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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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出版至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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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振發 Webster
具獨特使命，願當「企業營養師」
楊振發 Webster 在嶺南主修會計學時，便感到會計師最重要的功能是為人和企業疏理問題並提供可行的解決的途徑，並
非只是純粹埋首數字、精於計算的專業人士。嶺南本身的特質 ─ 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同儕之間親密的夥伴關係等，都
深深影響着他對會計行業的投入。
中學時期修讀理科的 Webster，當年一心希望在大學時修讀電腦工程，卻誤打誤撞入讀了嶺南會計學系，從最初連 debit
和 credit 的定義都未摸清，到後來漸漸明白會計在數字背後的意義，欣然發現自己原來對這個科目情有獨鍾。「可能跟兒
時家裡做小生意的背景有關，我發現自己很早期已經可以看透一個企業模式 business model 的框架強處與漏洞，經常可
以從不同的切入點為一門生意提供意見。」
Webster 畢業後曾於不同的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會計、審計、稅務、公司秘書等工作，加上在香港政府庫務署服務了四年，
對政府機關的運作有較深入了解，超過 20 年的行業經驗為他建立了紮實的企業會計根基。然而，他從來沒有忘卻初衷 ─
發揮會計師在解決數字難題以外更多的功能。
在 2012 年，Webster 決定與同窗兼拍檔建立團隊及經營自己的公司，除了提供會計審計等專業服務外，更為企業的成立、
營運、管理等各方面，提供顧問服務。因為他倆認為這樣才以最直接的方式為客戶創造價值和解決個別的需要。Webster
不諱言，當年嶺南細小的校園，建立了他與同窗的互信互助關係。
「司徒拔道時期的嶺南校園細小，是本地唯一與中學部相連的大專學院，家的感覺很強烈。當年我個性頗為內歛，但細小
的校園讓你不得不多與人交流，曾試過與一位師兄在一天之內遇上三次，到第三次碰面大家都相視而笑，打招呼並作自我
介紹，人際關係就是如此建立起來。」

願當「企業營養師」
從受僱到今日創立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及顧問公司，Webster 相信會計師的角色除了在每個季度為客戶處理好企業賬目，
還可以進一步宏觀地衡量一家企業的優劣，以顧問角色為客戶面對的挑戰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與客戶共同成長。
「我們希望在企業賬目以外，因應客戶不同階段的需要提供具彈性、不同層面的服務。早於一門生意的初創階段，我們已
經可以為客戶檢視構思中的 business model，包括公司架構、投資決策、財務安排等不同範疇。」既為初創企業提供意見，
陪伴企業一起成長，又會為正面對不同挑戰的企業找出問題的癥結，嘗試解難。「但我不會稱自己的角色為企業醫生，卻
可以說比較像『企業營養師』，在未生病之前強身健體，在問題未出現之前或出現初期幫助企業一步步調整。」

肆業嶺南，回饋母校
而最令 Webster 印象深刻的是當年由 Dr. Richard Simmons 帶堂的會計 tutorial。「我對審計的實戰概念，就是由那
時候建立；當年剛到嶺南任教不久的 Dr. Simmons 在課堂上向我們分享自己當年在英國六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時遇到
的案例和經驗。一個 8 至 10 人的小班教學對於今時今日擠湧的課堂來說應該算是十分奢侈，而我們每一課都會像上
playgroup 的小朋友般充滿期待。」就是如此家庭式的校園生活，讓 Webster 無論在學術及個人成長上皆獲益良多，而
同樣，亦因為與學校、同學之間的緊密關係，令 Webster 多年來不斷回饋母校。
由 2004/2005 年度嶺南大學首屆事業「嶺」航計劃開始，Webster 便獲邀擔任 Career Mentor，當中既為正在求職的準畢
業生就如何撰寫履歷提供意見，同時也幫助他們做好面試準備。「一直以來，我在不同公司的各個工作崗位上，都有參與
招聘新人的過程，故此特別希望以面試官的角度與畢業生分享一些面試技巧，向他們剖析公司對新員工的期望。」更難得
的是，Webster 與多名 mentees 在畢業後也保持聯絡，當中不少都會向他請教工作時遇到的實質問題。「或許因為經常
替不同公司擔任顧問，所以能以較宏觀的角度幫助師弟妹分析公司對他們不同的要求和期望等，這往往對他們有較實質的
幫助。」
與 Webster 一邊傾談一邊分享，知道他對自己生命有着獨特的使命 ──「陪伴生命成長、活出生命精彩、持續祝福身邊人」，
就是因為如此，他選擇以這樣的方式去看會計、去看世界，期盼得以祝福更多身邊的人和企業。

2 ｜LINGNAN Connections ｜Issue 24

校友專訪
林仲岷 Nathaniel
站在前線服務社會
一直以來，教育於社會中擔當的角色，除了傳授知識以外，還包括輔助學生的個人成長、觀事方式，以及培養個體的社會
責任。讀社會學出身的林仲岷 Nathaniel 多年來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相信教育政策並不應該只是由上而下的政令，而是從
親身參與明白當代學生的需要。Nathaniel 自言，中學及大學階段的生活令他畢生受用，故此他多年來身體力行，回饋母校；
同時一直堅持站在教育界前線位置，希望以自身的能力，服務社會。
快將中學畢業之時，Nathaniel 覺得大部分傳統學科都比較沉悶，唯獨社會學及心理學兩門可以滿足其興趣之餘，亦讓他
在生活當中學以致用，故決定選修。
入讀嶺南的社會問題與政策課程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之後，Nathaniel 深深體會到只要你喜歡那個科目，就自然會
在課堂以外也多花心思去鑽研，要取得好成績就會得心應手。「社會學分析方法教懂我每看一件事情都要從三個層面作分
析：個人層面、組織層面，以及社會層面；到我日後踏足社會，甚至今時今日都會以不同的角度了解社會時事、政策等，
從更寬廣的層面看事物，可謂畢身受用。」努力學習以外，Nathaniel 在嶺南期間亦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包括籌辦嶺南學
生節、擔任龍舟隊及排球隊隊長等。

從參與社運到投入社會
而最令 Nathaniel 留下深刻印象者，同時也令他明白教育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則是 1989 年六四民運期間，嶺南學院學
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一幕幕情景。Nathaniel 作為當時嶺南學生會代表會副主席，對於當時的局勢和事態發展記憶猶新。
「還記得那時正值考試期間，我們在學生會學生休息室溫習，新聞報導的聲音一響起，大家便圍著電視盯著事態發展，新
聞一完大家又埋頭苦讀。」嶺南學生在六四學運當中擔當重要角色，當年社運當中的幾名要員都是嶺南學生會的人物，而
Nathaniel 也有代表嶺南參與學生遊行等聲援行動，在社會大事發生的重要關頭表態，並以實際行動支持，這些軼事他至
今仍歷歷在目。
Nathaniel 自嘲社會學的畢業生，總被視為甚麼都可以做，但也可以被說成甚麼都做不來，但 Nathaniel 的目標仍頗為清晰，
讀書時已立志發展教育事業，暑期工便於補習社參與其業務發展工作，當時了解到教育與社會政策息息相關。於嶺南畢業
之後，Nathaniel 分別於教育機構、非政府機構及慈善機構等從事行政及政策制訂之相關工作，及後更走進課室親身觀課，
深深體會前線工作的重要性，認定政策制訂者必須走進生活，才可真正瞭解受眾所需。
其後，Nathaniel 加入「心晴行動慈善基金」任總幹事。從教育到社會服務機構，他本著同一個宗旨 ─ 以受惠者 / 受助者
的角度出發，他在任內籌辦了多個大型推廣計劃及活動，鼓勵大眾關注情緒健康教育，籌款之餘亦同時需重視機構所提供
的服務質素，多個項目獲得各界讚賞之餘，Nathaniel 認為自己在工作中亦獲益良多。

