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殷浩然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二零一三年是新夢想的起點，祈望更繁榮富強的祖國、更和諧平穩的
香港、更成就輝煌的香島人；這一切都是我們的共同願望！

    母校及校友會屹立於香江已超越半世紀。我們的先輩、前輩們過去無私地付出自己的寶貴
青春，編寫無數的熱血奮鬥故事，甚至捨生泣血地追夢—夢想的是我等後輩有一個更美好的國
家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追的是中國夢！是“香島”夢！ 我們以前輩為榜樣、將肩負國
家及香港歷史新的使命及責任，以感恩之心、睿智思維、寬厚待人、勇敢冷靜、機警觸覺的優
良香島傳統，為祖國、香港及母校而繼續奮鬥追夢！

    校友會的發展有賴您們的持續支援及鞭
策。我們以惜秒如金的態度，優化管理、互
補優勢，彙聚正能，發光發熱，用二零一三年
的光陰、似箭的速度，成就一個更美的“香
島”！ 與全球各地校友一起肩並肩，一起繼往
開來，以澎湃的熱情，用常駐的“青春”，以
及環球智慧，為祖國、為香港及為母校、校友
會的未來譜寫掌聲不絕的“中國夢”、“香島
夢”樂章！

    祝福您新年進步！安康快樂！

    祝願我們的夢想成真！

2 0 1 3 年第1 期
2 月

會訊

非 賣 品編委會：王志華、梁夢粦、陳純妮、張潔鈺

會址：九龍上海街638號旺角海景中心五樓  電話： 2381 7262  傳真：2397 7296  網址：http://www.heungto.org.hk  電子郵件：htmsaa@heungto.org.hk

慶祝香島中學67週年校慶暨

校友會54週年會慶聯歡餐會               

日期：2013年3月28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七時半

地點：香港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4樓名都酒樓 

費用：$280 每券壹人 每席$3,360（十二人）

內容：① 抽獎助興；

   ② 頒發2012年度校友及校友子女獎助學金；

   ③  同時為中學第7、17、27、37、47、57、夜5慶祝
畢業60、50、4.0、30、20、10周年紀念，該等
屆別校友上台接受到會的賓客祝賀。

   ④ 節目表演

  請校友們熱心贊助抽獎禮金或禮物，為餐會增添歡樂。
有意者請與校友會陳小姐聯絡。

呼  籲
  第7、17、27、37、47、57、夜5屆各位

聯絡員，請動員組織自己屆校友，準備出席3月28

日晚在金鐘統一中心4樓名都酒樓舉行慶祝母校校

慶、會慶聯歡餐會。會上校友會將送贈蛋糕、禮物

以表祝賀，並接受在場的嘉賓、師長、校友們的祝

賀，祝賀你們畢業60、50、40、30、20，10週

年。

  人生有幾個十年，以上屆別的聯絡員、

校友快快行動，不容錯過。否則又要等

下一個十年了。

新

春

獻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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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甲三甲大合照 男乙三甲大合照

女子三甲大合照

袁武及黃友凱致送參賽者紀念品 楊耀忠校長致送參賽者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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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日新盃籃球賽暨盆菜宴
  日新盃籃球賽在周華焯、毛浩輯兩位名譽會長的贊助下，不知不覺已舉行十年了。為紀念

十週年，兩位校友提議賽後舉行盆菜宴同歡。

  球賽原定於11月18、25日舉行，但因為連續天雨關係，遂延期至12月9、16日在將軍澳香

島中學順利舉行。球賽雖然縮短時間，但仍然精彩萬分，成績如下：男甲：冠軍快樂黃蜂、亞軍群

星、季軍老友鬼鬼；男乙：冠軍一番男球書、  亞軍MOWER、季軍HTMS（TSW）；女子：冠軍群星、

亞軍樂神、季軍女將。

  賽後筵開18席盆菜，除了球員外，還邀得母校葉燕平行政總監、教育發展總監楊耀忠校長、袁武名譽會

長、加拿大分會林玉英會長參加，大家互相祝酒，場面熱鬧溫馨。大會贈送每位球員精美十週年紀念毛巾留

念，多謝他們十年來的參與，也向兩位十年來熱心贊助球賽的校友致送精美水晶座表示感謝；也向十年來擔

任球賽義務工作的校友致送獎勵水晶座。同場安排大抽獎同卡拉ok點唱，大家熱情高漲，玩得十分盡興，誠

如周華焯名譽會長所言，希望日新盃有第二個十週年，繼續舉辨下去，繼續得到校友們的支持！



李光明副主席代表致送
「10」字水晶座給周華
焯、毛浩輯

周華焯、毛浩輯致送「讚」水晶座給
十年義工李光明、周成峰和馬如慶

周華焯、毛浩輯致送紀
念品給袁武

周華焯致送紀念品給葉燕平 毛浩輯致送紀念品給楊耀忠 加拿大分會林玉英會長
接受紀念品

紀念毛巾設計和製作者
黃友凱校友接受紀念品

濟濟一堂

賽後合照
精美毛巾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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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熱烈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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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季軍女將

