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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國情
多元思考
嶺大社區學院《基本法》
推廣活動閉幕禮
由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贊助，嶺南大學社區學
院（學院）舉辦的「基本法推廣活動2010」，旨在
深化學生對《基本法》與日常生活連繫的體會，
實踐學院植根社區，回饋大眾的承諾。整項活動
隨著壓軸重頭戲 -「國 • 情基本法學生辯論比賽」
完結而正式結束，學院並於11月30日舉辦頒獎
禮暨閉幕禮。

學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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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假嶺南大學新教學大樓中庭舉行，先由本學
院學生組成的正反雙方激辯議題：「下任香港行
政長官應由普選選出」。學生們見解獨到，論點
針鋒相對，鬥得難分難解．令觀眾們投以雷動掌
聲鼓勵。最後，由吳詠詩、劉穎賢、葉桂珠、陳
靖雯及梁紫珊同學組成的隊伍表現稍勝一籌，獲
評審團選為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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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的成長
•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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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精彩的辯論環節，典禮正式開始；學院院
長馮培榮博士回顧為期兩個多月的活動表示，
講座、徵文比賽、展覽及歲月留影之旅等活動，
啟迪學生們對家國的歸屬感與承擔精神，聯繫新
一代攜手創建美好將來。他特別提及徵文比賽佳
作甚多，中學組共錄得全港53間中學，近千名學
生撰文參賽，作品水準甚高，不少文章立論強，
感情豐，情理兼備，道盡新一代的真摰情懷，確
能推翻『8、90後』漠不關心時事的負面標籤。

PYJ
活出精彩 在不同的天空下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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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由零開始
•來嶺南有感
•活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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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精彩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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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比賽得獎名單：

中學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趙文慧同學 － 華英中學
馮伊妮同學 － 拔萃女書院
伍楚瑩同學 － 聖保祿學校
宋銘心同學 －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黃嘉麗同學 －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馬燕雯同學 －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社區學院組
冠軍： 梁馥顯同學 － 人文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副學士二年級
亞軍： 李丹丹同學 － 人文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副學士二年級
季軍： 李雨夢同學 － 人文學科（文化研究與傳播）副學士一年級
優異獎： 李鈴珊同學 － 人文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副學士一年級
黎芊葦同學 － 人文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副學士二年級
李師旗同學 － 人文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副學士一年級

學院篇

各自各精彩
三場畢業禮 活現嶺南情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與持續進修學院為香港中學生提供不同的升學進修途徑，經過多年不懈的
努力，兩學院終於成功建構中五至大學學歷的連貫課程。2010年11至12月，兩學院合共舉
行了三場不同的畢業禮，展現了學院與師生多年來的努力與堅持。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 學位課程畢業禮2010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LIFE）與英國密德薩斯大學合辦的工商管理（榮譽）文學士學位課程
於 11月 14 日假嶺南大學學生會堂舉行畢業禮，標誌著學院新的里程碑，而畢業生也正式邁
向人生新階段，為未來再攀高峰。
畢業禮由本院院長馮培榮博士擔任主禮人，英國密德薩斯大學副校長Dr. Terry Butland 亦親
臨參與學位頒授儀式。30 多名應屆生齊整地魚貫上台，逐一從Dr. Terry Butland 手中接獲畢
業證書，場面隆重，情景溫馨。以一級榮譽成績畢業的學生代表鄧伊明同學在台上衷心感謝
導師與家人的支持，並表示：「忘不了下班後拖著疲累的腳步，趕往上課日子；縱然辛勞，
同學們並肩奮進的歲月非常充實，令我十分回味。」
Dr. Terry Butland 對應屆畢業生出色的學術表現深感驕傲，由衷地祝願各人前程錦繡；畢業
禮在他真誠的祝福下寫上完美的句號。

