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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獲香港特區政府授勳的校友：
熱烈祝賀

大紫荊勳章：  楊孫西博士GBS,  SBS.  JP

銀紫荊星章：  黃國健BBS

銅紫荊星章：  劉偉榮JP

新一屆理事會經選舉後已經產生，第一次理事會會議於8月22日舉行，會上選出主席並進行分工，架構如下：

主　席：殷浩然  副 主 席 ：李光明    王華峰    伍禮賢

秘書長：梁夢粦  副秘書長：林衛平   

財　政：陳銘艷

會員聯絡部： 危志光(夜校)  周成峰(早屆)  何少棠(中屆)  謝育元(青年部)、 曾大(天水圍香島分會)、

                   王婉儀(將軍澳香島分會)、曾志濤(香島專科分會)

文化康樂部：周國強  馬如慶  林衛平(兼)  洪英  謝育元(兼) 黃  希

公關宣傳部：王志華  葉青山  曾曉靜  林源富(兼)

福   利   部 ：黎廣輝  徐月華  鍾艷芬  

資訊出版部：楊星波  李華強  林源富

社會事務部：何思行  黎廣輝(兼)

有關理事介紹，可參閱特刊。

葉敢新校友任民樂指揮、

溫聯華校友笛子領奏、林風校友琵琶領奏

榮譽勳章：         陳文華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呂如意博士

　　最近在Facebook上發現一些如「香島校友會」、「被逐的香島

中學校友會」等類似及接近的校友會名稱的群組出現，為免混淆，

現通告全體校友，並特此聲明：

　　香島中學校友會在facebook內只有一個群組，正確全名是： 香

島中學校友會（Heung To Middle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

網址為：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9025143131/

　　香島中學校友會群組的設定為一個秘密群組，群組內成員均可

增加自己的同學或校友為新成員，但必須得到管理員同意。

　　有關類似及接近的群組內的言論、立場，一概與本會無關。

　　就此事件，本會將尋求法律意見，請各位校友小心關注。

香島中學校友會第26屆理事會

2014年9月1日

日期：2014年10月26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地點：荃灣大會堂

內容： 大合唱(獅子山下、東方之珠、森林啊綠色的海

洋、楓橋夜泊、一點燭光、我和我的祖國)

男聲三重唱(三套車、大海啊，故鄉)

女聲小組唱(紅豆詞、茉莉花)

獨唱

香港電視劇主題曲聯奏

笛子領奏(老工人講的故事)

琵琶領奏(塞上曲)

費用：全免

慶祝香島中學校友會
成立55週年音樂會 致全體香島中學校友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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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屆「會慶盃」羽毛球賽  

  第十二屆「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2014年5月11、18日 (星期日 )於將軍澳香島中學舉辦了一年一度的「會
慶盃」羽毛球賽。參賽者一早就到來熱身，為比賽作好準備。比賽開

