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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愛的三育書院校友和朋友們: 

  

我謹代表香港三育書院誠意邀請您今年

十 月二十五及二十六 日和我一起參加清

水灣校園80週年慶典。 

  

香港三育書院在風景秀麗的清水灣校園

辦學已有80年。在日軍佔領香港期間，

書院被迫遷往廣東老龍，其後得蒙上帝

的恩典，在1947年平安遷回清水灣現址。

在這80年間，儘管出現了各種動盪，包

括第二次世界大戰、 60年代社會動盪、 

製造業蓬勃發展、 香港回歸中國、 2003

年沙士事件以及近期的中美貿易糾紛。

時至今日，書院仍持續培養和教育年輕

人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領袖和專業人

士。雖然香港三育書院是一所小規模的

學院，但我們不少校友的成就卻遍佈全

球。 

  

在今年内，香港三育書院安排了許多特

別活動來慶祝這個紀念日，包括在六月

的『2019古蹟周遊樂』、青少年鋼琴音樂

會、校友懷舊的攝影比賽以及八十週年

周末慶典。為了這個八十週年慶典，我

們設計了一套以校園建築物形像作為主

題的珍藏别針。所有登記了參加週末慶

典者，在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晚出席晚

宴期間將會獲得一份包括這個獨特的别

針在內的紀念禮物包。此外,我們在當晚

宴會上還有幸運抽獎以及攝影比賽頒獎

典禮。 

  

有關慶祝活動詳情，包括八十週年校友

攝影大賽(高達十四 項獎品!)，自助餐晚

宴，以及如何在網上註冊參加這個八十

週年慶典，請瀏覽我們的學院網站 

www.hkac.edu/alumni。其餘額外慶祝活動

包括在十月二十七 日星期日的校外一日

遊,您可以為自己及家庭成員在網上註

冊。註冊截止日期為 2019年9月15 日 (香

港時間）。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發送

電子郵至 alumni@hkac.edu或以WhatsApp 

與我們聯繫，電話號碼：                           

+(852) 6431-5652。 

我們期待在慶典的那個週末在清水灣校

園再次見到您！ 

 

 此致 

香港三育書院院長張擎輝博士 

 

清水灣校園八十週年慶典邀請函 (2019年10月25日至 26日）  

香港三育書院 

 \ 

 

 

 

       

 

 

 

  

 

 

 

             夏季新聞通訊編輯 

 何國珍 (corjena@hkac.edu) 

 蕭美儀  (jenifer.shiu@hkac.edu) 

            2019 夏  

      書院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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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三育書院很榮幸參與成為香港政府「2019古蹟周遊

樂」的一部分，該嘉年華在清水灣校園舉行。六月九

日，十四日，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由學生們帶領著參加者在

列為歷史建築物的校園參

觀。我們共有八名志願學生

負責帶領導賞團參觀及講解

校園歷史；每個參觀團人數

最多為三十 人。 

 

作為學生導遊之一的我引領

著遊客來到不同的歷史建築

物，並帶著他們在校園裡走

來走去。我們還介紹了香港

政府贊助的知更鳥蛋藍小冊

子中的建築風格和歷史，以

及香港其他歷史上重要的建

築。校園周圍展示了配套的

宣傳海報，政府還刊登了海

報式的報紙廣告，以推廣6月份的導賞活動。特色建築由朱長老

於1939年設計，建築物包括：男生宿舍（前三育健康教育中

心），學院行政大樓，職員與教學樓（前三育中學和英語小

學），單棟式的職員宿舍和五個相連單位的職員宿舍。 當每九

十分鐘參觀結束時，我們推薦給參觀者一個包含歷史背景信息

的公告牌，及贈送一枚由學生設計的校園80週年紀念郵票。 

 