嶺大學院畢業暨獎學金頒授典禮 毅進生成優秀狀元 憑毅力畫出彩虹
2009至2010年度畢業暨獎學金頒授典禮於2010年11月15日假嶺南大學陳德泰大會堂舉行，嶺南大學
社區學院校董會主席兼嶺南大學校長陳玉樹教授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管理委員會主席兼嶺南大學
協理副校長（學術素質保證）陳增聲教授擔任畢業典禮的主禮人。近八百名副學士、副學士先修、高級
文憑及文憑畢業生憑藉自己的努力，為所修讀的課程劃上完美的句號，並開展人生的新一頁。
嶺南大學持續教育及社區學院院長馮培榮博士致辭時表示，政府將逐步倍增大學高年級銜接學額至
4000個，此舉不單為副學位畢業生開拓更寬廣的升學出路，亦肯定了副學位課程在專上教育的重要地
位。院長更勉勵莘莘學子：「無論是求學或投身社會，同學難免有自覺懷才不遇的時候，但絕不要自
怨自艾。只要敢於向前，勇於承擔，成功就離你們不遠了。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不要羨慕別人的成
功，因為你們也可以走出不一樣的致勝之路。」
今年「學業優異獎」得主共有7名，其中曾修讀毅進計劃、現已升讀嶺南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的畢業生馮凱雯獲邀上台代表致辭。她表示非常慶幸入讀嶺大社區學院的酒店及旅遊實務高級文憑課
程，學院講師的悉心教導和鼓勵，幫助我們培養對學科的興趣，開創自己的一片天。最難忘的是可以
到天津職業大學作一個學期的實習交流，擴闊了我的學術領域及個人眼界，使我能在報考大學的眾多
申請者中脫穎而出，成功獲得嶺南大學取錄。」

毅進計劃畢業典禮 逾千師生家長敘首
2010年12月11日（星期六）下午，平日寧靜的嶺南大學校園出現了非常熱鬧歡欣的氣氛，當日嶺
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毅進課程眾教職員、逾千畢業生會同家長，早已雲集在陳德泰大會堂，準備
迎接2009 至2010年度毅進計劃畢業典禮。
毅進計劃本年度畢業學員接近1200人，包括最後一屆毅進/中學協作計劃學員在內，他們分別修
讀24張不同的證書課程。是次畢業禮由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管理委員會主席兼嶺南大學協理副
校長（學術素質保證）陳增聲教授擔任主禮人。
學院本屆共頒發了13名品學兼優獎項及125名學科成績優異獎予學習上有優異表現的學員；而嶺
南教育機構、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及嶺南會所也分別慨贈獎學金予學員；此外，為了鼓勵毅
進計劃學員發揮不同的潛能，學院特別頒發多名體育及才藝成就獎項予表現出色的學員。
大會安排畢業生代表鄧婉婷同學致謝辭，鄧同學完成毅進課程後，繼續在本學院修讀副學士學位
先修課程，她發言時感謝校方及任教導師的細心照顧，更特別提及修讀毅進計劃後，提升了學
習能力，增強了個人信心，為未來作好準備，對今天的學習有莫大的益處。
畢業典禮完結後，導師與學生歡敘一堂，暢所欲言，並拍照留念。

社區學院獎學金頒授典禮 得獎學生「各自各精彩」
今天的成果標誌著過去的努力。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學院）於
11月26日舉行「獎學金頒授典禮」，向250多名獲頒授入學獎學金、升學獎學金及社區
服務獎學金的優異學生，表揚過去一年於學術或社區服務範疇所付出的努力。獲獎的
同學異口同聲表示，站在頒獎台上的一刻勾起了奮鬥的回憶。
學院院長馮培榮博士勉勵學生：「一山還有一山高，凡事要謙卑自制，切勿心高氣傲，
只務求讓自己的潛能發揮得淋漓盡致。成敗不足以論英雄，謹記要積極裝備自己，迎
接新挑戰，勇闖另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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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新增設的社區服務獎學金，並剛畢業於副學士課程，現就讀教育學院的陳嘉敏，
代表獲獎同學致謝辭，衷心感謝學院的悉心栽培，讓她有能力兼顧學業及參與多項饒
具意義的學生活動統籌工作，助她投身教育行業的夢想逐漸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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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的成長
黎樂恩