女子亞軍樂神

女子冠軍群星

男乙季軍HTMS (TSW)男乙亞軍MOWER

男乙冠軍一番男球書男甲季軍老友鬼鬼

男甲冠軍快樂黃蜂 男甲亞軍群星



4屆林桂泉 $55.2 郵費

6屆鄧德濂　
$1,000. 新春團拜

$2,000. 校慶會慶餐會

6屆吳炎連、王綺薇 $500. 郵費

10屆周華卓 $22,500. 日新盃籃球賽

11屆毛浩輯

 

$10,000. 新春團拜

$50,000. 合記盃友會歌唱比賽

$22,500. 日新盃籃球賽

11屆司徒宏 $5,000. 新春團拜

13屆陳超常 $500. 郵費

19屆舊李華強 $500. 郵費

19屆新陳燕兒 禮物 校慶會慶餐會

20屆區燕萍 禮物 新春團拜

20屆陳玉英 禮物 蛇宴抽獎

20屆王天明 贊助餐券印刷 校慶會慶餐會

蛇宴聯歡
  2012年12月14日舉行一年一度蛇宴聯

歡，筵開十六席。校友們能與親朋好友共嚐美味佳餚真
是人生一大樂事。當晚有大抽獎，得到33屆無名氏校友
的贊助，而30屆馬國強校友即場贊助現金1000元抽獎，
把抽獎氣氛推上最高
潮。中業校友會也贈
送健康又美味的椰棗
讓每席品嚐，在此向
他們致以衷心感謝！

2012年度贊助校友會各項活動的熱心校友：

22屆黃麗儀 $3,000. 校慶會慶餐會

22屆劉曼娜 $1,000. 郵費

22屆陳榮合 $500. 郵費

23屆封惠芬 $160. 郵費

23屆羅國生 售賣個人詩作收入$1,000. 會務經費

26屆譚日華 $100. 郵費

29屆梁夢粦 惠康現金券100元---3張 新春團拜

30屆李光明 百佳現金券50元---10張 新春團拜

30屆馬國強
$3,160. 郵費

$1,000. 蛇宴抽獎

33屆無名氏

$1,000. 新春團拜

$3,300. 校慶會慶餐會

$1,000. 蛇宴抽獎

34屆殷浩然 $2,000. 新春團拜

43屆王華峰 百佳現金券100元---3張 新春團拜

夜4屆陳國旗 $500. 校慶會慶餐會

五會籃球賽
  由福建中學校友會主辦的五會籃球邀請賽
於2012年11月4日及11日（星期日）在觀塘福
建中學順利舉行，分男子先進組、男子青年組
和女子組進行比賽。比賽刺激又緊張。香島校
友會的女子組和男子青年組都
發揮出高水準和團隊精神，分
別獲得冠軍和季軍，為校友

會爭光，男子先進組也獲
得優異奬。

馬國強校友即席贊
助抽現金獎助興

王志華常理頒獎

33屆代表頒獎
給幸運兒任文
青校友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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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大合照

男子青年組領獎

女子組領奬

男子先進組領獎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1 彭鑒汀 28 蕭惠文 預14 李志鴻 預46 侯麗敏 66 張婉玲 66 周秀儀

7 葉如協 28 李鴻杰 預17 林錦芳 預46 李遠怡 66 周欣欣 66 關曉玲

8中途 邱健輝 28 郭麗婷 預19 黎永亮 預46 勞敏儀 66 莊曉莉 66 夏雪寧

10 蘇炳源 29 吳偉民 預21 高美惠 預46 林曉怡 66 梁子峰 66 黃健歡

10 侯紫媚 29 李志權 預22 卓桂英 預46 譚婉玲 66 曾素怡 66 廖文慧

11 黃德光 29 梁文洪 預23 許雨萍 預46 魏畢華 66 陳志揚 66 廖安琪

11 楊孫西 30 劉玉琼 預26 郭振民 預46 黃雅倫 66 陳浩毅 66 歐佩璇

11 何元坤 30 胡小萍 預27 莊燕玲 66 李宗堂 66 陳國強 66 曹瑞華

12 鄭麗雲 30 關月照 預28 邵磊剛 66 伍廣鋒 66 張晉浩 66 楊帥平

12 盧毅明 30 陳春蓮 預31 蔡其旺 66 温嘉浩 66 何新滿 66 余妙嫦

12 郭文燦 30 趙玉萍 預32 譚靜君 66 陳麗瑩 66 李健鴻 2005專科 伍禮賢

12 洪啟曦 30 陳美霞 預32 曾 大 66 陳 婷 66 李生榮 2008專科 余沃汶

12 梁筱虹 31 霍麗嫺 預33 張靖平 66 張美寶 66 廖俊煒 2011專科 曾穎姿

12 王美娟 31中途 丘秀蓮 預35 方敏嫻 66 關沛琪 66 吳俊輝 老師 黃玉捷

13 伍達才 32 唐偉興 預36 吳昕宇 66 李靖怡 66 貝葉青

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14 馮志潔 33 容志耀 預42 葉耀佳 66 葉曉君 66 丁嘉文