回饋母校 不遺餘力
Nathaniel 自覺是一位長情的人，對中學、大學的生活非常投入，畢業後仍積極參與母校的活動，「在英皇書院及嶺南學
院當學生，讓我得到了很多，不單是學識上，更重要的是為我帶來的思維托展和觀事方式，所以我非常希望可以回饋母校。」
一直以來，Nathaniel 都認為本港教育有著不少問題，故希望憑個人經驗參與更多教育事務。2013 年成為英皇書院同學會
會長，及後更擔任英皇書院及英皇書院同學會屬下兩所小學校董，對學校事務不遺餘力。至於嶺南，早於 1996 年便參與
學生事務處的舊生導師活動，今年更是其第十年參與「嶺」航計劃，從初期帶領小組活動，到近年為快將畢業的同學提供
就業及面試意見等，Nathaniel 都不遺餘力，在一眾 Mentors 當中備受好評。就算每年的「嶺」航計劃完畢後，Nathaniel
依然跟 mentees 保持聯繫，相約飯聚，訴說大家的近況。此外，Nathaniel 也曾參與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的會務及擔任
Centre for English and Additional Languages 諮詢委員會顧問。
曾於其他大學進修的 Nathaniel 坦言，是嶺南細小的校園，造就這所院校獨特而親切的風格，師生以至師兄弟姐妹的關係
特別親密，互助互愛。他希望師弟妹可以把這份和諧關愛的校風延續下去，在社會上擔當重要的凝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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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訪
廖達明 Dennis
同窗並肩 從細小出發
很多人都說，千萬不可與好友合作做生意，怕會因財失義。但按廖達明 Dennis 的見解，若二人曾是同窗摰友，就讀同一
所精簡細小的大學 ，就算畢業後各自在不同行業打滾過，最終還是發現大家在事業上有共同理念，又能在性格上和技能
上互補長短，所以選擇了一同創業，令友情事業相得益彰。
在嶺南大學唸人力資源管理的 Dennis，2000 年畢業後從事人事管理工作一段短時間後，便接觸到食品銷售，並發現其中
商機，可惜一直想創業卻苦無機會；碰巧當年在嶺南的同屆同學，也剛離職傳媒行業，經二人深入傾談之後，發現事業上
理念一致，便一拍即合地展開創業之路。「雖然我們兩人的想法和專業都有所不同，卻一致地相信 Marketing 對於一樣產
品的重要性，便在 2008 年趁金融風暴過後化危為機，開始我們的食品生意。」
一個唸翻譯，一個唸人力資源管理；一個住北宿，一個住南宿，看似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就是因為細小的嶺南校園，總有
機會「撞口撞面」。「當年我住的北宿樓層有不少是翻譯系的同學，Dennis 經常過來聊天吃飯，久而久之就相熟起來。」
是的，異常巧合的是，當年的同窗、今日的生意夥伴，二人甚至連英文名字也同是 “Dennis”。

取二人之長，互補其短
「讀商科的人，通常以宏觀的角度去看一門生意，目標很長遠，同時很容易將事情理想化，經常想像產品賣得好的話接下
來該如何部署等，我正正是以這樣的思維營商；相反，曾於傳媒工作的拍檔，對每個用詞都持謹慎態度，同時習慣逆向思
維，每每先思量所做的決定是否有錯。」別以為南轅北轍的性格取向會令二人不咬弦，事實是互補缺失，令這門食品生意
既有長遠方向，亦實事求是。
食品市場龐大，作為小型企業的兩位 Dennis 所經營的食品公司不像大型品牌、連鎖集團，可以用銀彈攻勢大肆賣廣告進
行宣傳，唯有選擇以卵擊石，從包裝、價格方面入手，同時透過大學生組織、學生會等渠道，向目標客戶群派發試食品，
其中他們代理的台灣品牌奶茶產品便獲得相當好的反應；當然，在這個數碼世代，在社交媒體進行宣傳也可以一石激起千
層浪。

嶺南特色的以卵擊石
Dennis 說，這以卵擊石的概念也是從嶺南時代建立的；他亦坦言，今時今日其公司面對的狀況，與嶺南相似。「嶺南在
一眾大學當中，從校園面積到教學資源都相對較少，但你會發現，嶺南同學的動員能力特別強，我們關係緊密，一呼百應。
就像一直以來，我與嶺南學生會、宿生會都有密切聯繫，又從沒間斷為事業「嶺」航計劃擔任 Mentor，一方面為師弟妹
提供就業支援，有時或會提供兼職工作機會，讓同學在求學時期就開始建立商業上的實戰經驗；在幫助他們的同時，我也
可以在年輕一代的大學生處得到不少潮流資訊、網絡習慣喜好等，對我們發展市場敏感度甚高的食品行業有正面意義。」
Dennis 猶記得當年陳坤耀校長常以「Less is more」勉勵大家，說到「小」和「少」都不一定是壞處，卻可以是代表專
門和精簡，就像嶺南一樣，也就像兩位 Dennis 的食品公司，資源雖少，對手縱然強大，但他們選擇以策略及品質取勝。
憶起當年的校園生活、宿舍時光，Dennis 回味無窮。「當年我是第一屆三年全宿的學生，嶺南與市區很遠，但同學之間
的關係卻走得很近。在宿舍玩遊戲機、聊天、打麻雀至通宵達旦又不會因此荒廢學業，第二天照樣一早上學去。我又記得
在當年學生會外的空地會舉辦的 Mega Sale，讓同學們自由擺賣，就像今時今日的市集，是商科同學汲取營商經驗的好時機。
同學們絞盡腦汁，入貨擺賣一腳踢，最好賣的當然是小型家品，適合宿舍生活…… 」
就是這樣， 在細小的大學校園裡，Dennis 得到了好朋友、好拍檔，還有從最細規模出發的生意經驗、從最緊密關係中得
來的師兄弟情誼，這一切一切，現在成了一環扣一環的事業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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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專題
嶺大師生「花燈之約 2016」共慶元宵
嶺大師生於 2016 年 2 月 22 日舉行的「花燈之約 2016」，一起慶祝元宵佳節以及農曆新年的來臨。
是項一年一度的活動由嶺大學生服務中心和內地與國際學生交換計劃辦事處合辦。在元宵佳節的歡樂氣氛下，海外和本地
學生以及教職員聚首一起共慶佳節，並以各項文藝表演展示嶺大校園的多元文化。
活動由中國傳統舞獅揭開序幕，接著是由來自全球不同地方的嶺大學生和教職員的表演，包括印度和尼泊爾舞蹈，以及多
姿多彩的歌唱和音樂表演。現場更設有傳統賀年食品、遊戲和手工藝攤位，增添節日氣氛。