應用心理學文憑（2009-2010）、人文學科（文化研究與傳播）副學士一年級（2010-2011）
這學年不經不覺已過了差不多一大半，回想去年這個時候，我同樣是在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努力地學習、
和同學開會談論小組習作，不同的是現在的身分是副學士學生。還記得當初要在同學面前做報告，我
害怕得手腳不停地顫抖，就連聲音也在顫抖，現在想起來也覺得有趣。現在做報告，雖然我還是覺得
有點兒緊張，但顫抖消失了，臉上笑容多了。「升呢」了，即是成長了，無論心態或是處理壓力上，也
比去年變得不同了。
2010年11月12日是文憑課程畢業禮。收到學校通知邀請同學參與畢業禮的時候，大家都議論紛紛，究
竟出席與否呢？最後我選擇了出席，因為我認為畢業禮是一個見證，見證著我們的成長。它代表著人
生的一個階段結束，但同時也標誌著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黎樂恩（左）和周珮祺同學
於畢業禮當天拍攝的合照

看著用心教導我們的老師坐在畢業禮台上，向他們致謝鞠躬的時候，我是滿心感恩、衷心感謝的。真的謝謝你們用心
的教導！和馮院長握手，他喚我的名字、說的一句恭喜是對我的一個鼓勵，告訴我要更努力，不要在此卻步。
整個畢業禮完成後，我們向上拋畢業帽，這是一個美滿的完結，亦是一個愉快的開始。當然，這同樣是我們的成長。

周珮祺

應用心理學文憑（2009-2010）、
社會科學（應用青少年學）副學士一年級（2010-2011）
畢業禮，這麼快便舉行，一年的時光轉眼間便過去，真的有點捨不得。回
想起去年進入嶺南大學社區學院時，真的有點擔心，所修科目與中學時不
同，擔心會否適應，也擔心會否認識不到朋友。可是，我的擔心只維持了
很短的時間，因為在迎新日當天，我已經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這
可能是因為大家的年紀相若吧。在過去的一年，大家彼此鼓勵、支持，將
一項又一項的功課完成。我們並不只是同學這麼簡單，而是一班能夠交心
的好朋友。我們會二十多人一起去吃飯、燒烤、踏單車……雖然現在我們主
修的科目不同，不能再坐在同一個課室上課，可是我們還在同一校園內，為
著理想而努力。
周珮祺及黎樂恩（前右一及右二）
與同學兼好友於畢業禮後一起慶祝

秦成德

學習成長

副學士先修（2009-2010）、商學（工商管理）副學士一年級（2010-2011）
2009年7月中旬，獲發會考成績單，結果是升不上中六。幾經轉折，入讀了當年的
副學士先修課程。當初滿懷憂慮，後來才明白到這原來是一個新機會。
抱著半吊子的學問進入嶺南大學社區學院，一開始還擔心追不上課程的步伐。幸好
結識了一群好友，我們一起學習、切磋學問，他們幫助了我不少。在第一個學期，
我把差不多所有時間都用在英文的基礎練習上。雖然第一學期的成績沒有預期中理
想，但也能向父母和自己交代。
雖然第一學期用了很多時間去填補基礎，但我也不忘娛樂。唸先修課程時的我是一
個挺內向的人，但我熱愛籃球，所以便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萌生出友誼。回想當時
的我，還真的是個小孩子，因為小組報告的事，足足生了組員一星期的氣，現在回
想也會心一笑。當踏入新學期，也開始反省自己的不智，想進步的心情也更強烈。

秦成德（右）與好友及社區學院
李佩僑老師（中）於去年拍攝的合照

半年時間，我已經結識了不少好友，更可說是深交。學習的一群、娛樂的一群、打籃球的一群，我由衷的感謝這
些令我進步的好友們。雖然間中有一點小風波，但最後大家也拍拍心口，明白彼此的想法，不再爭持下去。雖然
大家經過一年先修課程後各散東西，但不時也能在球場和互聯網上聯絡，保持友誼。
最後，我相信自己的前途是由自己決定的，只要堅持下去，就能達到理想，去到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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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遊「天地」NAB
相信有些同學享受過「天地堂」之苦了，不想浪費光陰？既然一卡在
手，就應該善用大學的豐富資源！
圖書館實在是一個好地方。這裡設施齊全，電腦室、自修室、研討
室、影音設備及休息室等等。假如小組報告期限將至，大家可到研
討室共商大事，然後在電腦室完成報告。