15 尹麗玉 33 曾潔玲 預42 鍾家其 66 鄺凱珊 66 黃逸東

15中途 王少安 33 關國堅 預42 梅奕卿 66 方嘉敏 66 阮亨利

18 温祝寧 33 陳展強 預43 何其諺 66 梁國柱 66 卓澤鵬

19 龔永康 34 麥雅儀 預43 周敏妍 66 歐倬言 66 陳紫軍

19新 余麗燕 34 黃燕馨 預43 張嘉琪 66 蔡瀚輝 66 周咏琳

20 陳愛清 35 鄧小娟 預45 鄭曉琳 66 陳焯偉 66 黃麗英

20 王壽添 36 張慧昕 預45 李晴楓 66 鄭偉鵬 66 黃杏賢

21中途 張松齡 38 鄭偉中 預45 陳祉彤 66 許筐焯 66 郭曉君

22 李月嬌 38 鄭偉良 預46 黃嘉敏 66 林希麟 66 林煒彤

22 陳樹仁 39中途 許遠華 預46 黎銘傑 66 陸家俊 66 李承津

22 廖錦棠 41 李日明 預46 梁嘉君 66 羅星海 66 梁穎欣

22 吳遠強 41 黃輝明 預46 彭信雄 66 黃俊彥 66 李家裕

23 鄺寶光 41中途 趙建強 預46 陳杏婷 66 黃健斌 66 廖科婷

23 游素惠 48 陳羅超 預46 鄭愛欣 66 甄衛其 66 魏翠雯

23中途 朱耀輝 50 劉卓森 預46 焦文曉 66 陳曉霖 66 沈婉樺

24 張秀屏 51 陸志洪 預46 鍾嘉鴻 66 陳梓寧 66 譚玉婷

24 黃衛中 53 羅智軒 預46 劉慧欣 66 陳寶韻 66 黃曉彤

24 麥煥霞 53 吳奕如 預46 謝芳霖 66 陳寶茵 66 黃鈺雯

24 蘇國暢 54 董健莉 預46 鄭泳毅 66 陳婉姿 66 冼月秀

24 蘇金生 55 廖志豪 預46 羅偉特 66 張雪瑩 66 甄嘉妍

25 陳宏茂 60 陳小梅 預46 邵偉彬 66 鍾曉雯 66 葉建慧

25 陳秀瑤 62 梁淑欣 預46 孫永輝 66 林雯娜 66 葉柔澧

25 張傑華 63 孫鳳儀 預46 黃顯勝 66 李涴渟 66 余蓮愛

25 温醮平 64 劉宇軒 預46 甄榆山 66 李月玲 66 歐芷晴

25 温 明 64 何穎琳 預46 楊慶樑 66 吳妍彤 66 何健松

25 甘秀蘭 64 李曉娟 預46 鄭穎甜 66 曾雪盈 66 何諾文

26 黃志鵬 64 李健暉 預46 張淑怡 66 尹珮瑤 66 許兆和

27 謝瑞卿 64 周家豪 預46 張瑞根 66 王曉盈 66 林帥聯

27 吳杞漢 夜3 謝  安 預46 周旖旎 66 黃嘉倩 66 李家樑

27中途 温清芬 夜9 何如有 預46 關嘉文 66 楊凱汶 66 黃泓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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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2012年加入永久會員的校友



為生活加一點正能量---

推廣團購新書〈談談癌跳跳舞〉或〈與癌圓舞〉
  城市生活步調急速壓力逼人，雖然醫學發展迅速，亦未能減退現代人「聞癌色變」的憂懼。

  關瑞徵校友就以過來人的角度，用文字與彩繪描畫自己怎樣從得悉罹患癌症的悲憤，到坦然地與癌同行共舞的心路
歷程，成為首部作品〈與癌圓舞〉，並於2011年初出版。本會當時亦曾於會訊向校友們推介該部著作，其後並邀得作
者與書中人物之一的陳子華醫生，親臨本會主持〈有緣共話「癌」〉茶話會，與一眾校友分享健康之道。

  「癌」既是一個不能迴避的現實問題，關瑞徵卻在這不一樣的人生當中，調適自己的生活態度，並再以文字與圖像描
述，一切由面對癌開始，有驚惶更有喜樂的體驗；這就是她的第二部作品〈談談癌跳跳舞〉，將於今年6月出版。

