本校會計學系主任林振聘教授予人的感覺。甫進林教授的房
間，其案上只放著與工作相關的文件，書架滿放著研究文案與書籍，處處可見埋頭苦幹的痕跡。身穿白色襯衫，面帶微笑的林教授非
常平易近人，訪問就在如此輕鬆的氣氛下進行。

深厚會計經驗，教學緣於研究興趣
林教授 80 年代畢業於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系，後加入國家稅務局工作約六年時間。一直從事會計相關工作的他，發現自己志在學術
研究，故負笈英國留學，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便順理成章成為大學教授。1997 年起先後於香港和加拿大的大學任教，及後再度海歸，
加入嶺大會計學系任教。

師生關係融洽，樂見學生成長
林教授認為嶺大的特點是學生人數相對較少，老師和學生關係非常融洽。由於師生比例高，故能以小班形式上課，教學變得更有趣和
靈活。這充分體現博雅教育的精神，亦是其他大學少有的優點。雖然如此，林教授亦坦言，他剛來嶺大時部分學生常有遲到和上課聊
天的問題，但近年情況大為改善。教授直言樂見學生在數年間不斷成長，求學態度變得更認真積極。

學生奪商界比賽大獎，師生策略為致勝關鍵
去年，嶺大商學院四位學生，當中包括兩位來自會計學系的學生組成隊伍，擊敗來自本港乃至亞太地區 300 多支學界頂尖隊伍，奪得
「畢馬威全年最佳工管論文選之商業策略比賽 2014」冠軍，為校爭光。比賽要求參賽者向評審團作口述報告，介紹其論文及建議的商
業策略，學生需具極高的思維、策略和口才水平。林教授透露學生取勝主因有二：一，學生來自不同學系，合作時可互補不足，發揮
各自的長處。會計學系學生思考較細心慎密，而市場學系的學生則較擅長表達和包裝觀點，各方配合，使隊伍更具優勢；二，承如上
述所言，我校師生關係融洽，每當參賽學生遇到問題時，老師都不遺餘力地為學生提出指引、解答疑難及提供訓練，使比賽時得心應
手。由此可見，良好的師生關係是比賽成功的基石。

博雅教育為學生帶來優勢
或許不少人認為博雅教育只為文、社科同學帶來優勢，但林教授直言博雅教育同樣為會計學系學生帶來不少優勢，例如「學業指導
系統」(Academic Advising) 讓每位會計學系學生有一位教授作為 Academic Advisor，為他們提供學術和就業建議，更不時親自指導
學生撰寫履歷和面試技巧，使學生不論學習或將來就業更無往而不利。另外，學系於 2000 年開展「優才學生培訓計劃」(Student
Enhancement Program)，計劃動用學系教授之人脈及各界資源為學生安排暑假工作，旨在透過諸如資助學生參加 Toastmaster、實習計
劃、邀請商界專業人士為學生進行講座、模擬面試、商業案例分析等，從而強化學生的表達及溝通等軟性技巧。以上計劃成效立竿見
影，會計學系畢業生能加入四大會計師行工作的人數於近年大增。同時，此計劃亦獲社會認同，於今年初獲「黃廷方慈善基金」捐贈
港幣 100 萬元，成立「信和集團 / 黃廷方慈善基金獎學金計劃」。計劃旨在獎勵成績優秀的會計學系本科生，提升他們的專業知識和
相關技能。凡此種種皆令嶺大會計學系學生於四年大學生涯中獲得全面且實用的訓練，以應對未來挑戰。