學生飯堂是大部分學生的聚會處，來這裡不只吃飯，還可以談天說地
和盡情玩樂。假如你沒有功課壓力，卻又精力旺盛，體育館就是你必
到之處。室內體育館有籃球場、羽毛球場、乒乓球場和壁球場；室外
設施則有足球場、網球場和游泳池。大伙兒一起打球，總比躲在家中
呆呆地對著電腦好。

其實嶺南大學有很多好去處，大家不妨多留
意身邊的事物。這樣的話，大家一定能發現
更多的消遣地方呢！

綿綿 點滴 屯門北
屯門北教學中心不知是否遠離煩囂的緣故，這裏的
師生關係特別融洽，校園總是暖意悠揚，有時候還
給老師很多意外驚喜！

十月份，秋季悄悄來了，這裏的涼風中洋溢著紫米
露香氣。甜甜的紫米露是學生TMN06班「小銳」親手
為老師弄的。為了方便老師享用，他細心地把紫米
露分開裝起來，大清早便放進教員室的冰箱，好讓
老師滋潤一下，愉快地教學去。

生日賀咭
十月份下旬，天氣算是晴朗，陽光偶爾散發暖意。
普通話老師小蝶甫進入教室，TMN07班的同學立
即送上親手製造的生日咭。TMN04班還以普通話
為老師唱了一首生日歌，場面很是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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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荃灣
在荃灣教學中心上課的老師和同學們，大概是我們當中最有口福的。
這裡各式各樣的餐廳林立。為此，小弟特意訪問了高大英偉的葉德平
老師，請他為大家指點迷津！
葉老師大力推介在路德圍的“雄記(牛腩)粉麵”。但葉老師提醒同學，
不要被它的招牌所欺騙。其實此店最好吃的是炸魚肉春卷！它外層炸
至金黃色，一入口你便會發覺外皮微脆，之後味蕾感到一點微咸，隨
之而來的是一陣鮮魚味！

葉老師又推介了門口總是大排長龍的新村街“嘉樂冰室”
，據葉老師
推薦，冰室以“小奄列”最受歡迎。但原來以正常人食量來說，小奄
列一點也不小！是巨人版的小奄列才真！

佐治五世公園裡的球場
毅進的體育課
在佐敦中心上課的同學，鮮有抱怨課堂中間間隔太多的。在
facebook上常常能見到這樣的同學對話:

甲:“今日踢波?”
乙:“好!”
丙: “打籃球吧！”
乙: “第一堂課後踢波,第二堂課後打籃球！”
“阿藍”同學展示舞姿。
沒錯，佐敦中心旁邊的佐治五世公園”裡的足球場和籃球場，
成了我們毅進學生天然的體育課場所。只要有人往籃球場上一
站，只要聽到籃球的聲音，馬上就會有很多同學匯集到那裡。
參與的參與，觀戰的觀戰，陽光下，無數細葉榕樹似乎都在會
為我們這群年輕人加油。
這裡還有免費的勁舞可看呢！喜愛跳舞的同學，偶爾也忍不住
跑去球場含羞露一手瘋狂的街舞！
男生在球場上淋漓盡致地釋放青春的活力，而女生則會默默地
從樓上教室的窗口欣賞著，偶爾也會有三兩個好動的女生跑去
球場邊，躍躍欲試。
佐治五世公園的球場，我們的附屬球場，更是我們毅進的陽光
體育課！
同學在課間休息時去籃球場打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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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由零開始
李鳳儀老師、林澤雄老師
我曾懷疑我的被造。
彷如粵語長片的橋段，母親在我五歲時離世，爸爸是個沒接受過正規教育以操活為生的人。
小時候在公屋長大，家貧得很；一毫子一個的空汽水罐是我們零用錢的來源。物質生活貧
乏，但既來之，則安之。
成長過程努力不懈，不敢停下來。討厭別人向我說教，常質問他們：「神幫我考試嗎？為
什麼要靠別人呢，我比較相信自己。」從沒有認清自己，但不斷求問什麼是快樂。不停看
書，只為明白人生為何。看了很多，是充滿了頭腦，卻滿足不了心靈的需要。
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遇上「祂」和「他」。也沒想到有一天我會「登上」方舟並在當中舉行婚
禮。原來愛是如此的美好。原來甜蜜和電影中情節不是一樣。原來跌過、錯過再起來認真
重新尋求，祂會給你最好的。
今天，我和我的另一半不只是談情說愛，我們更是對方的屬靈伙伴、成長的守望者以及最
好的朋友。外在的東西很不同，但心靈是如此的緊連在一起。這令我深深明白到為什麼愛
可以是永恆 ，因為它不會朽壞。
原來我們的被造是奇妙可畏，感謝遇上「祂」及「他」，我愛他們。
We all are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Psalm 139: 14)