  勵志的書本，確實可以為我們的生活加一點正能量；作者還決定把書本的版稅捐贈香港癌症基金會，所以，每買一
本書亦同時做了一件善事。

  為優惠校友，方便校友於聚餐時作有意思的贊助禮物，為校友歡聚又能共襄善舉，亦可饋贈親朋，把正能量與善心
發揚光大，本會推出以下團購方法：

潮 州 汕 頭 三 天 遊          23屆羅國生

  11月下旬，幾位旅居加西的校友不約而同回港探親，在港相遇並相約結伴拜訪
校友會。幾位都是熱心校友工作，並在加西校友會分會擔任理事工作，他們包括會
長林玉英徐溢權校友伉儷、副
會長劉祿祺林小玲校友伉儷、
秘書過偉樑校友。總幹事陳純
妮校友向各位簡介校友會和母
校的一些近況，更相約一起拜
訪母校。

  母校葉燕平行政總監、王
志華財務總監一早在場迎接，
並充當嚮導帶領參觀校舍。殷
浩然主席也趕及過來相陪，一
起茶聚，互相交流會務工作。

有意團購的校友請盡快聯絡蔡長宗校友，以便了解付款方法及決定交收書本地點。

電郵：choicc3@yahoo.com.hk    手電：9043 6845

〈談談癌跳跳舞〉
每本原價$82，團購20本或以上，優惠價每本$56

交收書本日期：2013年6月底開始

〈與癌圓舞〉
每本原價$88，團購30本或以上，優惠價每本$54

交收書本日期：2013年3月中開始

（一）漫步湘子橋
三來東粵下潮州，依舊韓江碧水流。
湘子橋橫連合處，遙看廣濟古城樓。
＊ 餘已經是第三次踏足潮州了。前兩次因

為湘子橋尚在修茸中，未能漫步其上，
現已按舊時模樣修復竣工，可一嘗夙
願。

（二）謁韓文公祠
安民濟世記心中，貶赴潮州志未窮。
擬就雄文驅鱷患，風平江靜賴韓公。
＊ 韓愈因諫迎佛骨，被唐憲宗貶來潮州，

在這期間，為人民辦了大量好事，其中
著名的功績是趕跑了鱷魚。為紀念韓
愈，潮州人民把鱷溪改名曰韓江。

（三）參觀金山中學感懷
汕頭學校有奇葩，美譽名聲燦若霞。
栽得滿園桃李豔，英才輩出振中華。
＊ 我23屆校友參觀團獲中聯辦協助，得到

汕頭市委統戰部安排，有緣前往汕頭市
享譽盛名的金山中學參觀，校長李麗麗
（人大代表），副校長魏崇興（黨委書
記）親自接待，一眾校友大開眼界，加
深了對內地教育的瞭解。

在母校歷屆畢業生芳名錄前合照，左起殷浩然、
王志華、徐溢權、林玉英、過偉樑伉儷、劉祿祺
林小玲伉儷、葉燕平

在校友會會所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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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訪師之旅 
風箏

校 友 近 況

23屆同學潮汕行—探訪金山中學

  2012年12月27至30日的4
天聖誕節假期中，一班由第6、
8、13、19、21、22、23、
24、26……屆至未來的“71”
屆香島校友和家屬共30人，組團
旅遊，終點站為廣西梧州，探望
我們的老師—“鍾姨”（鍾瑤華主任）。

  沿途我們遊覽了廣寧竹林之鄉、參觀了賀州及黃姚兩
古鎮、亦拜訪過龍母古廟。於行程第2天，到達了馳名龜

苓膏生産地梧州。以往到過梧州的校友，發覺這古舊城
鎮，舊貌變新顏，又是一派繁華景象。

      我們全體校友先後與“鍾姨”相約了3次難忘聚會。
我們更忘不了在“鍾姨”家中相聚那刻，師生、同事等歡
愉之情充滿了居室。鍾老師與其侄孫4代人共住在簡樸而
寬大的地面層，“鍾姨”獨立卧室，都裝置了暖氣，起居
生活用品俱備，平日起居生活，都有其侄兒悉心照料。 
“鍾姨”身體及氣色都很好，已屆85高壽的她，能持杖慢
步行。在多次見面中，我們這些學生總是要考一考老師的
記憶，誰都要問 “我是誰?” 當然十分熟悉的老同事，
“鍾姨”均能直呼其名，其他稍作提示，亦能一一道出名
來，有校友拿出幾十年前與老師合照的舊相片，亦給予老
師十分歡快回憶並講述一些簡短往事。王志華校友及何景
安老師向 “鍾姨”簡介了一些學校近況。校友亦為“鍾