在香港文化嘉年華「2019古蹟周遊樂」推廣活動推出一周後，

我們很高興地發現所有四個我們校園的旅遊日和時間已經完全

預訂滿額！在旅遊日期間，一些遊客提前一小時到達清水灣校

園，在正式遊覽開始之前，有一位遊客用她專業的相機熱切地

拍攝了幾乎所有殖民地時代的校園建築的照片，並在下週末再

次到來作第二次遊覽！同時，一些人對我們的2+2安德烈大學課

程、 基督教背景、 歷史和其他校園活動很感興趣。參觀者熱

切地詢問我們許多問題。在

六月的校園旅遊中，我們真

的很享受與遊客共度的時

光！雖然我們不是一家專業

的旅遊公司，但在一個月的

時間內，參觀者目睹我們學

生帶領校園旅遊的逐步進

展。那些訪客們的熱情參與

激發了我們心內的自信！ 

 

八位學生導遊（包括我）很

高興能夠參與這項香港三育

書院的公共事務。雖然我們

對校園歷史沒有深刻的了

解，但我們研究了有用的檔

案資料，並採訪了相關人員，為希望了解我們美麗校園歷史的

遊客提供知識。同樣，儘管我們的學生導遊團隊沒有參加過先

前的歷史建築之旅的經驗，但是2019古蹟周遊樂為我們提供了

一個可以增強我們對公共演講和演講技巧的信心的絕佳機會。

最終，清水灣校區不僅是學生學習書籍的地方，也是讓學生有

機會挑戰自我，潛在地教導他人，體驗新的（和歷史）事物的

地方。 - 深入視角！ 

頒獎禮 感謝晚宴                          2019年6月20日）                  

 

 

      照片提供者: 何國珍 

蔡錦程博士獲得卓越教學證書獎，蔡錦程博

士為前香港三育書院院長，現任宗教部主

任，與兒子蔡持理(香港三育書院宿舍宿監)及

太太胡雅芬博士合照！  

快樂的獲獎 HKAC 學生！  

張擎輝博士，岑樵堅博士，徐世光牧師以及

一眾感恩的教職員和得獎學生！                                                          

  作者: Chau Yan Wong, 學生 , 學術衛生部門  

 

2019古蹟周遊樂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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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週年青年才藝展示             (2019年6月8日) 

我從安德烈大學學到的東西 

 

               作者： Jonathan Kwok 

         海報創作者 : 潘彥鴻   

Joshuanne Yeh和Sean Kong---來自新

加坡的獲獎鋼琴學生  

香港三育書院院長張擎輝博士向音樂

節目總監張懿琪教授贈送鮮花 

                          獲獎的鋼琴學生與音樂節目總監張懿琪教授(左四)，香港三育書院院長張擎輝博士(右一) 和 何國珍博士(左一)  

               鋼琴學生的父母拍攝的照片 

 從 安德烈大學畢業後，我反思了我在校園裡的兩個學期的

經歷。我發現我獲得的東西遠遠超出我的預期。 

 

在安德烈大學我享受的第一件事是有足夠時間。香港是一個非

常繁忙的地方，但很高興大學座落的城市Berrien Springs不是。

這種不那麼繃緊的學術環境對香港學生來說是個很大的優勢。

安德烈大學是非常適合您在不需要顧慮成績下發展您的時間管

理技能。 

因為增添了額外的時間，我很快發現了更多的自由。 安德烈大

學校園在學術和技能發現方面提供了巨大的選擇自由。所有的

學生和教授都鼓勵我加入不同的學會並參加我主修以外的活

動。除了心理學相關的學會/課程，我還參加了建築，繪畫，攀

岩等不同的學會活動和教會團契。最終結果不僅僅是獲得知識

和技能。我也結交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了解了不同的文

化。我記得香港三育書院一些人告訴我，香港三育書院就像一

個小家庭。因此，當我計劃出國留學時，我以為我會想家，但

我錯了。去安德烈大學就像去新家一樣，是香港三育書院的

“大家庭”！對於新的香港三育書院學生來說，與安德烈大學

學生建立友誼可能會有點文化衝擊。然而，一旦你建立了第一

個連接，更多的聯繫和更多的關愛將流入你的生活！ 

 
現在我回到了香港，我確實想念更自由的安德烈大學校園生活

方式。如果你要去安德烈大學，請告訴我！我會盡力提供您需

要的任何信息。作為回報，我希望未來的香港三育書院學生在

安德烈大學保持良好的聲譽。我對即將到安德烈大學的國外學

生的建議是盡力做得最好，讓他們知道我們都是多麼優秀聪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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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水灣與我們的社區聯繫     (2019年6月2日) 
  作者： Felix Tat Him Pang,  健康部學生 