來嶺南有感
楊奇奇

2010-2011副學士學位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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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來香港已經兩個多月了，我也漸漸的從一
開始的不適應到自如生活了。記得剛剛來的那一
個星期，真是從心理到生理的不適應。首先廣東
話是完全不懂的，上課的時候老師不是講粵語就
是講英文，而在內地的我，語言完全不通。身體
上則是發燒一個星期，不過好在學校有專門的私
家醫生可以治病，省了一大筆錢。由於課程上的
聽不懂，我就想到下課之後去找老師幫我補習，
原本覺得老師可能會很忙沒有時間。但我找到老
師之後，老師很認真地幫我安排時間。我真的覺
得學校沒有不理不睬，而是幫我們更好地融入學
校。而且朋友們也很努力的幫我學習廣東話，聽
不懂還用普通話來翻譯，真的很感謝他們。現在
的我廣東話聽得差不多了，會講一點了。對我來
說真的很難得，很高興。在這兩個月之中，學校
組織了很多活動，很精彩，我都有參加。這些在
內地少得屈指可數的活動，我來嶺南之後一個月
之內就可以參加兩道三次，真是讓我的朋友都羡
慕不已。我可以驕傲的跟我的朋友、家人說：我
決不後悔來嶺南讀書！

楊奇奇（後排右起第一位女同學）
能適應嶺南的生活，跟其他同學打成一片

人物篇

活出精彩
吳兆宏

2009-2010 旅遊及酒店實務高級文憑 二年級
我就讀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後，在短短三個月內經歷了四次測驗，這正好讓我們學習如
何去管理和善用時間。
我的目標是成功升讀大學！但如何能實踐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認為年青人要懂得選擇，要為自己選擇！所以我選擇-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四年前
我剛剛中學畢業，中學會考慘遭滑鐵盧！學歷低同時也欠缺工作經驗，我曾問自己：
「我能做什麼呢?」答案竟是「不知道！」在這可怕時期，我最敬愛的父親跟我講了
一句說話：「你還有很多日子呢，要過好日子，就只有讀書！」最後，我為自己選擇
了讀毅進課程，那時候的我，距離升讀大學是多麼的遙遠；今年七月，我來到嶺南大
學社區學院報讀高級文憑二年級，目標是升讀大學。
今年在嶺南大學社區學院修讀高級文憑，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這裡的老師，他們對待學生就如朋友一般，
使學習過程更為愉快，特別是關明慧老師和張浩然老師，他們教授給我們的知識，遠比課本上的多。
我認為我的選擇是正確的，現在，除了要為目標奮發外，向老師學習待人處事的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莊嘉敏

2009-2010 旅遊及酒店實務高級文憑 二年級
以前的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麼。中學時，每一天
都是得過且過的，上學等放學，測試考試又是臨急抱佛腳的，
完全沒有什麼目標可言。就這樣日復日，月復月，年復年，到
了中五會考，一個人生中最大的挫折。那時是我人生的第一個
低潮，究竟我可以怎樣做？在文憑和預科中選擇。前者是自己
的興趣，後者是別人口中比較好的出路，經過一番掙扎，我還
是選擇了後者。只是，讀了幾個月，我開始後悔了，明知自己
不是讀書的材料，為什麼還要選擇預科來折磨自己？捱了一年
半，終於完了高考，成績也是預期的差。
經過朋友的介紹後，我終於選擇了嶺南大學社區學院的旅遊和
酒店實務高級文憑課程，我知道這才是自己的興趣和目標。我
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當然希望可以好好善用接下來的時間，
為自己的目標努力，畢業後能夠投身於自己喜愛的行業。如果
有能力，當然希望能一直充實自己，繼續進修下去。