姨”帶來了一些生活用品
或食品。鍾老師及其侄兒
稱自從由天津搬遷到梧州
生活後，身體質素進展得
很好，又稱梧州這裏什麼都有，生活十分方便。“鍾姨”
稍後會搬進新的樓房，將居住較高的樓層，那裏周邊設施
及空氣環境較好，並有電梯。

  我們都把與“鍾姨”一家相聚的片刻，都各自裝載在
相機及手機內，各人都以不同組合與老師合照。正校、分
校、二分及屆別號等歡樂聚合叫聲，響徹了整個居室。

  12月30日年近2012年結尾的前一天，我們與“鍾
姨”道別，我們都預祝即將到來的2013新的一年，身體健
康，生活愉快。我們亦期待，在其新居與老師再聚。

  回程我們遊歷了德慶古城，到菓園摘食柑桔，並於深
圳晚飯後結束旅程。在此，我們十分感謝紅萍及亞羅等兩
位22屆校友，給予我們由始至終的悉心的旅程安排及策
劃。對她們熱心服務精神，深表敬意。

  2012年11月17日至19日，23屆同學及家屬共41人前
往汕尾、潮州、汕頭作三天遊覽，在汕頭參觀了有134年
歷史、廣東省名校金山中學，得到李麗麗校長等學校領導
的盛情接待。該校經過多年的借鑒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實踐
和理論研究積累，逐漸形成了“創造教育、生存教育、專
能教育、情感教育”四大辦學特色體系，用以指導各項工
作。

  金山中學全體學生寄宿，培養學生必須適應獨立生活
的環境，這是外宿學校難以擁有的特殊教育資源，有計劃
有步驟地培養學生的生活自理能力，交往處世能力、自我
監控能力，成為永遠的強者。

  學校又發動每一屆畢業生留下集體贈石刻，如：1997
屆“琢玉”，1998屆“磨劍”等。

  中午汕頭巿統戰部
請我們全團同學及家
屬午宴，統戰部陳副部
長特別抽空陪同我們一
同食飯，中聯辦港島工
作部羅錦輝專程於前一
晚從香港過來汕頭陪大
家食飯，讓大家倍感光
榮。

  在 汕 尾
參觀了“紅
宮”、“紅
場”、“彭
湃故居”，
潮 州 湘 子
橋、明代古
城牆、開元
寺……等。

  除 了 遊
覽參觀外，
回程大家還就2014年我屆畢業45週年如何慶祝提出了一些
意見。

攝於紅場

與金山中學領導合照 參觀開元寺

大合照

探訪鍾姨

鍾瑤華老師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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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開朗對身心的健康相當重要，以下提供三種妙
法，只要堅持去做，養成習慣，相信大家可以經常活在健
康愉快的心境中。

一．養成笑的習慣

  據說，大笑10分鐘，全身便可放鬆47分鐘；即使微笑
一下已可牽動面部13塊肌肉。笑使人心情開朗，消除緊張
情緒，刺激腦部釋放內腓肽物質，產生愉快感覺。即使不
是真的發自內心而只靠主動牽引面部肌肉產生的笑容，只
要養成習慣，也會使人心情變得開朗愉快。

  臨床中，我曾建議一些經常長吁短嘆、滿是牢騷的病
人，每天早上起床後對著鏡子練習一下笑，聽從去做的人
不需多久已可收效，不再滿腹牢騷，心情開朗不少。

二．養成“凡事向好的一面看”的習慣

  日本一家醫院院長在其所寫的一本醫學保健書中，用
腦生理學的最新理論証明，“凡事向好的一面看”（所謂
利導思維）對心理的好處。

  書中指出，一個經常處於鬱悶心境的人，體內會分泌
去掉腎上腺素這種激素，使血壓升高，心跳加快，久之可
因血壓及心、腎的病變，或細胞加促老化等原因損害健
康。相反，如果能經常樂觀開朗，腦部會釋出內腓肽，最
終加強人體加強免疫功能，起到祛病延年的功效。

  人生總會面對各種的困難，關鍵在於怎樣去看待。客
觀現實雖然不變，只要改變思想習慣，情緒的好壞絶對可
以由我們自己去選擇。

三．養成静養的習慣

  養生最高境界：心静。要重視静養心神。

  傳統養生静功強調排除雜念，集中精神，意守丹田，
以便“入靜”。能使心境平和開朗，樂觀豁達，經絡暢
通，氣血調和，臟腑陰陽平衡，身心康泰。即使閉目静
坐，也有好處。

  當然，專心從事個人的興趣，也屬静養的一種。

探舊友----<佳伯、珍姐>
  藉海外遊子回港，再一次赴沙頭角探訪佳
伯，他老人家依然精神飽滿，聽說每週均與女兒
竹戰！多年未見的「胡主」亦同行，年逾80的
他跟足全程，大埔人個個老當益壯，真令人高
興，更要提的是在林慧努力聯絡下我們與30多
年未見面的珍姐終重聚了，見她老人家神釆依
然，幾乎能道出我們每個人的名字，但精靈的她
卻忘記了自己歲數；在他們面前我等雖年逾花甲
也只是後輩，衷心祝願他（她）們健康長壽！！