新計劃加強嶺大國際化
鄭國漢校長於 2016 年 2 月 18 日舉行的「丙申猴年新春傳媒團拜」中，介紹了嶺大進一步強化其國際化的計劃。
鄭校長表示：「我們於 2012 年加入『世界博雅學府聯盟』，並於 2015 年 3 月主辦聯盟的領袖會議。藉著嶺大於去年獲《福
布斯》評為『亞洲十大博雅學院』之一的契機，我們現正與其他亞洲頂尖博雅院校探討成立『亞洲博雅大學聯盟』，以推
動博雅教育在亞洲的發展。由於嶺大與其他典型博雅院校一樣，師生數目較少，成立跨院校的合作平台是提升大學的教學
水平，以及研究實力和影響的重要策略。」
嶺大在國際化方面擁有十分鞏固的基礎。現時約 68% 的嶺大本科生會在大學的 173 所海內外伙伴院校交流一個學期或修
讀短期暑期課程。同時每年約有 300 名來自全球不同地方的學生前來嶺大交流，大大提升了校園的文化多元性。
嶺大正在探討數個項目，以提升嶺大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以及學術研究。這些項目包括與地區內外的著名大學合作，為亞
洲的頂尖學生設立精英博雅教育本科課程；合作開辦國際性和地區性的授課式碩士和專業博士課程；成立跨院校研究平台
以推動進行和發表國際性及地區性的合作研究，以及跨院校研究生平台以促進研究生的交流。
嶺大的國際化工作現正陸續取得成果。例如嶺大兩名學生獲挑選參加「世界博雅學府聯盟」的先導「環球學人計劃」，並
已於今個學年展開了他們的環球交流之旅；與其他一些「亞洲十大博雅學院」，包括延世大學、首爾國立大學及早稻田大
學，於去年底達成學生交流協議；與巴塞隆那自治大學簽署合作協議，於 2016/17 學年起合辦「經濟分析研究」及「國
際銀行與金融」雙碩士學位課程；成為「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的夥伴院校。

第二屆平等機會運動 鼓勵師生欣賞多元化
嶺大第二屆「平等機會運動」啟動禮於 2016 年 3 月 7 日舉行，由前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醫生、嶺大校長鄭國漢教
授及嶺大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梁旭明教授擔任主禮嘉賓。
「平等機會運動」由嶺大平等機會委員會主辦，於 2016 年 3 月 7 日至 21 日舉行，今年已是第二屆，旨在提高教師及學
生對平等機會及社會共融的意識，體現嶺大博雅教育的精神。今年運動的主題為「欣賞多元」，目的在於透過一系列活動，
鼓勵學生多以欣賞、尊重及包容的態度看待不同方面的多元化，如體能、種族、性別、年齡及性向。
周一嶽醫生在致辭時表示，感謝嶺大在校園推動平等機會的努力。他表示：「在 10 間參與「本地大專院校推廣平等機會
聯繫網絡 」 的院校之中，嶺大是其中一間主動成立專責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並透過舉辦包括這個活動在內一系列活動，
去統籌平等機會政策和實踐的院校。而這些舉措對建立一個關懷不同人士的學習環境十分重要。」
鄭國漢校長則表示，嶺大平等機會委員會過去一年為在校園內推動平等機會，在制定相關政策、指引及機制上不遺餘力。
他說：「嶺大平等機會委員會在教資會的支持下，推出一系列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而設的基礎支援，包括設施、儀器、
為教職員及學生提供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培訓、向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提供就業及其他協助、以及在網站引入友善
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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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專題
財務及保險學系
李靜遠教授五年前加入嶺南大學，成為財務及保險學系教授，於去年成為系主任，負責管理整個學系，由課程設計、行政
到學生活動等大小事務。

深厚教學經驗，加入嶺大緣起研究興趣
在未加入嶺大之前，李教授於 2004 年在美國取得經濟學博士，其後海歸，於內地大學教授經濟學，這些年間一方面累積
教學經驗，一方面漸漸發現自己的研究興趣是風險管理和保險，於加拿大任訪問學者一年後，得悉嶺大財務及保險學系招
聘教授，其職位正符合自己的研究興趣，故順理成章加入嶺大，成為商學院的重要一員。

師生關係融洽，難忘舊生來信
李教授認為嶺大學生和老師的關係融洽，教學間充滿人情味，不少畢業生會和老師聯絡，分享工作和生活事。以其任教數
間大學比較，李教授稱讚只有嶺大畢業生會於畢業後和老師聯絡，其他大學的畢業生和老師的關係較為疏離，人情味大抵
是嶺南獨有之處。而李教授最為難忘的是一名畢業生給他的感謝信，該名學生原本成績平平，但在修讀李教授的課後，得
到很大的鼓勵和啟發，決定發奮讀書，往後的成績突飛猛進。對李教授而言，這些信真切地記錄了學生的成長和師生關係
的點滴。

財務及保險，各有難關挑戰
李教授雖愛嶺南的人情味，但直言財務及保險學系正面對不同挑戰。財務學系的挑戰主要來自院校間的競爭，本港各大院
校均設立財務學系，嶺大學生於畢業後便要在高壓的環境下競爭，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盡力幫助學生，絕非易事。而保險
學系的挑戰來自業界，由於全港只有嶺大開設保險學系專業，所以業界的期望頗高，例如僱主希望嶺大保險學系的畢業生
可於短時間內適應工作環境，對師生來說有一定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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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專題
師生合力，奮前莫畏難
面對難關，當然要迎難而上。學系鼓勵學生參加由商界舉辦的各大比賽，從中汲取實戰經驗，更可應用商業的知識，故此
投放大量資源支援學生參賽。老師不但樂於教導和提點同學比賽的策略，更特意開辦相關課程，教授學生相關知識和技巧，
鼓勵同學參賽，一試身手。師生緊密合作，漸見成效，如商學院四位學生組成隊伍，擊敗來自本港以至亞太地區逾三百支
學界頂尖隊伍，成功奪得「畢馬威全年最佳工管論文選之商業策略比賽 2014」的冠軍，為校爭光。比賽要求學生向評審
團作口述報告，介紹論文及建議商業策略，足見學生具極高的思維、策略和口才水平，有能力問鼎大專學界的寶座。
此外，風險及保險管理學科獲德和慈善基金捐助港幣一千萬元，成立「德和慈善基金獎學金計劃」，計劃旨在吸引學生投
身保險及風險管理，分為獎學金和師友計劃兩部分。獎學金鼓勵學生努力學習及開拓視野，如學生每年均成功獲得獎學金，
或畢業後負笈英國攻讀碩士，則可得到多至港幣四十多萬元的獎學金，此舉大大推動學生爭取機會，裝備自己。而師友計
劃則由一些商界資深的從業員擔任學生的導師，透過定期交流讓學生於畢業前了解行業運作，更易適應未來的工作。李教
授透露部分同學更透過師友計劃直接找到畢業工作。另一方面，業界透過師友計劃接觸學生，他們了解學生的特點後可向
學系反饋，使學系的課程更貼合業界，相輔相成。以上的工作，足見院系和師生面對挑戰不遺餘力，奮前莫畏難。

展望將來 : 寄語學生充實自己、耐心面對難關
李教授寄語財務學系的學生要不斷充實自己，即使在高壓力的環境下依然能脫穎而出，而學校會一直盡力支持學生的就業
和學習需要，增加資源和老師。而對於保險學系的學生，李教授則希望他們在剛畢業後要耐心面對職業起步的難關，因為
隨著年資的增多，經驗的累積，往後的待遇和前境將會大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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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專題
嶺大研討會慶祝推行服務研習十周年
為慶祝嶺大推行服務研習 10 周年，嶺大服務研習處於 2016 年 3 月 9 至 12 日舉行「拓展跨地域協作網絡」國際研討會。
逾 140 名來自 12 個不同國家或地區超過 60 間高等院校或組織的代表聚首嶺大，回顧服務研習在亞太地區過去十年的發
展和成果，並分享服務研習的經驗，同時拓展跨地域協作網絡。
是次研討會內容豐富，包括「內地高等教育發展與服務研習的連接」專題討論、「第四屆服務研習亞洲網絡」會議、由昆
山杜克大學學術事務副校長高海燕教授作主題演講，並設有專題論壇、海報匯報和學術發表等環節的國際研討會、以及探
訪嶺大的社區合作伙伴。