展望將來：寄語學生努力向前
林教授認為會計學是一門專業且具廣泛認受性的學科，亦是一種商業語言。雖然會計學系學生比其他學系的學生要修讀更多學分及一
般工作時間較長，但這付出定必有回報。只要成功考獲專業牌照，其能力便受各方認同，甚至通行世界。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在訪
問中林教授笑言會計學系學生性格相對內向，但做事勤奮精確，而從教授的言簡意賅及其整齊有序的書桌，大抵已略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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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專題
田家炳內地學者及高級行政人員交流計劃 2015 暨
「嶺南大學博雅教育」研討會
承蒙田家炳基金會的慷慨支持，第七屆「田家炳內地學者及高級行政人員交流計劃」於 2015 年 11 月 22 至 26 日圓滿結束。今年，
共有 11 位來自哈爾濱師範大學、湖南大學、嘉應學院、吉林師範大學、蘭州大學、南京師範大學、青海民族大學、陝西師範大學、
四川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及新疆大學的學者及高級行政人員參加，透過與嶺大教授、學生及部門主管交流及觀課等活動，多角度
地瞭解嶺大博雅教育的理念、特色及實踐。
此交流計劃的開幕活動 ─「嶺南大學博雅教育」研討會於 2015 年 11 月 23 日舉行，由校長鄭國漢教授親自主講，並邀得 34 名本港
中學校長出席，為中港兩地教育界的翹楚提供交流機會，進一步推廣博雅教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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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消息
嶺步同行籌款日 2015
一年一度「嶺步同行籌款日」已於 2015 年 10 月 25 日圓滿舉行，由觀塘海濱花園出發，步行至啟德跑道公園。活動籌得 280 萬元善款，
逾 1,300 名學生、校友、教職員及社會各界友好參與，他們分別來自銀行界、商會及協會、教育界、保險業、製造業、物業管理及公
共事業等，創歷屆參與人數紀錄，為嶺大學生全人發展項目提供經費。
開步典禮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太平紳士、嶺大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先生及校長鄭國漢教授擔任主禮。
歐陽伯權主席在致辭時感謝林司長在百忙中抽空擔任主禮嘉賓，以及一眾嶺南人及各界友好的鼎力支持。他說：「步行籌款日的參與
人數每年遞增，參加者和隊伍更包括社會不同界別的人士，讓活動能夠真正成為嶺大與社會的一道重要橋樑。」
鄭國漢校長則表示嶺大最近獲美國《福布斯》評為 2015 年「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之一，肯定了歷代嶺南人對大學所付出的努力，
亦鼓勵嶺大繼續把博雅教育發揚光大。他藉此感謝所有到場的嶺大友好，包括主要贊助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鑽石贊助羅世傑醫生、
理文造紙有限公司及蔣麗莉海闊天空慈善基金；金贊助符之福先生、香港潮州商會、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及瞳瞳慈善基金；銀贊助亞洲
金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Banco Santander, S.A. Hong Kong Branch、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電能實業有限公司、上海商業
銀行有限公司及香港保險業聯會；以及四洲集團、sanotact (HK) Limited 及新華拓展有限公司等機構的支持。
本年度籌款金額最高的個人、校友及隊伍，以及參加人數最多的隊伍如下：
個人最高籌款獎
冠軍：葉毓強教授
亞軍：陳有慶博士
季軍：黃伯鏗博士
校友最高籌款獎
張毓卿女士
隊伍最高籌款獎
冠軍：嶺南中學
亞軍：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季軍：嶺南大學管理學學系
隊伍最多人數參與獎
冠軍：嶺南中學
亞軍：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季軍：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綜合資訊科技學習中心命名典禮
嶺南大學於 2015 年 11 月 24 日舉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綜合資訊科技學習中心」命名典禮，以答謝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
慷慨捐贈港幣 400 萬元成立「第一代大學生教育基金」，為第一代接受大學教育的嶺南學子提供資助，讓他們投入學生交換計劃、校
園住宿及實習計劃。
命名典禮邀得廠商會會長李秀恒博士 BBS 太平紳士、嶺大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先生及嶺大校長鄭國漢教授主禮。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綜合資訊科技學習中心位於李運強教學大樓四樓，內有電腦設備、自修室及討論室供學生 24 小時使用。
廠商會成立於 1934 年，時至今天已擁有 3,000 多家會員企業，乃本港最具規模及代表性的工商團體之一。該會對推動本港工商業發
展不遺餘力，並積極支持社會公益事務，對教育尤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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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組織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2015 年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
本年嶺南同學日聯歡晚會已於 2015 年 11 月 21 日假中環大會堂美心皇宮舉行。今年適逢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小學創校金禧及嶺南衡
怡紀念中學銀禧紀念，兩校建校維艱，歷年秉承嶺南教育精神，弘基格致，作育英才，際此誌慶以表揚先輩學長的貢獻。
晚會內不同年代的嶺南人聚首一堂，共聚情誼，充份體現「嶺南一家親」的精神。籌委會主席關偉益學長致辭，回顧兩校的發展，並
向兩校的創辦人、歷任校監、校董、校長、教職員和校友等，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衷心期望各位紅灰兒女，繼續支持嶺南、令嶺南日新又新，不斷向前邁進。

與嶺南大學學生會聚會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與嶺南大學學生會於 2015 年 9 月 8 日假嶺南大學嶺南樓晚宴聚會，加強兩會的接觸和關係。
這次聚會別具意義，因為不少出席的嶺南學長均在學生年代為學生會擔任重要職位。晚宴期間，在同學會主席岑展文學長的帶動下，
同學會理事等與現任學生會幹事誠摯地交流、暢談軼事、分享嶺南歌集等，聚會在一片歡笑聲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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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組織
嶺南大學工商管理系舊生會 2015 年週年聚餐
嶺南大學工商管理系舊生會於 2015 年 9 月 24 日 ( 星期四 ) 假觀塘 BONDI 舉行「週年聚餐」暨「週年會員大會」。大會邀得嶺南大學
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處長毛南傑先生擔任嘉賓，與逾 40 位嶺大工商管理系舊生聚首一堂。
舊生會會長吳仲禧先生致詞時，多謝嶺南大學以及一眾舊生的支持，讓舊生會得以健康地發展。他亦希望一眾舊生可以發揮嶺大的團
結精神，讓舊生會能繼續茁壯成長，為工商管理系的舊生服務。
本年度的週年聚餐在一間西餐廳舉行。在一個環境舒適且富歐陸風格的餐廳裡，與一眾舊生暢聚，一邊享用大廚精心炮製的盛饌，一
邊參與集體遊戲。
而本年度週年會員大會亦於當日順利舉行，並選出 2015-2017 年幹事，包括 2003 年畢業生吳仲禧先生、2003 年畢業生黃澤銘先生、
2004 年畢業生陸鎮業先生、2007 年畢業生鄧錦輝先生以及 2011 年畢業生文芷玲小姐。
嶺南大學工商管理系舊生會於 2011 年成立，致力透過舉辦活動團結一眾工商管理系舊生，希望藉著與不同年屆畢業生交流，讓舊生
們能夠互相認識，凝聚一眾已在職場發展的嶺南大學工商管埋系畢業生，發揮互助精神，並為母校作出貢獻。
聯絡我們
Facebook: 嶺南大學工商管理系舊生會
電郵 : lubaaa@gmail.com