  九月份，數位前大埔校友教職工紛回港，有加拿
大多倫多的吳振裘、黃燕玲夫婦，澳洲雪梨的梁振
良、封惠芬夫婦。留港期間，連同胡偉棠、關啟興、
李大鵬、陳斌、麥惠卿、曾昭成、林慧珍特去沙頭角
探訪年近百歲陳佳章老師，千方百計找到林村亢下莆
分別了三十多年煮飯的珍姐。晚上連多年不見的余淑
賢校友也出席敍會。

  九月中旬並去了湖北武漢、神農架、荊州、赤壁
七天旅遊，參觀三峽大壩工程，感受雄偉壯麗的大
壩；又參觀神農架風景區多個景點，包括天生橋景
區、神農壇、香溪源生態風景區；最後參觀荊州古城
及赤壁古戰場風景區…….在赤壁風景區只有我們一
個團隊居住，晚上看文藝節目並與演出者同表演同遊
戲，玩到忘形，回到少年十五二十時……

  數十年的友誼不受時間沖刷而失去，今天回味過
去的生活仍津津有味，探訪多年前共事的同事仍互相
關心，散居各地回到香港把臂同遊覽祖國的河山，箇
中的樂趣，盡在不言中……

心情開朗三妙法----養生篇之四 福 利 部

養 生 小 常 識

埔 分 校 友 教 職 工 活 動

與佳伯合照 與珍姐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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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女中醫  25屆廖共新

佳釀----<白雲邊>  -李白-
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
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以李白詩句命名的湖北佳釀「白雲邊」42度精裝版，裘
兄以180元人民幣購入與眾人分享，陪伴大半旅程；裘兄，黃
玲，阿封，阿良，丘老
爺，小弟一起品嚐美
酒，與一眾團友論盡旅
遊趣事，真是回味無
窮。42度對吳老爺來說
「小菜一碟」，不過不
知道丘老爺突然腳痛是
否與"白雲邊"有關（哈
哈！！）；期待著不久
將來再共聚品嚐，與
洲哥，濟哥，世流，華
仔……一眾大埔好友舉
杯暢飲！！

攝於三峽



同 學 相 見

相見不分你我她，彼此未聾眼未花。

你言我語嘩啦啦，香島中學是吾家。

見面不分你我她，你言我語吱吱喳。

心中充滿少年事，香島中學是吾家。

香島中學第十七屆同學旅遊後記         蘇社坤

  剛踏入2013年，三數同學在閒談中提出一個想法，希
望在年內召集一眾第17屆畢業離校的同學，以旅遊節目的
方式慶祝我們畢業50週年。竟擬訂於2013年1月10日起行
赴韶關旅遊。由構想到初訂行程時間雖短，但出乎意料之
外，在不足三天已有近30人報名成團。

  今次韶關之行，除了到旅遊景點參觀，包括：雲門
寺、丹霞山、錦江及乳源温泉外、更藉順道之便與仁化縣

委共進午餐及訪
問韶關市少年文
化宮。

  縣長在午聚
時向我們介紹該
縣 旅 遊 發 展 方
向，除提到現有
的地質公園旅遊
外，更會推廣多
項包括文化旅遊
的項目，目地在

令旅遊為當地經
濟帶來正面的影
響，目標使其收
益提升至地方經
濟比重的30%以
上。在韶關市少
年宮訪問中，負
責人亦向我們介
紹少年宮設施及活動內容，更強調少年宮培養國民下一代
所負的責任和使命。以上訪問可算是為我們原本只是旅遊
的行程錦上添花。

  短短的三天旅程怱怱而逝。我們珍惜相聚時光，在回
程車上，同學們輪流隨意發言，抒發所想。當中有介紹個
人在50年來於工作或社會上的接觸所體會到的辛酸和快
樂，亦有回憶在校時多彩多姿的生活。雖然是片言片語，
最令人感慨萬分的還是令人難以忘懷的老師們。

  總的來說，今次同學的相聚同遊是友情滿載，歡樂共
享。

走進古老的新家庭      古麗兒 
  我們幾個人，從將軍澳一座宏大的建
築走出來。

  回頭望望那高聳的淺藍色的墻裝嵌着
幾個大字──「將軍澳香島中學」，香島
中學，說是熟悉，也不陌生。這維繫自己
大半生的幾個字，怎樣也忘不了。何況這
高聳的淺藍色墻後面，還有一張張友善、
親切的面孔，使人銘記，歷久難忘。