香 港三育書院八十年來一直存在於清水灣地區。我們早期

的許多校友都來自周圍的村莊。由於香港人口老齡化日

益嚴重，因此向村里的鄰居宣傳老年癡呆症非常重要。通過這

種方式，市民可以更好地應對這一公共衛生問題。  

                                                                                           

2019年6月2日，在ADRA，香港三育書院衛生署和荃灣香港港

安醫院(HKAH）的資助下，我們在位於坑口鄉事委員會總部 

(HHRC）舉辦了一場了解老年癡呆症和積極老齡化的研討會。

位於坑口道離HKAC清水灣校區不遠的地方。HHRC為該地區的

18個村莊提供服務。新當選的HHRC主席劉凱宏在向所服務的

村莊推廣我們的公共衛生活動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對於

HKAC來說，這是與鄰居建立聯繫並為社區服務的絕佳機會， 

 

三 一六音樂事工團  是一個獨立的福音歌唱團，起源於

1991年的新加坡。三一六的名字受到聖經 約翰福音3:16

的啟發：“因為  神愛世人，甚至將  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一切信  祂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這個團體是由喜歡普通話福

音歌曲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人組成

的。 他們希望通過音樂傳播耶穌基

督的福音、祂的愛和祂的救贖計

劃。透過這個構想，三一六音樂事

工團一直通過音樂將他們的福音傳

播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香

港、中國大陸、美利堅合眾國、澳

大利亞、印尼等地的教會。 

香港三育書院音樂系總監張懿琪教

授是旅居新加坡的香港人，她認識

這個團體，對他們有所了解，並邀請他們於2019年3月17日在

校園內舉辦音樂會。名稱是 “生活的併圖”。  這個為期一天

的音樂會吸引了來自香港各地的人們。 

『三一六音樂事工團』的一個獨特之處在於他們的作品不僅原

創而簡單，而且非常鼓舞人心。 他們唱的每首歌都是基於現

實生活中的故事。 在每首歌曲之前，通

過一個特色的視頻故事，在觀眾面前生

動地展示歌曲內容的關鍵人物和事件。 

這些真實的故事發出了強有力的信息，

有助於歌曲更具感染力和影響力。 許多

觀眾說，在聽『三一六音樂事工團』的

音樂時，眼淚充滿他們的眼睛，不停輕

輕地滾下他們的臉。 

『三一六音樂事工團』提供的信息是我

們需要與上帝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讚美

與榮耀祂的名。 他們的2019年香港音樂

會可以通過以下網站以數字方式收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halUvNmRsc8 

 

                       作者: 何國珍 

總共約有50人參加了健康檢查和研討會。 高級職業治療師

Stephanie Yu女士是當天的主要講者，在此次活動中，進行了無數

的健康檢查，例如：蒙特利爾認知評估，身體成分分析，血液膽

固醇和葡萄糖測試以及血壓監測。 與會者表示，研討會內容豐

富，有助於了解及積極應對癡呆症和老齡化問題。 最重要的

是，通過認知評估和余女士的演講，他們能夠識別癡呆症的早期

症狀。                                                                                                       

許多志願者前來參加活動，他們包括以下內容：香港三育書院衛

生部學生，Bayview教會成員，香港三育書院和HKAA教師。 與

我們當地社區聯繫是香港三育書院健康部的使命之一。 願上帝

繼續保佑我們的工作 

(左起) 作者: 鄒瑜(香港三育書院健康部主席)，蔡潔珍

博士和 Stephanie Yu 女士(主講人)  
        學生志願者  

劉凱康先生、HHRC主席、他的同事、余女士、HKAC

教師，學生和志願者 

  照片創作者:  Sarah Gordon, HKAA 

『三一六音樂事工團』音樂會       (2019年3月17日)  



書院通訊                                                                                                                                                                                                     2019 夏  

 Page 5  

福音周 和 黃金天使合唱團         (2019年3月18 日至23 日) 

 
.  