WT CHAN ALUMNI ASSOCIATION
由嶺南基金會贊助的陳氏學者交流計劃已踏入第 15 載。在此與大家分享三位嶺南大學學生兼國際交流生的近況：Jason Wong, Mika
Ho 及 Lai-Ming Chan。他們現身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參加由 UCLA 及 UCB 舉辦的一項為期半年的 Internship。體驗當地文化交流及學
術研究，經驗難能可貴。
回想當年自己也是在洛杉磯參與該計劃；入住傳統美國家庭，體驗生活，了解不同文化；亦於一所墨西哥人開辦的青少年機構工作，
經歷不少亦領略非凡！更認識了不少好朋友，非常可貴。
聯絡：
區詠恆校友 (WT Chan Alumni Association 會長 )
電話：9765 7165
網站： http://wtchanalumni.org
上文由 WT Chan Alumni Assocation 會長區詠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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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組織
洛杉磯嶺南同學會
同學日聚餐聯歡
洛杉磯嶺南同學會每年都舉行數個活動，包括在自置的會所舉行春節團拜，在翠亨邨酒樓舉行春節宴會，以及同學日聚餐。
同學日聚餐於 2015 年 8 月 2 日（星期日）舉行，筵開六席，每席都有十份李錦記和新興食品公司贈送的豐富禮品。學長們到達之後，
司儀陳力孝學長宣布同學日宴會正式開始。先唱校歌，繼由蔡德榮會長致歡迎詞，簡述同學日趣旨。美國嶺南基金會總裁夏定若博士
(Dr. Ding-Jo Currie) 也光臨聚餐，並介紹基金會的宗旨和運作。儀式完畢，由勵社郭日繼學長為宴會作謝飯祈禱。
在進餐之際，呂錫基學長拿著麥克風，走到每一席去介紹每位學長的姓名，並請他們站起來讓大家認識。 聚餐完畢，陳力孝學長特別
邀請年長的學長們「大鳴大放」的「談話」，題材不一，有的述說他們健康上大難不死的際遇，有的述說「大村歲月」的趣事，說來
娓娓動聽。 壓軸的重頭節目是由蔡會長「卡拉 OK」唱粵曲「帝女花」，男腔唱齊了長平公主及周世顯的戲份，得到全場鼓掌！
大多數同學們在一年間見面大概只有五次，難得有機會聚首，所以在唱罷「嶺南晚歌」散會後仍然流連忘返，三羣五隊眉飛色舞地繼
續交談。

中秋迎月晚會
中秋人月兩團圓，洛杉磯嶺南同學會的校友在 2015 年 9 月 26 日中秋前夕的下午，興高采烈地回到會所團聚。 這次聚會創下了記錄，
足足有 70 多人！
跟以往一樣，除了炒粉、炒飯、牛筋、蔬果及芝麻糊外，總會有一、二位校友送出金豬全體以饗會眾。 這次是鵠社陳惠雄伉儷，為慶
祝其公子娶得 2009 年度的陳氏學者 Emily 為妻，老懷安慰，一擲 200 多元買了一隻中豬。
適巧今年度也有六位年青的陳氏學者參加迎月晚會，其中三位來自香港嶺南大學，他們是王志恒、陳黎鳴和何蕙敏；另外三位來自廣
州中山大學，他們都很落力地幫助引線牽燈，佈置會堂，雖然是中秋時節，也做得滿頰汗珠。這幾年來，美國嶺南基金會和我們都有
密切的來往。 就以今日的聚會來說，在基金會剛剛退休的司徒晶博士 (Dr. Jame Permaul) 和基金會主席夏定若博士 (Dr. Ding-Jo Currie)
都來參加這個中國傳統佳節；此外，中山大學同學會的會長吳耀棠學長及中山大學 94 歲高齡的前香港先生及詩人余國柱學長也蒞臨
參加，倍增光寵。
蔡德榮會長致詞完畢，由翀社何崇廉學長作謝飯祈禱後，會眾便開始「油雞與燒肉齊飛，紙碟共膠叉一色」的大快朵頤！
今年中秋燈謎以水為題，因為南加州多年旱災，滴水未下。其實燈謎的題目很簡單，全都是有「水」字的俗語，謎底有「通水、散水、
派水、過水、心水、整色整水、一頭霧水、望穿秋水」等等，尤其是對老一輩的學長來說，都覺得很有趣。 此外，蔡會長帶來很多空
白的燈籠，而詩、書、畫家甘富忠老師及夫人則供應毛筆及墨彩，並即席揮毫，字畫俱佳。稍後校友們在燈籠及紙碟上，自由發揮他
們的藝術潛能，書法國畫，琳瑯滿目，收成豐碩！
唱罷「嶺南晚歌」後，正式結束了這次中秋節迎月晚會，蔡會長、蒙小紅及呂錫基學長帶着六位陳氏學者、鄭鳴明和張子釗打道直奔
Fosselman Ice Cream 店，嚐嚐著名的精品雪糕，然後將每一位陳氏學者送回寄居的家，互道晚安。

嶺南學院 EMBA 校友遊學團到訪
2015 年 10 月 12 日的晚上，從國內來美遊學的一行八位 EMBA 嘉賓蒞臨洛杉磯。我們很開心及激動，歡迎嶺南 EMBA 的優秀同學們
來洛杉磯同學會訪問，我們嶺南一家親，一日嶺南人，一世嶺南人。他們拜訪嶺南同學會會所，參觀了裡面的設施，並在嶺南大學同
學會的旗幟前拍照留念，隨後即拉大隊前往世海海鮮酒家吃晚餐。餐後拍照留念，大家都依依不捨，互相擁抱道別，相約在廣州再
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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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組織
多倫多嶺南同學會
同學日聚餐聯歡
回溯 1961 年，容敏光、劉鈶等十餘位僑居多倫多的嶺大同學，為着友誼聯繫，互相照應，定時舉行聚會，策劃一些團體活動，於是
同學會之組成，甫具芻模。
踏入 70 年代，各地同學移居多市與日俱增，同學會亦隨之日漸茁壯。為使會務擴展有所依循，於 1978 年訂立會章，向安大略政府註
冊，成立非牟利社團法人，規模既具，行事方便。
我會主幹，向由各同學輪流擔當。鑑於年青一輩，曾就讀港澳嶺南屬下各院校者接踵而來，年長者極力鼓勵新人接班。近十餘年來之
正、副會長，義務秘書和委員，多由朝氣勃勃之中青輩同學當選。深慶後繼有人，可以薪火相傳，老中青三代同心同德，合作愉快，
更成為我會之特色。
同學會之經常活動有夏日燒烤遠足、歲晚周年大會暨聯歡聚餐、各類球賽、集體垂釣、每月定期之多次茶敘等；而聯誼小組不時舉辦
之興趣節目則有烹飪示範、卡拉 OK、偶有美加勝地旅遊，均受同學歡迎，踴躍參與。
本次中秋節聯歡假座勵社樓啟明伉儷府第舉行，由謝日東、黎燕珍及多位年青的同學們合力主持，節目豐富，老幼咸宜；美食比拼，
大快朵頤！黎名政夫婦又捐出花圃自種的有機巨型重 20 磅冬瓜，令人垂涎三尺！鰲頭獨佔的是素為我們敬佩的勞模梁美基大姐，宜
乎福有攸歸！ Be an early bird next year.