  我們剛接受了吳校長、鍾副校長熱
情、真摰款待。就像回到久別的家，享用
過家裏人給你留下來的香茶、水果和餅
乾，然後走走看看這「古老」的「新家
庭」。

  這個校史室，也真够古老。從四十年
代至今，已經六十多個年頭了。紀錄了數
拾個寒暑的學校生活。難怪對着那些舊照
片，指指點點的，從今天說到明天。這是
教師工作室吧。堆放着教師的筆記本子，
那裏揉合着教育工作者披肝瀝膽的點滴。
這個圖書室，充積着青年學子追求上進
的讀書聲。這個大禮堂，瀰留着長輩循循
教誨，語重心長的餘音……好一幅幅教人
賞心悅目的畫卷，好一個個理想的學習園

地，好一個完美的新家庭。

  回憶的翅膀，把我帶到五十年代的日
子。那時節，沒有偌大的校史室，沒有教
師良好的工作環境，沒有書籍如林的圖書
室，也沒有寬敞的大禮堂……可是，我們
有一張張友善、親切的面孔，一雙雙互相
扶持的手。靠着它，我們孕育着千百青
年，奮然朝着目標走去！

　　「前人栽樹後人收」，這話有多少份
量？說這話的人，充滿了謙虛和自勉，聽
這話的人，又怎好自滿和因循？

　　如今，我們幾個人翻看着在新家庭拍
下來的照片，飽含着隆情厚意。這一張以
圖書室為背景的「黃承燊校長贈書」的照
片，我摩挲良久，不忍釋去，一時百般感
慨，湧上心頭。但願讀書人領會贈書人的
心意。

　　我們幾個人，從那座宏大的建築走
出來。莊嚴地喊道：「香島像一個熔
爐……」祝願她保持古老優良傳統，為發
展新家庭的繼續壯大而歡呼！

註：�古麗兒老師在1951年8月到窩打老道
分校任敎到60代初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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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雲門寺

攝於丹霞山

攝於校史室

攝於圖書館

臨 別 依 依

離校不覺五十載，同窗各自各風采。

今日韶關重歡聚，不知哪日可再來？

踏遍萬水與千山，半世友情會韶關。

滿載濃情歸去後，餘生將會更歡顏。

食 盆 菜

圍爐共飲食盆菜，五十友情充滿愛。

敢問哪天可再會？不等六十會加來。

眼 見 祖 國 建 設

山城建設創高峰，億萬人民心相同。

五族共和齊起動，誓將祖國換新容。



　　轉眼已是2012年10月28日，又到了夜中二年一聚的
歡樂日子啦。

　　十月份正是秋風送爽、天氣清涼的好季節，夜中共
11屆校友和老師四百多人這天下午三時左右已陸續來到
倫敦大酒樓。有同學佈置會場，有校友在新大堂兩邊廂
房開始攻打四方城，酣戰三百個回合。五時左右已有很
多校友和老師魚貫進場，六時半全體老師、校長輪流與
各屆校友拍照留念。

　　今次大會司儀由聲線甜美、經驗豐富的師姐梁劍虹
和高大威猛、聲音雄壯的師兄鄧志森擔綱拍檔，他們在
掌聲中宣佈：全體師生起立奏國歌。我們對着神聖的國
旗和莊嚴激昂的國歌，自然而然地會肅嚴起敬。

　　接着由夜校召集人危志光代表夜中講話，葉燕平行
政總監介紹母校情況。晚宴開始了，席間有陣容鼎盛的
粵曲班、歌藝出眾的男低音黎卓能校友和男高音戴洪慶
校友分別獻唱，贏得全場掌聲讚美。緊接着全場矚目的
抽獎開始了，獎品有現金獎，由100元、300元、最後
500元頭獎由第九屆校友蔡瑞珍抽中。全場立即爆發雷動
掌聲，歡呼賀她幸運中獎。

　　晚會中，看到同學、校友和老師互相關懷、問候、
祝酒、拍照，場面感人，歡笑聲不斷……在大堂後排忽
然熱鬧起來，原來第九屆的同學請了荃分的全體老師在
後邊一個空置的大廳來個大合照，閃光燈不停地閃，拍

下了不少靚相。

  聯歡會接近尾聲了，今次
參與的人數共有36席，值得

一提的是第10屆有4圍人
出席，記憶中是一個飛躍
紀錄，值得大家學習。這
正是：夜中精神，團結合
群。夜中同學，刻苦好學
表現。願我們共勉之，繼
續發揚，總結經驗，期待

下一次更上一層樓。

香島校友會聚會感想
香島專科學校分會�陳昊天

香島夜中校友第四次聯歡聚餐
夜中第九屆校友：陳振輝

  在2012年8月11日，我有幸成為香島專科幹事的一
員，參加了香島校友會的聚會。據我了解香島校友會包
括香島中學正校，將軍澳香島，天水圍香島。以及香島
專科學校等的校友會分會，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各分會
可以聚在一起，這樣有利於大家加深對香島校友會的認
識，也可以通過互相介紹去認識到不同行業的校友。我
從中學開始就接受香島的教育，但這麼多人聚在一起還
是第一次，感到非常幸運。