2016 年度嶺薈計劃 ─ 校友事業分享會
嶺大學生服務中心及管理學學系於 2016 年 3 月 2 日舉辦「2016 年度嶺薈計劃－校友事業分享會」，逾 160 位學生參加
是次晚宴，向 39 位來自 17 個行業的校友了解就業市場的最新發展。
鄭國漢校長致歡迎辭時感謝所有出席晚宴的校友，並鼓勵學生積極從他們身上獲取事業發展的資訊，為未來就業作好準備。
現任 Take My Hand 緣動（專業旅運集團成員）總經理、校友劉智仁先生以「事業成功路」為題發表演說，並與同學分享
其成功的創業經驗及裝備自己的竅門。

「嶺南大學藝術節」呈獻國際及本地藝術
「嶺南大學藝術節 2016」於 3 月 2 至 30 日舉行，把一系列豐富的音樂及文化節目帶到嶺大校園。這項一年一度的活動
由文學院主辦，讓嶺大師生和公眾人士親身體驗嶺大博雅薈萃的氣息。
今年嶺南大學藝術節於 3 月 3 日的開幕節目，呈獻由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演出的莎士比亞舞台劇《泰特斯 2 . 0 》。該舞台
劇被譽為莎士比亞最血腥作品，於 2009 年首演時被譽為香港當代劇場最重要事件之一。另一場盛大的舞台表演《菊蘭飄
香 ─ 京崑藝術欣賞》於 3 月 30 日舉行，由京崑劇場青年演員演出折子戲《白蛇傳 ‧ 遊湖》及《挑滑車》。京崑劇場藝
術總監鄧宛霞老師及駐團導演耿天元老師，則向觀眾簡介京崑藝術的本質和表演特色。
嶺大駐校藝術家，曾與法國新浪潮導演伊力盧馬合作 25 年的御用剪接師及配樂師雪美蓮，於 3 月 11 日主講「跳出框框
外的電影剪接手法：不一樣的剪接講不一樣的故事」講座。她指出拍攝電影就是講故事，並即興地展示自己操刀剪接的部
分影片，鼓勵跳出框框的想法及電影剪接手法。嶺大駐校作家 Ms Collier Nogues，則於 3 月 16 日主講「創意英語寫作」
工作坊，探討詩人如何把啟發性的意念和情感，成功轉化為精煉和充滿魅力的詩作。
音樂方面，於 3 月 15 日舉行的「樂匯嶺南 ─ 『弦 ‧ 笙』RTHK 四重奏」演奏會，以及於 3 月 22 日的「樂匯嶺南 ─ 美
式合唱之旅：香港巴赫室內合唱團」表演，呈獻豐富多采的中西音樂元素。《舞台與生活》電影系列則於 3 月 10 日及 17
日放映了《最後一次跳舞》及《行者》兩部電影，並由講者與師生作影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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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消息
嶺南大學籌款晚宴 2016
嶺南大學於 2016 年 4 月 21 日假香港喜來登酒店舉辦「嶺南大學籌款晚宴」，由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香港鐵路有
限公司主席馬時亨教授擔任主講嘉賓，以「港鐵的挑戰與機遇」為題，向出席晚宴的嘉賓發表主題演講。
是次晚宴十分榮幸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撥冗出席，並有超過 400 位嘉賓，包括晚宴贊助、嶺大校董
會及諮議會成員、學生、教職員、校友及各界好友參加。晚宴除了為「第一代大學生教育基金」籌得逾港幣 330 萬元，
以協助第一代接受大學教育的嶺大學生投入全人發展計劃外，更進一步加強嶺南人與來自社會各界的朋友之間的聯繫。
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先生在致歡迎辭時分享了嶺大於去年獲《福布斯》評為亞洲十大頂尖博雅學院之一的好消息，並表示
這是對一直為嶺大發展付出的嶺南人最好的肯定。他並感謝所有嘉賓的鼎力支持，特別是晚宴贊助，包括鑽石贊助鵬程慈
善基金、理文造紙有限公司李運強博士、東譽城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梁滿林先生、何善衡慈善基金、瞳瞳慈善基金、黃浩川
慈善基金；金贊助英達公路再生科技 ( 集團 ) 有限公司、富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李韶博士伉儷、嶺南會所、嶺南教育機構、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瑞安集團、思源基金會、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及兩位
佚名贊助人。
鄭國漢校長在致辭時指出，嶺大致力為來自基層的同學提供額外資源、協助和指導，讓他們把握每一個學習機會，盡量從
豐盛的大學生活中獲益。他表示不少同學在捐款者的慷慨支持下，得以參加海外交流計劃、在校園住宿、參加本地和海外
實習計劃、或參與不同的學習體驗。
由嶺大學生及校友組成的合唱團於席間為賓客獻上悠揚悅耳的樂曲，一年級文學院學生鄧嘉惠亦以精湛的古箏造詣為賓客
演奏。晚宴在一片歡樂聲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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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消息
中國經濟研究部 成立典禮暨捐贈儀式
嶺南大學於 2016 年 4 月 23 日舉行「中國經濟研究部成立典禮暨捐贈儀式」，以答謝何耀光慈善基金慷慨捐贈 800 萬港
元設立「中國經濟研究部」。成立典禮由何耀光慈善基主席何世柱先生、嶺大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先生及鄭國漢校長主禮。
研究部將會因應兩地經濟的發展，舉辦學術會議和活動，讓大學加強中港兩地的學術交流和合作，以及促進兩地的高等教
育發展。大學亦委任慈善基金董事何世樑先生為榮譽總監，指導研究部的發展，並由社會科學院院長魏向東教授擔任研究
部總監。

紅灰心意 籌款運動
為了答謝嶺南人對我們的厚愛，大學於本年初向嶺南人送上祝福及精美利是封乙套。我們期待嶺南人繼續支持大學的發展，
進一步推動嶺大邁步向前。

賽馬會香港歷史學習計劃啟動儀式
嶺南大學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慷慨捐贈港幣 1,483 萬元，成立「賽馬會香港歷史學習計劃」。計劃的啟動儀式於
2016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在嶺大校園舉行，並獲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傳訊及聯繫）
陳文端女士及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主禮。
嶺大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負責推行的「賽馬會香港歷史學習計劃」，旨在發展一套探索香港歷史軌跡的教與學資源供全
港中、小學生及教師使用，更有效支援他們在「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領域上的學習。計劃為期三年，將推出的教與學
資源涵蓋 75 個香港歷史的主題，當中包括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物、建築等。此外，在計劃期內將會推出
約 80 項活動，讓學生與老師深入了解香港的發展與變遷，並透過與年青一代學習共同保存珍貴香港歷史的方法，培養他
們了解歷史的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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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動
2016 年揮社畢業同學晚宴
揮社畢業同學晚宴於 2016 年 5 月 19 日假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圓滿舉行。當晚逾 370 名嶺大畢業生、嘉賓及教職員聚首
一堂，一同回味畢業生過去數年的美好校園生活，並為畢業生送上真摰的祝福。
畢業同學晚宴是嶺南大學一年一度的盛事，每年畢業生均踴躍參與此項活動，今年亦不例外。晚宴以頌唱國歌和校歌揭開
序幕，其後嶺大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先生以及校長鄭國漢教授為晚宴致辭。在致辭中，主席及校長均寄語一眾畢業生於進
入社會後要充分運用於博雅教育中培養出來的質素及態度，並以「慎思明辨」的思維模式分析不同的觀點，實踐獨立思考。
及後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主席岑展文學長亦作出分享，鼓勵畢業生日後踴躍參與校友活動，延續對母校的情誼。
當晚的表演節目非常豐富， 校友合唱團 LUCAS 連同嶺大合唱團，以及嶺大樂隊 Plan B，均以歌曲為畢業生送上祝福及鼓勵。
活動在一片歡呼聲中圓滿結束，一眾參加者均度過了一個難忘的晚上。