嶺南大學（紐約）同學會
2015 年 4 月 23 日，我們來到了曼哈頓的杏花樓，紐約著名中餐館，也是美國嶺南基金會每年舉辦董事會晚宴的地方。
與其說是基金會晚宴，不如稱之為老友聚餐。 參加的人大都是嶺南校友，彼此也是幾十年朋友。席間他們談笑風生，說的也都是當年
大家怎麼齊心協力，成立基金會又一直運作至今的種種軼事。
「當時文革結束後，中國方面找了我們，要將原來的康樂園作價買下來。 我們選了幾位代表，帶了律師過去，談了好長一段時間，終
於拿到了錢，成立了基金會。」基金會的前主席劉瓊鳳女士回憶道。我有點意外地問：「就這樣嗎？你才講了五分鐘。」劉女士笑著說：
「瑣事是很多，但看回頭去，其實也蠻簡單的，沒什麼好說。」
這簡單的一段往事，造福的卻是無數嶺南後代人。每一年都有多名嶺南學子，憑著這基金會慷慨贈予他們的獎學金，第一次踏出國門，
到遠方去認識這個世界。學子們後來回憶起來，都感激這段經歷，令他們真正建立起完整的世界觀感，成為世界的公民。
上文由嶺南大學 ( 紐約 ) 同學會主席林植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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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近況
鄧宗泰校長到訪多倫多
李瑞明博士
1947 超社
前香港嶺南中學校長鄧宗泰伉儷最近到多倫多探親，此間校友特於 2015 年 10 月 2 日在士嘉堡慶龍中心國寶軒酒家設宴歡迎。鄧校長
服務嶺南多年，桃李盈門，造就英才不少，一旦重聚一堂，共話當年，是晚一直暢談至深夜，始握手互道珍重而別。

多倫多嶺南同學崔李季瓊女士百歲壽辰慶典
李汝康
1968 敏社
2014 年 12 月 14 日多倫多嶺南同學會黎燕珍同學（1983 昕社）與李汝康同學（1968 敏社）聯袂前往崔李季瓊學姊（1940 忠社）所
屬教會 St. John’s Anglican Church, Willowdale, Toronto 參加她的百歲壽辰慶典。也是兩位同學繼 2013 年來接續兩度出席學長的生
日盛會。
當日嘉賓凡 200 餘眾，除親朋戚友和兩位來自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外賓，大部份是教會的兄弟姊妺。短暫的介紹和
致詞後，共進午餐，齊唱祝壽歌，場面溫馨感人。
餐後黎、李兩位代表另外三位因事未能出席的多倫多嶺南校友 ─ 應屆會長許桂寶同學（1976 鵠社）、上屆會長黎名政同學（1974
堅社）和顧問李競聰同學（1968 敏社）送上花籃予李季瓊學長，並一同拍照留念。
附記：筆者因逢際會於 2004 年參與李季瓊學姊 90 歲在世紀皇宮酒樓內擺設的生辰晚宴，席間與師姐同唱嶺南晚歌。轉眼雖逾十載，
然當晚情景仍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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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近況
溫哥華嶺南大學同學會提前慶祝中秋佳節
呂錫基
1971 雁社
今年九月初，因為公事要到溫哥華，現任的溫哥華嶺南大學同學會會長周廣平與太太陳惠瑜 ( 前任會長 ) 是雁社的同級同學。他倆都
非常好客，堅持要我與內子住在他們的府上。由於他倆是很好客的一對，凡前往溫市遊玩的同窗，都被邀請到其家中小住，因此，與
嶺南康樂的女生宿舍「廣寒宮」同譽，將其府上美名為「廣瑜宮」！
2015 年 9 月 10 日晚上，周氏伉儷邀請了約 30 多位溫哥華嶺大同學會的好友們，到來府中提前慶祝中秋節，也同時舉行理事會議。
我和內子適逢其會，要在食物方面報效，所以於列治文市著名的「百家店」買了中豬全體一隻，與大家享用。
傍晚時分，老少咸集，群賢畢至，有前香港嶺南中學校長鄧宗泰學長，前香港嶺南同學會小學校長馮肇誠學長，西醫劉祖貽學長和其
他康樂時代的學長們；我雁社的伍兆光、鄭卓英、譚志賢、余焯煊與其他級社的校友如李永聰、郭家邦、何子超、鄧渭添等等，熙熙
攘攘，非常熱鬧。
聚會正式開始，唱完校歌後，周會長熱烈歡迎會眾，便簡略地召開同學會的理事會議，及一致通過了某些決定。跟著周會長給時間我
介紹一下美國嶺南基金會管理的個人基金會，鼓勵樂捐，共同為「作育英才，服務社會」而設立獎學金，培育可造之才。
由於燒臘中豬是我買的，他們要我切割第一刀，然後由周廣平用熟練的手法將之斬件，與其他豐富的美食一同共享。餐後大家都流連
忘返，三五成群，有的在廚房，有的在家庭房，有的在飯廳，也有一大群在客廳，談得起勁，直至夜深人靜，才依依不捨地回家去。