始，大家的實力旗鼓相當，鬥得難分難解，非常精彩，賽果如下：

公開組 男單

冠：蔡德成

亞：張錦強

季：吳國光

學生組 男雙

冠：張峻峰、何樂其

亞：李竣羲、樊家煒

季：張詠謙、葉銘琛

公開組 男雙

冠：梁景就、王碧珍

亞：孫進強、張錦強

季：陳定中、龍得雲

公開組 混雙

冠：蔡德成、劉紫萱

亞：梁二仁、陸慧婷

季：何樂其、麥濬思

公開組 女單

冠：林曉芳

亞：劉紫萱  

季：刁美玲

學生組 女單

冠：林曦彤

亞：葉素心

季：李穎琦

學生組 男單

冠：張詠謙

亞：黃振邦

季：張峻峰

公開組 女雙

冠：林曉芳、郭麗蘭

亞：陸慧婷、劉紫萱

季：莫海瀅、姚伊倩

學生團體賽 

冠：將軍澳香島

亞：天水圍香島

季：九龍塘香島

男子乙組單打

冠軍：關敏聰

亞軍：郭智材

季軍：鍾志華

學生組雙打

冠軍：許力衡、黃旭輝

亞軍：郭俊濠、姚建安

季軍：陳嘉榮、鄭宇軒

學生組單打

冠軍：林浩瑋

亞軍：許力衡

季軍：黃旭輝

馬如慶理事頒發男子甲組雙打

冠軍：林曉東、周增昌

亞軍：郭仁史、梁夢粦

季軍：李志英、康偉恆

梁夢粦秘書長頒發男子甲組單打

冠軍：郭仁史

亞軍：林偉年

季軍：虞建丰

梁夢粦秘書長頒發混合雙打  

冠軍：劉健光、程萍

亞軍：黎房喜、袁織女

季軍：陳家樑、曾衛平

男子乙組雙打

冠軍：關敏聰、郭智材

亞軍：林偉年、林浩瑋

季軍：霍浩然、鍾志華

2014年6月22日 (星期日 )在九龍塘香島中學禮堂上演了一場又一場激烈的乒乓球賽，各組的
優勝者順利產生，賽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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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屆「會慶盃」羽毛球賽  

  第十二屆「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學生組 男單

冠：張詠謙

亞：黃振邦

季：張峻峰

公開組 女雙

冠：林曉芳、郭麗蘭

亞：陸慧婷、劉紫萱

季：莫海瀅、姚伊倩

2014年6月22日 (星期日 )在九龍塘香島中學禮堂上演了一場又一場激烈的乒乓球賽，各組的
優勝者順利產生，賽果如下：

5月1日勞動節當日，由漢華中學校友會主辦的的五會乒
乓球團體賽在小西灣漢華中學禮堂舉行。代表我會參賽的校

友包括譚祺光(25屆)、郭麗蘭(25屆)、梁偉進(36屆)、凌慧文
(34屆)、蔡德成(60屆)、梁二仁(66屆)、梁詩樂(64屆)、方詠
霞(64屆)。賽前組織了一次練習，各位參賽者落力應戰，首
屆奪冠。隊長譚祺光校友表示，校友會每年都有舉辦乒乓球

比賽，希望校友會能組織乒乓球組，既推動和發展乒乓球運

動，又可以吸納新畢業校友和維繫舊會員。

第十一屆「會慶盃」麻將王大賽
   2014年7月27日(星期日)，假油麻地

花園酒家舉行第十一屆「會慶盃」麻將王大

賽。比賽的共十六枱，經過初賽、複賽和決

賽三個回合。今屆的麻將王由李卓立奪得，

亞軍黃坤儀，季軍彭秋桂，殿軍高健倫，恭

喜獲獎！晚宴筵開8席，有卡拉OK助興，讓
喜歡唱歌的校友大展歌喉。校友在炎熱天相

聚在一起，談笑風生，品嚐佳餚，不失是一

種消暑好方法。望來年再會！

晚宴

李光明（左一）和王華峰（右一）副主席與冠

亞季殿得獎者合照

參賽者大合照 領取冠軍獎座後合照

賽前接受培僑校友會的錦旗

周國強常務理事(右一)頒發出線獎給區嘉銘、

陳耀華、黃佩華

何 思 行 理 事 ( 右 一 ) 頒 發 出 線 獎 給 鮑 倩 英 ( 左

一)、劉文廣、柯永明)

危志光常務理事(右一)頒發出線獎給黃志偉、

呂志偉、彭德和

周 成 峰 理 事 ( 右 一 ) 頒 發 出 線 獎 給 周 國 英 ( 左

一)、周建容、李慧珠

得獎者與出席嘉賓合照

2014香島、培僑、福建、勞校、漢華五校校友會乒乓球團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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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是 封 工 作 坊