尋校友特別呼籲
如果您認識 1970 - 1995 年嶺南學院畢業的校友，懇請將第 20 頁的「嶺南校友資料更新表格」轉交或影印給他們填寫其
最新的資料，然後電郵至 alumni@LN.edu.hk 或傳真至 (852) 2466 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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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動
校友團年日 : 沙頭角農莊一天遊
「校友團年日 : 沙頭角農莊一天遊」已於 2016 年 1 月 24 日圓滿舉行。雖然當日氣溫低至攝氏三度，但是仍無阻校友們
熱情的參與，逾 30 名嶺大校友與其親友聚首一堂，在嚴寒的天氣下一起歡度了一個難忘及愉快的團年日。
活動當日由農莊領隊帶領參加者參觀農莊內的景點。首先出發到有機耕種農場，領隊細心講解農場內植物的種類和特色，
校友們都覺得很有趣，並增加了對有關種植的知識。 之後眾人再去到動物區觀賞兔子、牛、羊、孔雀及鴕鳥，更可親自
餵飼動物。接著，參加者便學做客家茶棵，並可即場品嚐自製的茶棵。經過半天的行程後，大家圍著暖烘烘的爐火來燒烤
美食，份外滋味；席間更進行幸運大抽獎，為午宴帶來高潮！
午後，大家在農莊內自由參觀，還購買了不少農莊特產回去和親友共享，滿載而歸，一眾嶺南人都在歡笑聲中結束了一天
的沙頭角農莊之旅。

Y Farm 樂活農莊之旅
嶺大校友義工隊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轄下的天水圍綜合社會服務處合作，於 2015 年 12 月 13 日與來自天水圍基層家庭
的小朋友一同參觀 Y Farm 健康長者農場，體驗有機耕種的樂趣。是次活動共有 12 名義工及 17 名小朋友參與，透過活動
大家都提升了對大自然生態的認識，並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一眾義工與小朋友首先透過熱身遊戲彼此認識，之後便分組學習製作麵包。製作過程中的每一個小節，義工和小朋友都親
力親為，所以當他們品嚐製作好的麵包時，都感到份外滋味。之後，長者義工們又帶領大家參觀農場，介紹不同的農作物，
小朋友們更有機會親自除草及收割蔬菜。午膳過後，大伙兒就開始緊張刺激的集體遊戲，最後就以製作盆栽作壓軸活動。

耆樂生日派對
嶺大校友義工隊為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鄭傍卿護理安老苑提供服務，在 2016 年 2 月 27 日於鴨脷洲的苑舍與 24 名長者舉
行了名為「耆樂生日派對」的活動，旨在與長者們舉行一個特別的生日會。
活動當日，安老苑負責人講解如何與長者們相處和教授推輪椅的技巧，讓校友義工隊知道在活動期間如何照顧長者。義工
與長者們首先進行了一個「破冰遊戲」，好讓大家互相認識。 接著由兩位嶺大校友表演魔術，長者們都看得十分投入。
是次生日會主要為一至三月生日的長者們而設，生日月份的長者在一眾校友義工及舍友的陪同下開心地切生日蛋糕，校友
義工們更一起唱生日歌和照顧長者進食蛋糕。生日派對中還有精采的問答遊戲，長者和義工們都踴躍參與投入其中，大家
歡度了一個輕鬆愉快的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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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組識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
丙申年元宵花燈晚會
由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及嶺南會所合辦的「丙申年元宵花燈晚會」已於 2016 年 2 月 22 日假座中環安樂園大廈會所舉行。
晚宴承蒙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伉儷及副校長莫家豪教授伉儷撥冗光臨，著實生色不少。
六時許，先由嶺南會所主席符之福學長、嶺大香港同學會主席岑展文學長與及籌委會主席招天聰學長等主持醒獅點睛儀式。
在熱鬧喧天的鑼鼓聲中，三頭活潑可愛的醒師，在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同學合力舞動下，靈巧地向在座嘉賓拜年，祝願一
眾學長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會所生意蒸蒸日上；同學會工作順利。
晚會由陳文達學長、陳美寶學長、方英姿學長和余鍵恒學長擔任司儀。首先，符之福主席、岑展文主席分別致歡迎詞，並
向嘉賓祝酒。席間由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學生表演魔術娛賓，除必備的猜燈謎、抽獎及致送添丁花燈等等外；今年新增慈
善卡拉 OK，得到鄭國漢教授及莫家豪教授大開金口， 實在精彩萬分。此外，更有羅世傑醫生化身財神，穿梭席間大派金
幣，一眾同歡。
是晚場面熱鬧，獎品豐富，菜餚精美。十時許，嘉賓及會友方在悠揚的《嶺南晚歌》中盡歡而散。

WT Chan Alumni Association
由嶺南基金會贊助的陳氏學者交流計劃至今已踏入第 16 載，本會十分榮幸與大家分享新一屆嶺南大學學生暨國際交流生
Jack Chen and Gabriela 參與由 UCLA 及 UCB 舉辦的一項為期半年的社會服務研習獎學金計劃。
在新的一年，WT Chan 校友會舉辦多項精彩及多元化的交流活動，值此寄望增進校友間的聯繫及交流，並於社會上守望
相助，互助互愛，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
活動如下：
1. 春茗聚餐 ( 於 2 月 14 日順利舉辦 )
2. 迎新會 (6 月 10 - 12 日 )
3. 歡送會
4. 嶺南大學開放日，校友工作坊
5. 聖誕派對
6. 多項社會服務及業餘興趣班
詳情可參閱本會網站 : http://wtchanalumni.org 或聯絡 Afra Ho : afray_55@hotmail.com
在此再一次多謝基金會，各校友特別是內閣成員多年來的努力及熱心，為本會作出貢獻！
區詠恆會長 Elise Au :
創會會長 (2013-2014)，會長 (2014-2015)
聯絡電話 : 9765 7165
電郵 : wtchanalumni.associati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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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組識
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
新春探訪老校友
2016 年 1 月 18 日，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秘書長溫建忠學長、副秘書長余春花學長及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校友事
務與發展中心袁源主任一行探訪了嶺南大學浩社胡守衛、斌社張展霞及林浩然、翔社桂治鏞、爝社李寶健、李華鐘、超社
傅家瑞、榮社張永發、浩社黎堅強、博濟醫院胡潔英、盧光啟、盧永根等老校友，送去新年的祝福，祝願老學長們身體安
康、吉祥如意。