嶺南學院同窗敘舊
岑展文
1972 皓社
嶺南學院舊同學聚會午膳於 2015 年 8 月 28 日假銅鑼灣 CCC 會所舉行。這次聚會難得吳學長出席，別具意義。素來熱心同學會事務
的吳承志學長早前因身體抱恙而疏於出席校友活動，吳學長近期身體日見康復，決意重出「紅灰江湖」，乃為一眾學長及校友之喜訊
也。席間各人皆流露並抒發維繫了 40 多年的同窗情誼。吳學長對一眾校友之關懷也為之感動並表衷心感激。
當日出席聚會的學長有吳承志及其太太、曹家道、何慧賢、趙純儀及趙善為。 而「細靚」何美葶 (1973 暘社 ) 則因急事未能參加，「高
章」曾小群 ( 曹家道的太座，1972 皓社 ) 因要照顧孫兒而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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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近況
梁耀華
1988 賢社
在嶺南畢業及在學生會離任後，便往美國深造，一直僑居科羅拉多州。在「紅灰精神、博雅教育」的薰陶下，總算略有小成。於 2015
年 8 月，獲委任為科州教育委員會成員，任期為三年，成為第一位亞裔委員。在同年 1 月，亦受百家市政府委任為投資諮詢委員會主
席，也是第一位亞裔主席。科州在航天、礦業、能源方面的研究均是世界一流，經濟增長位列全美各州第五位，失業率低，空氣清新，
對喜歡戶外活動的校友，是很理想的居所。

霧鎖小東江
陳健
1999 工商管理

黃若文
1996 工商管理
我與太太婚後育有三名子女，關係非常融洽。從事會計行業 20 年的我，最近投身保險業，希望於工作上有新衝擊，並與同樣從事保
險工作的太太一起建立事業。 兩夫婦一起工作，份外有默契，亦抱著同樣的理念 ─ 每一個家庭都需要有好的保障和值得享有良好的
財富管理服務。 作為保險從業員，我倆希望以身作則，以美好的家庭、真摰的夫妻關係作榜樣，讓社會大眾感受到財富管理的重要性，
真誠地為大眾服務。

周海明
2001 工商管理
能夠完成 300 多天的旅程，踏遍七大洲、四大洋，實在不容易。重回職場，更是另一個考驗。對我來說，那無疑是人生的一場修煉。
就像跑馬拉松一樣，沒有人迫自己一定要完成；放棄，隨時都可以。一旦落場跑，便需要無比的毅力和鬥志，還有那份不輕言放棄的
堅持，才會有完成一刻的喜悅。其實這些事情都能在日常生活當中感受到，經歷到，只是包袱太多，顧慮也多，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放
下一切。
這趟旅程，使我有很多得着，例如在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我學習到從平凡中去體會純美，明白到世事萬物各有其美，重點是如何從
平凡中體驗發掘出來。其次，便是不比較。 既然「各有其美」是自然所賦予，我們不應執意比較。每個風景、風俗、人種和文化，各
有特色和優點。與其問那一個風景最美，那一個地方最喜歡，我寧可回答，每個風景的美之所在，每個地方的特色和難忘之處。正如
每個人都各有長處，十隻手指有長短，可必比較呢？
還有，甚麼是快樂？甚麼是知足？當我們不再比較，快樂其實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平凡。住得再簡陋，吃得再差，生活得再苦，有時，
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和自己喜歡的人，甚至家人一起，其實也可以很快樂。當然，有時候，比較是無可避免，而這種比較，叫競爭。
不論是在影響達爾文寫進化論的加拉帕戈斯群島，還是在非洲草原上的原始殺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世上生物面對自然淘汰的
殘酷現實。在人類社會中，我們又如何面對淘汰呢？是汰弱留強，還是「以劣逐良」呢？
能夠選擇平淡是一種福氣，能夠為夢想堅持，也是一種幸福。就如排除萬難登上山峰所看到的美景，馬拉松衝線一刻的喜悅，無盡黑
夜之後的曙光，雨後的彩虹，同樣令人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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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動
校友日 2015
一年一度的「校友日」已於 2015 年 7 月 11 至 12 日圓滿舉行。今年活動得到一眾嶺南人的熱烈支持，逾 700 名校友及其家人、朋友
參與了這年度盛事，突破了以往紀錄。
「Welcome Back!」不僅是今年校友日的主題，更是一個目標。嶺大衷心歡迎校友重回母校，回味讀書時的點點滴滴，並與家人、朋
友好好享受這兩天歡樂時光！
今年校友分別入住香港崇正總會樓霍藻棉樓、忠信逸民堂、黃浩川堂及伍絜宜堂。大會安排了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民間工藝攤位、
工作坊、嶺大紀念品售賣攤位、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以及工商管理系舊生會的遊戲攤位等等。梁方靄雲藝術廊的「鬼馬校園任你影」
則最受歡迎，參加者可穿起畢業袍，在有趣的場景再次拍攝畢業照。在集體遊戲的環節，各隊伍充分發揮團體合作精神，隊友亦一起
享受參與的樂趣。
校友日晚宴更是座無虛席，晚宴還延伸至嶺南樓，讓校友們可以有更多空間與親友暢談及共晉晚餐。校友邱宇傑六歲兒子的魔術表演，
以及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尋樂」隊伍的舞蹈演出，均贏得不少掌聲。鄭國漢校長亦在晚宴上向一眾校友問好，並介紹大學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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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動
「童」親大自然日營
「童」親大自然日營於 2015 年 10 月 18 日在大埔林村樹屋田莊圓滿結束。嶺大校友義工隊 15 名成員與 22 名 6 至 12 歲來自香港保
護兒童會 ─ 兒童及家庭服務中心 ( 九龍城 ) 的小朋友共同參與歷奇活動和遊戲，一起親親大自然。
一眾義工與出席的小朋友首先進行熱身遊戲，讓義工與小朋友互相認識和投入活動。之後就分成五組開始緊張刺激的歷奇遊戲，包括
考驗合作性的團隊遊戲和毅力的攀石運動。 午膳小休後，大伙兒更挑戰以繩索高速飛越半空和完成最後任務。 透過一連串的遊戲，
小朋友學習到互相支持和鼓勵，並提升他們與人合作及相處的技巧。由於參加的小朋友平常較少機會接觸這類活動，所以他們都倍感
興奮，而參與的校友義工也感受到小朋友的喜悅，彼此歡度了愉快的一天。
香港保護兒童會 ─ 兒童及家庭服務中心 ( 九龍城 ) 中心旨在識別地區家庭之需要，提供有關兒童健康成長、鞏固家庭功能的服務，並
建立社區網絡，提高家庭生活質素。