馮雪瑩

2009-2010 旅遊及酒店實務高級文憑 二年級
「有目標才會進步」，這是我的左右銘。人往往都活在壓力下，有些人會埋怨壓力太大、太
重，但對我而言，壓力其實都只是一種推動力。
兩年多前，我跟大部分年青人一樣，做事得過且過，學業更不用多說。
「我對你的會考成績好失望！」這是父母知道我的會考成績後，從口中吐出來的第一句話。這
麼差勁的會考成績，確實是完全出乎父母意料之外。這一句話令我下定決心，改變我自己。
直至現在，這句話仍歷歷在目，同時也激勵我努力向前。現在每當我遇到困難時，我都會告訴
自己，要繼續「撐」下去，要為目標而努力！我很想告訴他們：「你們的女兒是可以的！」去年
我在別的院校讀書，在多番努力下得到「成績優異獎」，那一刻我知道，原來只要堅持就能
成功！
年輕人，如果你有目標、有夢想的話，儘管放膽去追尋吧！路，是靠自己雙腿走出來的，要
是你願意向著目標往前走，你就能活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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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精彩格言

麥穎恩
(會計文
憑)
格言：
下一個
明天會
更好

。
何寶婷
(會
下一秒
計文憑
比上一
)
秒更可
愛。

格言：

級文憑)
范天棟 (會計高 頭的道路，
盡
有
沒
對
格言：絕
的前途。
只有勇敢面對

文憑)
吳家朗 (心理學 明天要跑。
，
走
不
天
格言：今

文憑)
晴。
(心理學
天總會
鍾素芬 信，再陰的陰
相
格言：

孔仁傑 (輔導與
諮商心理學)
格言：Never giv
e up！一定得！

袁家偉 (電腦高
級文憑)
格言：態度就
是一切。

級文憑)
袁靖嵐 (會計高
you can, you can.,
ink
th
格言：If you think you can,t, you cant.
If you
)
理學高級文憑
張凱璐 (教育心
斷自強。
不
要
我
：
言
格

級文憑)
李嘉俊 (會計高 、夢想可成真。
心
信
有
要
只
：
格言

盧秋菊
(會計高
級文憑
格言：
)
相信就
是奇蹟
，努力

會成現

實。

編者的話：各自各精彩
我們相信大專生活對締造年青人的未來非常重要，而社區學院學生，除了在學業上追求成就外，也可以透過師生相處、參與活動
甚至關心社會國家，來豐富個人的經歷。每位學生都應該在大專生活中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精彩人生」，最終能夠「活出精彩」。
2010年11至12月，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與持續進修學院舉辦了多場畢業典禮，見證了「另類升學途徑」，也體現了學生們「學業的精
彩」；學院同時為學生提供了不同的學習經歷，歷時三個多月的「基本法推廣活動」，讓學生體會《基本法》與日常生活不同層面的
關連，讓他們活出「生活的精彩」；緊密的師生關係，一直是學院引以為傲的特點，師生的交往，也成就了學生的「成長的精彩」。
希望各位讀者能細味本期各篇文稿，感受我們的「精彩」！
Community-LIFE 設分享園地，歡迎師生投稿，來稿請寄cc@LN.edu.hk
編輯委員會：潘來基老師（執行編輯）、鄭志昊先生（紀錄）、張穎瑤老師、施韻雅老師、劉家光老師、羅進昌老師、
陸寧老師、羅子健老師、趙瑩瑩老師、劉國輝老師、陳冠璋老師、余劍龍老師及鍾慧明小姐（行政及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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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社區學院∕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2616 8247 / 2616 8274
2466 8179
新界屯門嶺南大學新教學大樓UG01室
www.LN.edu.hk/cc
www.LN.edu.hk/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