春茗茶聚活動
2016 年 3 月 18 日，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猴年春茗茶聚活動在康樂校園蒲園餐廳舉行，20 多位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校友
理事及 10 多位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新校友共 40 多人參加了此次活動。今年的廣州校友會春茗茶聚首次有十餘位
嶺南（大學）學院新校友參加，他們與老學長們聚在一起，聆聽老學長講述嶺南的滄桑歲月，也為老學長帶去嶺南新的信
息，新老嶺南人共同見證嶺南精神的傳承。

嶺南大學上海校友會
嶺南大學上海校友會
成立 30 週年暨 2015 年校友日
2015 年 10 月 31 日，嶺南大學上海校友會舉辦了 2015 校友日暨嶺南大學上海校友會成立 30 週年的慶典，還同時舉辦了
第三屆嶺南上海校友論壇。
這次活動得到了董事會、嶺南（大學）學院、嶺南校友總會及各地校友會，各專業校友會的大力支持。董事會 93 歲高齡
的名譽主席，香港美心餐飲集團的創始人、名譽董事長伍沾德學長以及全國政協常委、嶺南董事會主席伍淑清學長親自給
我們發來了賀信和賀禮。校友總會會長，董事會董事，嶺南（大學）學院院長徐信忠作了熱情洋溢的演講，嶺南（大學）學院
余立人副書記也親自到場慶賀。
這次論壇我們邀請了鉑濤酒店創始人兼董事長級鄭南雁學長、中金甲子的董事長兼總經理梁國忠學長，及嶺南學院張建琦
教授作了專題演講。
各地校友會對我們這次活動也非常支持，港北廣深珠五大校友會都派了會長或副會長出席，各專業校友會也都派了會長
或副會長親自前來出席。他們分別是嶺南深圳校友會 會長、嶺南董事會董事邱紅、嶺南成教校友會會長喬瑞、嶺南大學
香港同學會前主席李文偉、北京校友會副會長茅以寧、珠 海校友會副會陳海平會長、CHEMBA 委員會執行會長胡勇、
EMBA 同學會執行會長、EMBA 儷人會會長陳樂燊、MBA 校友會秘書長鐘凌。40 位年過古稀的老校友報名參加了此次慶
典，其中最大的已經 93 歲高齡。
嶺南一家親，我們 35 週年大慶時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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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組識
校友合唱團 LUCAS
由校友籌組的合唱團 LUCAS 於 2016 年 4 月 6 日參與了嶺南大學合唱團年度表演，是次表演以「感受音樂．充滿愛」為主題，
讓老師、同學、校友及來賓將生活重擔放低，好好享受音樂。兩個合唱團當晚為大家演唱合唱、音樂劇和無伴奏曲目，包
括”遺忘”, “O Nata Lux”,“Agnus Dei”, “Bellas Finale”,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等。
LUCAS 現正招募成員，歡迎對音樂有興趣的校友與我們聯絡，加入我們，同享合唱的樂趣。
除週日晚上恆常練習及參與演出外，LUCAS 亦會定期舉辦不同的聯誼活動，希望屆時能看見你！
查詢： 雷浩輝校友 ( 2006 社會科學 ，能社 )
電話： 9830 8353
電郵 : lu.achoir@gmail.com
Facebook page： LUCAS ~ fb.com/hongkonglucas

校友近況
黃麗芬 2002 翻譯系
黃校友近年隨家人移居美國拉斯維加斯，在照顧女兒的時間以外，她會向有婚姻或感情問題的女性提供心理輔導，最近亦
開始為當地居民提供正念飲食 (Mindful Eating) 的工作坊和個人培訓。另外，黃校友和 17 位女士一起撰寫了一本新書，
細說自己在挽救婚姻或改善跟丈夫 / 男性關係的故事。此書籍出版第一天，曾一度在 Amazon 的個人成長書籍系列中排
行第五位。書籍所有的收益將捐作大學獎學金，幫助女性獲得更高的教育機會。

袁阡佑 1987 會計學系
自 1988 年起往國內工作，曾工作地點有瀋陽、北京、廣州、上海、珠海等。於 1999 年新中國成立 50 周年，獲瀋陽市
人民政府授予市玫瑰獎的海外專家。
在國內曾參與上海國資委下屬企業在香港聯交所的首次發售 IPO、一間國內營運的房地產企業人民幣 150 億元的大型旅
業開發項目。由於要照顧家庭，Laurence 回香港發展，現任職投資公司首席營運官。
Laurence 現為澳洲和紐西蘭 (CAANZ)、英格蘭和威爾斯 (ICAEW) 皇家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 Chartered Accountant、英
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CIMA）和英國特許秘書行政人員公會資深會員。於 2013 年，被選為 CIMA 北亞區理事會主席，
代表該會和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 簽訂新一期的《互相承認科目考試協議》。
Laurence 在復旦大學完成經濟學博士， 在國內外發表了約 20 篇的學術文章， 部分中文論文收錄在國內的 CSSCI 索引，英文
論文和短文發表在英國特許商學院協會 (Chartered ABS) 的 Quality Journal Guide 期刊和 CIMA 的《財務管理雜誌》。雖然
日常工作忙碌， 但他依然保持在學術上的工作， 現為《管理總論期刊》的檢閱員和《經濟商業法期刊》的編委會成員。而
閑暇時，他喜歡和家人一起出外旅遊。

Mrs MAK LOH Ping-yuen ( 麥羅冰紈女士)

passed away in 2015 in New York City in the age
of 89. She graduated in Sociology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t Lingna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in 1949. She was
active in the Christian Fellowship and music.A retired teacher, she was involved in the Lingnan Alumni group in New
York with her husband MAK Ho-yuen. Her family agreed to make a donation to the Lingnan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to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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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近況
區詠恆 2003 工商管理
光陰似箭，我在嶺大畢業後，在人生經歷和工作多年來有了一個很大的躍進。
本人於 2007 年金融海嘯時加入了美國友邦保險公司，主要工作是向客戶提供個人保險理財意見，並按照有關背景提供適
合的產品。起初是因為自己在性格上都適合這份工作，並且自己亦看到香港、內地及東南亞市場有很大發展和增長的空間；
而自己也想有一番作為，故投身該行業。
最初面對很多困難，但不斷學習，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及集中與客戶溝通，了解他們的需求。經過多年的努力，於 2013
年取得滿意成績，晉升為業務經理，打好根基，冀望在未來做好自己的工作，為客戶提供專業及適當服務。
本人於過去兩三年與大學生共事不少，發現現今的年輕人皆有獨立的思考，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這實是難能可貴。正因
如此，他們較缺乏人生經驗，例如要有多些耐性及尊重不同意見，並多參考前輩的看法。除了工作之外，自己亦希望能回
饋社會， 2012 年做了陳氏學者校友會會長，主要協助嶺南基金會推動中美大學生國際交流項目，並加強中美文化交流及
學術基礎，成立一個校友強大的聯絡平台，給他們互相溝通。在此我覺得很有意義，這是人生的其中一個滿足點！
未來日子我希望繼續做好自己的工作，招納新人並發展團隊。