「耆樂無窮」長者家居探訪日
嶺大校友義工隊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 觀塘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合作，於 2015 年 11 月 14 日到觀塘順利邨進行長者家居探訪。是
次活動共有 16 名義工參與，大家都希望透過此活動為獨居長者送暖，以行動表達關懷長者的心。
一眾義工於中心進行簡介及預備敬老禮品包後，便分成五組出發至順利邨進行探訪。義工除了與長者們聊天和送贈禮品包外，更為他
們介紹家居安全注意事項，以及示範簡單的伸展運動。長者們都十分熱情，主動與義工分享日常生活的點滴及往事，言談間流露欣喜
之情。
這次活動共探訪了 15 戶長者，一眾義工透過此活動了解到長者們最需要的並非豐富的物質生活，而是別人的關心和問候，簡簡單單
的閑話家常他們已樂得半天；所以只要大家願意每天抽少許時間來關心身邊的長者，也可以令他們感到溫暖。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為一所多元化社會服務機構，轄下安老服務單位為長者提供多元優質服務，包括院舍、地區中心、日間護理中心
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等，並致力向社區人士推廣敬老文化，建立關懷共融社會。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校友子女參觀嶺大校園
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校友工作辦公室為其校友子女舉辦了 2015 暑期夏令營活動，旨在傳承與弘揚嶺南文化；夏令營其中一項
活動是拜訪及參觀嶺南大學，感受兩地的血脈傳承。 於 2015 年 8 月 20 日中大嶺院校友工作辦公室的導師帶領了 13 名校友子女前來
嶺南大學參觀，他們對嶺大的設施，特別是圖書館及學生宿舍十分欣賞，也很希望長大後有機會入讀大學，享受優美的校園生活。

17
LINGNAN Connections | Issue 23

嶺南校友資料更新表格
LINGNAN ALUMNI CONTACT UPDATE FORM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為方便電腦處理，請以英文正楷填寫。以下提供之資料將用作更新校友資料庫或其他與校友事務相關之事宜，而所有提供之資料
將會保密。This form should be completed in BLOCK LETTERS for computer processing. All your information provided will be kept
confidential, and used for alumni database update and other alumni-related affairs.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 / Mrs / Ms / Dr / Prof)

( 姓氏 Sur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性別 Gender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 年 YYYY)

( 月 MM)

( 名字 First Name)

□ 女 Female

□ 男 Male

( 日 DD)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聯絡電話 Tel. No.

( 住宅 Home)

( 手提 Mobile)

職位 Job Position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公司地址 Company Address

由嶺南頒授之學銜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warded by Lingnan
畢業年份
Year of Graduation