      作者:   Ben Seo 牧師  & Leah Servidad                               

 

 

 

 

  

 

這 一個學期，HKAA和HKAC一起參加福音週，這是學生有

機會更多地了解上

帝之愛的時刻。今年春季學

期，主講者斯蒂芬·阿靈頓

先生的證詞和受邀的黃金天

使團隊的歌唱表演給我們帶

來了極大的祝福。參觀香港

復臨學院的黃金天使歌唱團

正在進行巡迴音樂宣教工

作，他們的行程覆蓋北亞太

地區，包括香港，韓國，台

灣，日本，中國和蒙古。在

福音週的最後一天，斯蒂芬

阿靈頓先生呼籲洗禮，一些學生選擇接受聖經學習。 福音週很

重要，因為這是學生的心靈對基督教信仰和上帝更加開放的一

種方式。(以上摘要由 HKAC 院牧 Ben Seo 牧師 撰寫 )                                                                                                                                                                                                                                                                       

在2019年3月18日至23日期間，黃金天使合唱團（第16屆）從韓

國飛來，支持香港復臨學院的福音週。以“冒險之旅”為主

題，我和我的年輕傳教士一起在海外進行了第一次旅行任務，

從我們心中傳播現實生活中充滿激情的宗教故事。我們的第一

次旅程始於 HKAC 院牧 Ben Seo 牧師的熱情，他邀請我們在清

水灣校園演出。  

在整個星期，黃金天使合唱團在連續的佈道會期間呈現出音樂

的和諧。每一位HKAC學生都能聽到上帝的一些信息，特邀嘉

賓主講人Stephen Arrington先生。他們還通過黃金色天使演出有

關耶穌的福音歌曲，獲得了更多從上帝而來的智慧。在整個計

劃中，許多非基督徒朋友都能夠享受音樂娛樂，了解基督教和

上帝的愛。  

除了展示我們的才能外，我的黃金天使同事和我也發展了彼此

之間的社交互動技能。在整個東南亞結交朋友也是我們團隊的

主要目標之一，無論我們走到哪裡，我們均能影響我們遇到的

學生的生活。雖然一個星期在學校的音樂表演可能對我們的任

務旅行來說太短暫，但我們很樂意在我們的音樂事工中，應用

基督徒的方法。這是我們友情傳道工作的精髓。 

無論我們走到哪裡，我們都會通過微笑，問候甚至是簡單的手

勢，熱切地向學生展示我們對學生的興趣。如果我們有機會與

新人交談，我們會抓住這些時刻與他們進行互動並了解他們。

事實上，在我們的福音週期間，我們通過一起玩體育，一起用

餐，以及在空閒時刻彼此閒逛，與新朋友建立了溫暖的聯繫。 

在香港復臨學院，我們締造的特殊回憶是無價的，因為我們遇

到了美好的新朋友，激勵那些推動我們孜孜不倦地傳播主信息

的人。作為歌唱傳教士，我們用自己的聲音分享故事，將基督

教信仰、耶穌和上帝介紹到我們遇到的人的生活中。我們黃金

色天使懷念著美麗的HKAC校園以及您熱鬧的學術社區中的所

有優秀人才。我們期待著有機會在未來再次與您合作！      

（黃金天使 歌唱傳教士Leah Servidad 撰稿） 

   海報和照片創作:  Sarah Gordon, HKAA                                                                                  

 

      照片創作者:  Leo Wong 

春季音樂會               ( 2019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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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香港三育書院校園生活的時刻                       照片創作者:  蕭美儀 

       香港三育書院行政大樓(1939 -2019） 

準大學畢業生們練習如何                        

戴著畢業禮服和帽子走路 

 榮休園丁李先生享受著他的工作 
香港三育書院正門在陽光明媚，藍天下的校園美景 

         下午在球場上的足球比賽 

     一個完美的夏日 
               訂婚夫婦在海光教堂排練                海光教堂正在進行裝修 

                  正門的炮仗花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