郭慧娟 2009 工商管理
這並不是一趟旅行
在這片土地的最後一個晚上，經過最熱鬧的酒吧街，五光十色的氛圍下，本想擠進與一眾狂歡，但有點害羞又點累，只站
在旁邊觀看，大家都跟隨音樂節奏舞擺起來，太好玩了！
一位 6、7 歲的女孩，頭髮髒亂，裙衣破爛，沒穿鞋子，皺着眉拉着一個比自己個子更大的膠袋，內裝着酒樽鋁罐，從人
群堆中走出來……
在大家都努力爭取自由與人權時，某些地方某些人民就連選擇的權利都沒有，生來環境是這樣，一直就只好這樣，不知道
自由存在，更不知何謂「人權」……
兩個星期的義學工作，難忘每個與他們相處的畫面，都令我不甘心他們的待遇， 我們又可以改變些甚麼？也許遠遊義工
總是會面對這種無奈， 無奈你喜歡這個地方， 無奈你卻像無能為力。但是，請保持這個同理心，並欣賞每個人已在條件
內做好自己。而我們，用心把故事分享，感染多些身邊的人，不僅關心自己目前的事，也放眼關心世界，認真當一個世界
公民，就是我們的責任。
這裡有着我看過最多的真摯笑容，也許就是這麼簡單， 才有這種“真” 笑容。

朱天韻 2005 文化研究系
文化研究系 2005 年畢業生於農曆新年期間相約 BBQ，各人有 B 帶 B，有狗帶狗，有肥肉帶肥肉，場面溫馨。其中班上
三位美人更擺出與 2008 年相約燒烤時同一姿勢，見證歲月在她們身上不留痕跡，卻更美艷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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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心聲
鄭仰平
一位傑出嶺南人
和老伴搬到咖啡灣後，過著半寺院式的歸隱生活，眉已白，鬢如霜，不像當年花的艷麗，卻有葉子的脈網，從熱鬧絢爛，
歸於平淡，走在寒冷的人生旅途上，無怨無悔，笑看人情冷暖，看耀眼璀璨夕陽！
挑燈夜讀，偶然翻開一本嶺南大學上海校友會編印的刊物，第 29 期 2014 年 11 月 25 日出版，其中一篇活的歷史︰一位
傑出的嶺南前輩 ─ 鄭仰平，是上海校友會創辦人其中一位司徙璧雙及劉瑞璋學長所撰寫。
鄭仰平前輩是上世紀 80 年代中英談判有關香港主權問題的英方傳譯。這篇文章，除了用詞修理分明，更能顯出鄭仰平前
輩才華洋溢，在英外長賀維與首相戴卓爾夫人身旁出席談判，不卑不亢的態度，盡顯有修養及內涵之學者風度，難怪當年
港督尤德夫人高度讚賞他的高水平及貢獻。
這場外交對奕，一開局勝負已分，戴夫人敬酒不吃，吃罰酒，在人民大會堂前跌一跤大俯首稱臣，如夢初覺，不知兵法上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策略。
從上世紀 80 年代中英談判開始，30 多年來筆者心中有個謎 ─ 他是誰﹖在那裡受教育﹖今天解開了，原來他曾在上海嶺
南分校就讀，畢業後到廣州嶺南醫學院念了兩年，1950 年來香港。從談判開始直到他離世後，在上海同學會刊物才知道
他曾在嶺南求學凡十載，地道的紅灰兒女！
此外，他的夫人耿焱，是南昌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前國務院副總理耿飆的千金。附上司徒璧雙學長鴻文“紅灰未了情”
內“一位傑出的嶺南前輩 ─ 鄭仰平”及劉瑞璋學長的“緬懷鄭仰平”。把這兩篇文章刊載的可靠資料，送給讀者分享，
並衷心感謝這兩位作者。

1947 年級歐陽讓寫於香港
時維 2016 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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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
嶺南大學謹向以下捐款者 / 機構表示衷心感謝
惟篇幅所限，此期只刊登由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捐款。
籌款活動
嶺南大學籌款晚宴 2016
						
				
(HK$)		
鵬程慈善基金 			
200,000.00		
葉成慶 				
2,000.00			
李運強 				
200,000.00		
姜靚靚 				
2,000.00
梁滿林 				
200,000.00		
李鎮國 				
2,000.00
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200,000.00		
林平 				
2,000.00
黃浩川慈善基金 			
200,000.00		
莫家豪 				
2,000.00		
英達公路再生科技 ( 集團 ) 有限公司
100,000.00		
王耀宗 				
2,000.00
富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鄭宇健 				
2,000.00
達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100,000.00		
陳加恩 				
1,000.00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100,000.00		
王玲玲 				
1,000.00
李韶家庭基金有限公司 		
100,000.00		
無名氏（個人 / 機構）			
401,000.00
嶺南會所 			
100,000.00					
合計
2,916,200.00
瑞安集團 				
100,000.00
思源基金會 			
100,000.00		
嶺步同行籌款日 2015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 		
100,000.00						
(HK$)
鍾達歡 				
50,000.00			
鄭國漢 				
70,000.00
葉毓強 				
30,000.00			
海通國際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50,000.00
魏明德 				
30,000.00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50,000.00
德和保險顧問 ( 香港 ) 有限公司 		
20,000.00			
何國輝 				
30,000.00
歐陽伯權 				
20,000.00			
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 		
29,911.40
Banco Santander, S.A. 		
20,000.00			
嶺南衡怡紀念中學 			
21,300.00
陳顏文玲 				
20,000.00			
管理學學系 			
22,000.00
Robert Dorfman 			
20,000.00			
陳幼南 				
10,000.00
商學院 				
20,000.00			
Jamie Cheung 			
5,000.00
何錦榮 				
20,000.00			
耀萊集團有限公司 			
5,000.00
林棣權 				
20,000.00			
董紹文 				
5,000.00
林一鳴 				
20,000.00			
國際銀行與金融碩士課程 (MIBF) 隊伍
4,200.00
羅世傑				
20,000.00			
Chan Ka Yee Clarry 			
3,000.00
羅詠詩 				
20,000.00			
Chow Wing Kin Anthony 		
3,000.00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20,000.00			
Citi Community Club 			
3,000.00
新福港建設集團 			
20,000.00			
Alex Yu 				
3,000.00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20,000.00			
香港調解仲裁中心 			
2,100.00		
陳偉南 				
10,000.00			
鄺心怡建築師事務所 			
2,000.00
陳幼南 				
10,000.00			
羅志豪 				
2,000.00
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 		
10,000.00			
Lo Chi Wai Peter 			
2,000.00			
周大福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10,000.00			
Cecilia Noronha 			
2,000.00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10,000.00			
馮錦成 				
1,900.00
高寶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0			
香港電訊 				
1,200.00
林楓林 				
10,000.00			
陳觀展 				
1,000.00
唐天燊 				
10,000.00			
劉黎明 				
500.00
王淦基 				
10,000.00			
楊麗芳 				
500.00
人人汽車有限公司 			
10,000.00			
Mark McGinley 			
300.00
Allan Zeman 			
10,000.00			
服務研習處 			
300.00
孫梁勵常 				
6,200.00			
學生服務中心 			
300.00
卓亞 ( 企業融資 ) 有限公司 		
6,000.00			
伍文彬 				
150.00
交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6,000.00			
陳冠雄 				
100.00
王忠秣				
6,000.00			
鄭麗嫦 				
100.00
嘉柏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			
曾珮兒 				
100.00
方樹福堂基金 			
5,000.00			
無名氏（個人 / 機構） 		
12,000.00
陳永豪
工商管理 			
4,000.00						
合計
342,961.40
鄭瑞瓊 				
4,000.00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4,000.00			
紅灰心意籌款運動
高靜芝 				
4,000.00							
(HK$)
鄺心怡 				
4,000.00			
池金文 				
10,000.00
梁廣灝 				
4,000.00			
彭一邦 				
10,000.00
吳明華 				
4,000.00			
陳文達 				
1,000.00
潘演強 				
4,000.00			
陳永堅 				
1,000.00
魏向東 				
4,000.00			
周衡山
中文
		