畢業學系 / 課程
Department / Stream

簽署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頒授學歷資格
Qualifications / Awards Obtained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妥之資料更新表格可透過以下方法遞交至嶺南大學︰
Please complete and return this form to Lingnan University by:
傳真 Fax
︰ (852) 2466 3730
郵寄 Post
︰香港屯門嶺南大學黃氏行政大樓 2 樓 205/13 室
Room 205/13, 2/F, Wong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Hong Kong
查詢 Enquiries ︰
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 Office of 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and Alumni Affairs
電話 Tel
︰ (852) 2616 8957
傳真 Fax
︰ (852) 2466 3730
網址 Website ︰ www.LN.edu.hk/oiaaa/alumni
電郵 Email
︰ alumni@LN.edu.hk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於此表格內填寫之個人資料將會被嶺南大學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用作處理報名 / 所需事宜。2. 為完成上述目的，已提交之個人資料有可能被轉交予校內其他相關部門，以完成所需之行政程序。
3. 除法例要求，在未得到 閣下同意前，嶺南大學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並不會將所收集到的個人資料向第三方透露。4. 除另已說明，所有在此表格上填寫之個人資料是為上述目的而收集。如所
提供之資料不完整或不正確，將導致 閣下之報名或所需事宜被延遲處理或被撤回。5. 根據《個人資料 ( 私隱 ) 條例》，資料提供者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改已提交之個人資料。如需查閱資料，請聯
絡嶺南大學個人資料保障主任 ( 電郵：DPO@LN.edu.hk)。如需更改 / 更新資料，請聯絡嶺南大學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 ( 電郵：alumni@L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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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心聲
嶺南大學路加家團契的軼事
溫曄昌
1948 農藝學
關於我個人信仰的問題，要在此與你們大家分享及見證。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6 年我在廣州河南嶺南大學繼續學業，初期對信仰尚未感覺需要和產生興趣；但是經過多位師長、
同學、神學院同學及摯友的從旁引導及輔助後，始漸漸對基督教信仰有初步的認識。為繼續追求精神上的寄託及聖經的真理，我常常
到懷士堂參加星期日主日崇拜；又常常去聽取聖經的真理及教訓；使個人的精神有所記托，及對個人的行為有所警惕。當時在河南凰
村嶺南大學正門鄰近入口處，有一所中華基督教協和神學院。我有空閒時候與其中神學院院長彭馬倫基牧師 (Rev. Pomarenki) 及神學
院學生黃作暨夫人黃李健盤交談；並與他們傾談有關信仰問題。最令我感到興趣的，是他們發起組織路加家團契；並宣傳及邀請大學
生參加該團契敘會及各項活動。
當時參加者以年齡大者為大哥而年紀較小者為弟或妹如此類推。最後黃作被選為路加家大哥兼團長，他主持團契的事務；而我為二哥；
接著三妹鄧瑞瑚；隨後四妹陳覺念、五妹張鳳儀、六妹陸麗珊、七妹陳鳳儀、八妹李安妮、九妹李碧如、十弟黃紹德、十一妹凌詠彤、
十二妹楊英華、十三弟萬允良、十四妹董碧然、十五弟李海鵬、十六弟羅徵強、十七妹趙壁如、十八弟熊敬金。因其後參加路加家團
契的同學眾多，很難依照年齡來排列先後；故只有用先到先排，以排行不分先後的辦法來處理團契家譜；此事始告一段落。據我本人
所知路加家團契同學，雖然無正式統計，但其總數達到 30 多位兄弟姊妹。當時路加家團契真是人材濟濟，聞名整個嶺南大學校園及
附近地區；聲名遠播；計有：王美娟妹、梁素雅妹、黎尚正弟、葉龍飛弟、關濤弟、袁鏡深弟、余遵德弟、譚蕙儀妹、曾慶筠妹、李
碧如妹、林逸江弟、吳榮恩弟、黎家敬弟及倪遵民弟等人。
1952 年我在香港上水政府農場工作的時候，路加家團契有五位弟兄姊妹到來探望我本人，並順便參觀農場；這五位弟兄姊妹計有：黃
作、陳覺念、鄧瑞瑚、陸麗珊及羅徵強。因為要招待他們五位弟兄姊妹，我特別吩咐農場職工張宏先生準備菜餚；材料算是相當豐富：
包括魚肉、雞肉、牛肉、蛋、蔬菜、瓜及生果等。由張宏先生擔任大厨師，他煎炒出來的菜餚非常美味，極為衛生及適合大家口味，
亦不會失禮路加家家人。在飯後，我再帶領他們到農場各處遊覽；又參觀用科學方法來種植蔬菜及飼養家禽，他們感到非常新式和有
意義；特別是有關鷄蛋等級分類器、電暖孵蛋機器、自動化鷄飲水器、種植蔬菜專用自動化灑水器和自動化旋轉噴霧器等。對於農場
所進行各種試驗及不同方法的研究，他們亦感到非常新奇和科學化；特別是正在進行中的試驗，各種蔬菜不同株距和行距間離的比較；
和各種蔬菜使用不同份量肥料的比較；另外，又有對蘆島紅雞和力康雞隻特性和生態的研究；又採用不同份量的鷄飼料作比較試驗。
他們對於各種不同蔬菜品種，都感到特別興趣：例如，十字花科植物；包括各類菜心品種 ( 黃葉、青骨、簫崗 )、白菜品種 ( 葵扇白、
匙羹白 )、芥蘭品種 ( 荷塘、青骨仔 )。其他蔬菜有：韮菜、韮黃、西芹菜、蕃茄品種 ( 頂上、必察 )、矮瓜或茄子、苦瓜 ( 雷公鑿 )、長
型青皮冬瓜、圓型粉冬瓜、甜青辣椒、牛角青辣椒等 。
除此之外，在香港居留期間，路加家各位團友都經常有團契活動；例如，被稱為大哥的黃作牧師常會邀請團友們在九龍中華基督教循
道會他的居所聚會；亦經常被邀請到姊妹或兄弟府上閒話家常等等。最令我感到難忘的是黃作牧師應允承擔辦理我和方慧齡小姐的婚
事，並邀請路加家眾團友到來參加。遂於 1954 年 6 月 26 日，我和方慧齡小姐在中華基督教循道會大禮堂舉行婚禮，及當晚在其副
堂擺設筵席。昔日的伴娘伴郎是李志翹小姐和羅徵強先生，而來賓觀禮的則有百多人，在嚴肅氣氛中進行；而當日晚宴亦非常高興和
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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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
嶺南大學謹向以下嶺南人的捐款表示衷心感謝
惟篇幅所限，此期只刊登由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的捐款。

嶺步同行籌款日

(HK$)
200,000.00

關志信

200,000.00

羅世傑

嶺南大學籌款晚宴
郭文藻
王忠秣

(HK$)

黃潔儀

社會科學

600.00

100,000.00

黃文瀚

工商管理

600.00

100,000.00

楊虹

歷史

200,000.00

葉毓強

30,000.00

200,000.00

杜勳明

20,000.00

符之福

100,000.00

林奮強

20,000.00

王忠秣

50,000.00

唐天燊

李以力

11,438.00

陳灝

陳斌

10,000.00

鍾國強

10,000.00

魏明德

10,000.00

羅世傑

10,000.00

林棣權

10,000.00

孫梁勵常

10,000.00

孫梁勵常

岑展文
伍沾德

張毓卿
何鼎禮

會計學碩士
人事管理專業課程

20,000.00
國際銀行及金融碩士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200.00
6,720.00