  在這次聚會中，主席兼主持人的殷浩然主席通過不
同的破冰遊戲讓大家有了基本的認識，也讓我們知道香
島校友會是一個整體，我們需要團結起來去發揮香島校

友會的重要性。遊戲中有老有少，證明了香島校友會是
多年傳承下來的，我們不能讓它沒落。在會中，香島大
專分會令我印象深刻，他們是一群讀大專的年輕人，但
是這群年輕人整齊地穿著分會的制服，喊著相同的口
號，這些寓意着我們需要團結才能把香島校友會搞得有
聲有色。同時，校友會中年長的一輩是值得我們尊重
的，因為有他們才會有今天這個聚會。

  香島校友會應該多開展一些聚會，這樣才能讓我們
更好地認識各分會的發展和各分會的成員，從而把香島
校友會搞得有聲有色。我們要讓更多的人認識我們，讓
更多的校友加入這個大家庭。期待下一次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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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輝校友向校友們祝酒

葉燕平校監頒頭獎
給夜9屆蔡瑞珍校友

陳昊天校友代表香島專科分享
香島專科分會主席伍禮賢與校友會
主席殷浩然主持遊戲並親自示範



近 期 活 動 香島校友合唱團招收團員
榮獲知名歌唱家嚴志強校友、溫明校友、李國材校
友義務相助

香島校友合唱團誠邀21屆校友、本港知名業餘歌唱
家、黎草田紀念音樂協進會駐團指揮嚴志強先生加
入擔任義務指揮一職，同時得到25屆溫明校友義務
擔任伴奏、27屆李國材校友任團長。

合唱團逢週四晚上7:45-9:45 假上海街會所練習，
團費一季$100。

歡迎各屆校友加入合唱團這個大家庭。

查詢電話：2381 7262 陳小姐。

第十一屆「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日期：2013年6月23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半至六時

地點：將軍澳香島中學禮堂

對象：全體校友及家屬

費用：單打會員$10、非會員$20 雙打$20

項目：男、女子單打、男、女子雙打

組別：公開組（18歲或以上）

   學生組（12至17歲）

獎項：每組設冠、亞、季、殿軍各一名

截止報名日期：6月8日（星期五）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

活動電子相簿班及短片製作工作坊
主講導師：李華強校友

現今數碼相機流行，不論長者、成人及小孩都懂拍
照或攝錄，若能把照片、短片合成影片加上包裝，
饋贈親友紀念，真一樂也！

內容：① 介紹軟件「會聲會影」，如何安裝軟件

   ②  如何把照片、短片置入「會聲會影」軟件
的精靈系統中進行編輯、調整，快速配上
特別效果，字幕及音樂。

   ③  怎樣把短片與照片組合成影片，配置片頭
片尾。

   ④  把剪輯好電子相簿的短片，儲存成專案檔
案、影片檔案及燒成DVD 光碟或轉換成
「YouTube」、「PSP」、「iPod」手機
等檔案供輸出使用。

日期：2013年4月開班

時間：晚上7:45-9:15（共6堂）

   〈小班教學、名額有限〉

費用：會員$320、校友$350、非校友$380

材料費：導師可代購。費用自付。送講義

上課地點：九龍塘（大坑東）香島中學正校電腦室

     〈一人一機實習〉

報名／查詢電話：2381 7262（香島中學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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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會慶盃」羽毛球賽
日期：2013年4月21、28日（星期日）

地點：天水圍香島中學

對象：全體會員

項目： 男／女子／學生 單打（只限會員參加）

    男、女子雙打、混雙（所有雙打其中一人
可以為贊助會員）

組別：甲組（1970年或以前出生）

   乙組（1971年或以後出生）

   學生組（中四至中六）

獎項：每組設冠、亞、季軍

賽制：視乎參賽人數而定

報名費：單打$30、雙打$50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

截止報名日期：4月14日

粵曲唱藝班招生
導師：朱月雲校友

內容：唱功技巧、演繹技巧、聲線運用、名曲實習

開班日期：3月3-24日（逢星期一）

時間：晚上7:30至9:30

地點：上海街校友會會所

費用：會員$480／8堂 非校友$680／8堂

廣告尺寸 會員 校友
4×3.5吋 內頁 $300 $600

  廣告的效益有目共睹，每期會訊都
會預留一些位置，供校友或各界人士刊
登廣告。如有意為自己的公司或機構推
廣活動或產品，歡迎致電查詢及刊登。
本會會訊每三個月出版一次，免費寄給
所有校友、各友會等。有關資料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