1,000.00
藝勤 				
3,000.00			
蔡衍濤 				
1,000.00
張樹槐 				
3,000.00			
何錫賢
工商管理 			
1,000.00
胡經昌 				
3,000.00			
黎柳容
工商管理 			
1,000.00
AEON 信貸財務 ( 亞洲 ) 有限公司 		
2,000.00			
林棣權 				
1,000.00
永旺 ( 香港 ) 百貨有限公司 		
2,000.00			
李蓬生
實踐哲學文學碩士 		
1,000.00
陳效能 				
2,000.00			
廖毅榮
實踐哲學文學碩士 		
1,000.00
蔡少洲 				
2,000.00			
呂岳枝 				
1,000.00		
華美銀行 				
2,000.00			
陸趙鈞鴻 				
1,000.00
Mark Hampton 			
2,000.00			
馬學成
社會科學 			
1,000.00
韓孝榮 				
2,000.00			
唐詩濤
工商管理 			
1,000.00
何君堯 				
2,000.00			
嚴康焯
翻譯 			
1,000.00
黃婷婷
社會科學 			
2,000.00			
袁麗明
工商管理 			
1,000.00
許慧兒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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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
			
							
研究項目					
				
(HK$)							
(HK$)
簡錦芳
文化研究碩士 		
800.00			
潘蘇通 				
2,000,000.00
盧永仁 				
800.00			
何耀光慈善基金 			
1,600,000.00
陳嘉明
翻譯 			
500.00			
何晶潔家族基金 			
178,700.00
符嘉麗 				
500.00			
施永青基金有限公司 			
80,000.00
孔憲立
工商管理 			
500.00			
The HEAD Foundation 		
77,352.57
饒玖才 				
500.00			
無名氏（個人 / 機構） 		
760,000.00
賴卓琳
中文 			
500.00						
合計
4,696,052.57
李文杰
工商管理 			
500.00
新界社團聯會 			
500.00			
其他項目
吳茹 				
500.00			
2016 揮社畢業同學晚宴
顏汗燃
工商管理 			
500.00							
(HK$)
談安鐸
社會科學 			
500.00			
歐陽伯權 				
2,000.00
胡惠明 				
500.00			
何君堯 				
2,000.00
林潔梅 				
360.00			
關志信 				
2,000.00
鄭綺明
社會科學 			
300.00			
羅世傑 				
2,000.00
張啟光				
300.00			
嶺南會所 				
2,000.00
張蘭珍 				
300.00			
莫家豪 				
2,000.00
李光輝 				
300.00			
岑展文 				
2,000.00
吳志堅 				
300.00			
唐天燊 				
2,000.00
黃烱輝
社會科學 			
300.00			
黃志光 				
2,000.00
范綺雯
工商管理 			
200.00			
陳效能 				
1,000.00
謝佩欣
當代英語語言文學 		
200.00			
陳加恩 				
1,000.00
梁惠煒
翻譯 			
100.00			
符之福 				
1,000.00
無名氏（個人 / 機構） 		
4,500.00 		
林棣權 				
1,000.00
			
合計
49,260.00			
劉智鵬 				
1,000.00
							
梁松聲
工商管理 			
1,000.00
梁廣灝 				
1,000.00
獎學金、獎項及助學金					
				
(HK$)			
陸趙鈞鴻 				
1,000.00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4,024,000.00		
孫梁勵常 				
1,000.00
新昌 - 葉庚年教育基金信託人法團
176,400.00		
韋皙然 				
1,000.00
賽輝洋行有限公司 			
100,000.00		
黃伯鏗 				
1,000.00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100,000.00		
王耀宗 				
1,000.00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 			
60,000.00			
胡經昌 				
1,000.00
信興教育及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50,000.00			
楊佳錩 				
1,000.00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40,000.00			
劉黎明 				
800.00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40,000.00			
魏向東 				
800.00 ____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40,000.00						
合計
33,600.00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30,000.00
圓玄學院 				
30,000.00			
每月捐款計劃		
嶺南大學會計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25,000.00							
(HK$)
梁佩嫻女士獎學金基金 		
25,000.00			
陳志強
人事管理專業課程 		
6,000.00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20,000.00			
陳巧廣
社會科學 			
1,680.00
文化研究舊生 			
20,000.00			
陳曼華
中文 			
1,680.00
娛藝院線有限公司 			
20,000.00			
朱海燕
翻譯 			
1,680.00
胡維堯 				
20,000.00			
孔慶照
社會科學 			
1,680.00
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 			
18,000.00			
岑煒基
工商管理 			
1,680.00
九龍崇德社 			
16,000.00			
白忠偉
社會科學 			
1,200.00
卓亞 ( 企業融資 ) 有限公司 		
10,000.00			
李普明 				
1,080.00
英皇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10,000.00			
楊智恆
工商管理 			
1,080.00
梁定邦 				
10,000.00			
何詠詩
工商管理 			
600.00
裘槎基金會有限公司 			
10,000.00			
林巧婷
社會科學 			
600.00
香港特許秘書基金有限公司 		
9,500.00			
孫明微
工商管理碩士 		
600.00
李和聲 				
9,000.00			
曾熹慧
翻譯 			
600.00
麥羅冰紈＊ 			
7,734.00			
黃潔儀
社會科學 			
600.00
賴凱詠
中文碩士 			
5,000.00			
黃文瀚
工商管理 			
600.00
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 			
5,000.00			
無名氏（個人 / 機構） 		
6,720.00____
香港稅務學會 			
5,000.00						
合計
28,080.00
黃培煦夫人 			
2,322.00
鍾順好
中文 			
1,000.00			
非現金捐助
胡淑娟
中文 			
1,000.00			
幸金蓮 ＊ 				
股票
歐陽讓 				
500.00
梁桂容
社會科學 			
500.00			
其他
羅俊傑
社會科學 			
500.00							
(HK$)
蘇嘉惠
工商管理 			
100.00			
香港中華總商會 ( 基金 ) 有限公司 		
250,000.00
無名氏（個人 / 機構） 		
36,500.00
		
和富社會企業 			
26,000.00
			
合計
4,978,056.00		
李和聲 				
11,000.00
							
羅芝蘭
工商管理 			
1,000.00
							
陸建琳
工商管理 			
1,000.00
							
關樂文
社會科學 			
800.00
							
羅啟中
社會科學 			
500.00
							
無名氏（個人 / 機構） 		
60,510.00
										
合計
350,810.00
＊ 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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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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First Name)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性別 Gender □ 女 Female □ 男 Mal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年 YYYY)

(月 MM)

(日 DD)

香港身份證號碼 ( 首英文字母及首 3 位數 ) HKID No. (First letter & First 3 dig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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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頒授學歷資格
Qualifications/Awards Obtained

簽署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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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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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用途
□ 學生住宿獎學金
□ 學生海外及內地交流獎學金

□ 實習津貼
□ 服務研習資助

□ 每月捐款
□ HK$380
□ HK$100

□ HK$280 □ HK$180
□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助學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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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本人另行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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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於捐贈者名錄上列作「無名氏」捐款。

捐款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在適當之方格內加上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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