無名氏
合計

2015 高社畢業同學晚宴

27,800.00

(HK$)
3,000.00

羅世傑

2,000.00

高靜芝
合計

5,000.00

10,000.00

施榮懷

10,000.00

孔令成

5,000.00

姚祖輝

10,000.00

梁劉柔芬

5,000.00

胡經昌

5,000.00

曹翠娟

3,000.00

章曼琪

4,000.00

唐家成

2,000.00

歐陽讓

2,000.00

唐天燊

2,000.00

劉國邦

胡經昌

2,000.00

陸趙鈞鴻

2,000.00

唐德曼

1,800.00

王藏平

2,000.00

李蓬生

實踐哲學文學碩士

1,000.00

譚國權

1,500.00

唐德曼

1,000.00

羅芝蘭

工商管理

1,000.00

陳加恩

1,000.00

陳苑霖

500.00

陳時傑

工商管理

500.00

葉成慶

1,000.00

無名氏

8,000.00

羅啓中

社會科學

500.00

392,500

梁桂容

社會科學

500.00

林祥

(HK$)

胡道航

翻譯

2,000.00

肖文利

中文

500.00
合計

2,500.00

2,000.00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合計

1,000.00

社會科學

學生助學金

大學發展基金

(HK$)

林昍

1,000.00

吳蓓蒂

文化研究碩士

500.00

陸趙鈞鴻

1,000.00

古正然

翻譯

250.00

吳亮星

1,000.00

蘇斯杰

工商管理

芮元青

國際銀行及金融碩士

800.00

翻譯系

700.00

方英姿

合計

馬紹援先生獎學金

(HK$)

合計

500.00

500.00
合計

學生住宿獎學金
陳汝謙

(HK$)
1,000.00

工商管理

10,000.00

500.00

每月捐款計劃

(HK$)

姚淑玲

工商管理碩士

500.00

陳志強

人事管理專業課程

6,000.00

王金典

會計學碩士

500.00

陳巧廣

社會科學

1,680.00

500.00

陳曼華

中文

1,680.00

300.00

朱海燕

翻譯

1,680.00

300.00

孔慶照

社會科學

1,680.00

黃伯鏗
工商管理

鄭家寶

合計

學業優異獎學金
羅俊傑

1,000.00

750.00

學生海外及內地交流獎學金

(HK$)

300.00

岑煒基

工商管理

1,680.00

高樂齡

翻譯

麥婉宜

當代英語語言文學

300.00

白忠偉

社會科學

1,200.00

古正然

翻譯

孫沛然

社會科學

300.00

楊智恆

工商管理

1,080.00

300.00

陳

翻譯

600.00

麟

工商管理

300.00

何詠詩

工商管理

600.00

黃文瀚

工商管理

300.00

林巧婷

社會科學

600.00

「一人一書」計劃
葉作斌

300.00

孫明微

工商管理碩士

600.00

王雅倫

會計學碩士

300.00

曾熹慧

翻譯

600.00

邱緒彥

工商管理

300.00

尹俊

國際銀行及金融碩士

300.00
152,300.00

合計 1,203,7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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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250.00
合計

鄧錦輝

黃安恒

750.00
合計

社會科學

譚國威

(HK$)

社會科學

林嘉儀

無名氏

4,800.00

500.00

工商管理

饒玖才

陳曉婷

50.00

無名氏

75,980.00

10,000.00

馬紹援

600.00

中文

歐鑫濤
陳逢偉

75,980.00

無名氏

1,000.00

黃昭儀

黎燕文

(HK$)

1,000.00

韋 然

黎狄輝

1,000.00

長者學苑在嶺南

750.00

(HK$)
500.00

商學哲學碩士
合計

500.00

捐款表格 DONATION FORM
請將捐款表格連同劃線支票郵寄至新界屯門青山公路八號嶺南大學黃氏行政大樓二樓 205/13 室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收。以信用
卡捐款者可傳真表格至 2466-3730。捐款 HK$100 或以上，可獲發正式收據作申請減稅之用。
本人 / 我們樂意捐助嶺南大學︰

捐款類別及金額
□ 一次性捐款
□ HK$1,000 □ HK$800 □ HK$500
□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每月捐款
□ HK$380
□ HK$100

□ HK$280 □ HK$180
□ HK$______________

捐款用途
□ 學生住宿獎學金

□ 實習津貼

□ 助學金

□ 學生海外及內地交流獎學金

□ 服務研習資助

□ 大學發展基金

□ 學業優異獎學金

捐款方式
□ 劃線支票 (只適用於一次性捐款。支票抬頭請填寫「嶺南大學」。)
□ 信用卡*
□ 一次性捐款: 本人現授權嶺南大學由本人之信用卡內扣除上述之捐款金額。
□ 每月捐款: 本人現授權嶺南大學每月由本人之信用卡內扣除上述之捐款金額，直至本人令行通知。
□ VISA □ MasterCard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至︰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月/年)
*若使用東亞銀行嶺南大學畢業生萬事達卡，所有簽賬的0.4%將撥捐嶺大。

□ 自動轉賬
（只適用於每月捐款。請於http://www.LN.edu.hk/oiaaa/development/donationform下載
「每月捐款表格」
。）

捐款人/公司資料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英文姓名 (Mr/Mrs/Ms/Dr/Pro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學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畢業年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XXX(X)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於此表格內填寫之個人資料會被嶺南大學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用作處理捐款/所需事宜。2.為完成上述目的，已提交之個人資料有可能被轉交予校內其他相關部門，以完成所需之行政程序。3.除法例要求，
在未得到 閣下的同意前，嶺南大學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並不會將所收集到的個人資料向第三方透露。4.除另已說明，所有在此表格上填寫之個人資料是為上述目的而收集。如所提供之資料不完整或不正確，
將導致 閣下之捐款或所需事宜被延遲處理或被撤回。5.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資料提供者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改已提交之個人資料。如要查閱資料，請聯絡嶺南大學個人資料保障主任(電郵：DPO@LN.
edu.hk)。如要更改/更新資料，請聯絡嶺南大學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處(電郵：alumni@LN.edu.hk)。

捐款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在適當之方格內加上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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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捐贈者名錄上列作「無名氏」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