『2017香港政改方案』引起社
會各界爭論，泛民以「佔領中環」為

手段，脅迫中央政府接受其所謂符合

「國際標準」的方案，並舉辦622公
投和七一遊行，企圖騎劫民意。此舉

嚴重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社會上沉

默的大多數再也按耐不住，組織了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社會各界

罕有地組織在一起，對這種分裂香港

的行為說不！校友會的宗旨是愛國愛

港的，在這大事大非的問題上，校友

會不能夠也不應該不參與保護香港的

行動。理事會一致決議加入「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成為團體會員，參

加簽名運動，除呼籲校友會簽名支持

外，還設立街站，讓市民簽名。此

外，我們也參與了817大遊行，表達
了我們熱愛和平，反對暴力，希望香

港有普選。 

4月28日下午2：30至4：30在校友會會
所舉辦利是封工作坊，學習製作小吊飾扇和

金錢。導師是旅英23屆陳秋蘭校友。陳大姐
除了做手工厲害外，還煮得一手好菜，她在

英國相當活躍，熱心義務工作，除了擔任校

友會歐洲分會秘書長外，還在當地的華人社

團擔任要職，服務華人，在推動中文方面更

是不遺餘力。陳大姐在回港渡假期間，特意

安排一個下午時間上校友會教授摺利是封工

作坊，在她耐心的教導下，參加者都能完成

自己的作品，個個都很有滿足感哦！陳大姐

表示年底會再回港，屆時有時間的話再回校

友會教導小手工，校友學懂後可以在過年時

裝飾下自己的家居，增添過年氣氛。

校友會街站

眾志成城 

我們的旗幟

大遊行現場

等候出發

大隊伍浩浩蕩蕩出發

參與「保普選反佔中」

大聯盟簽名及遊行活動

大家展示自己的製成品，各有特色

耐心教導，認真學習

聚精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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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島校友會合唱團
2014年是校友會合唱團忙碌的一年。5月31日應黎草田紀念音樂協進會邀

請，參與了在香港大會堂舉辦的「黎草田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音樂會」， 第
一次與多個合唱團合作，感覺新鮮好玩，團員們從中得益不少。

6月21、22日參加由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辦、民政事務總署協辦，在亞
洲電視舉辦的「活力慶回歸之我要上紅館合唱

團邀請賽」初賽和複賽，這次陣容相當龐大，團員們眼界

大開，是一次相當難得經驗。因為我們很遲才知道有這個比賽，報名後只有

三次時間練習時間，團員眾志成城，短短時間學唱歌曲，背好歌詞，嚴志強

指揮更分別為各聲部錄製demo，溫明也錄製各聲部伴奏音樂，讓大家回家練
習；團員們也努力備戰，有的聲部每次練習時更提早回來練習，團員之間也

互相幫助，好人好事不少，香島精神在此表露無遺。最後成功進入複賽，可

見努力是有一定回報的。

7月31日應邀參演由荃灣葵青居民聯會主辦、荃灣區議會贊助，在荃灣大會
堂舉辦的「親親爹娘綜合晚會」，當晚除大合唱外，還有女聲小組唱。

挑戰在後頭！校友會合唱團真正的挑戰是9月7日由漢華中學校友會舉辦的
「慶祝65週年國慶 友會歌唱比賽2014」以及校友會在荃灣大會堂主辦的「慶祝香
島中學五十五週年會慶音樂會」。目前合唱團正在積極備戰參賽歌曲，待完成比

賽後才能開始練習音樂晚會的表演歌曲。這對我們合唱團來說是一項極大挑戰，

首先是有大部份團員是新加入不久的，有不少的歌曲還未唱過；另外，合唱團要和

民樂組合作表演，這是從來未有過的表演，希望參與演出的校友們加油啊！

參加慶回歸「我要上紅

館」合唱團比賽初賽

女聲小組

參加慶回歸「我要上紅館」合唱團比賽複賽

全體演出者合照 女高女低與伴奏溫明校友合影

萬綠叢中一點紅—指揮嚴志強與女團員們合照
參與親親爹娘演出

與音樂會當晚的指揮、伴奏合照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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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西岸我居住的城市——溫哥華。
今年這個城市的夏天特別熱，白天居然升到攝氏

33度，但來自美國鳳凰城的周璐菲卻不這麼想， 比起
她住那個城市只是一般。

為何又溫哥華、又周璐菲？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楊炳光早前去美國參加一個

校友的兒子畢業禮，順道聯絡了譚惠剛(21屆),  而因
他的關係也和周璐菲(22屆) 及她妹妹海倫(23屆)都聯
絡上，經楊炳光的邀約，他們便專程從三藩市、鳳凰
城、西雅圖到溫哥華參加我們這次活動，而成為我們
的貴賓。為何要強調〝專程〞二字，因他們各自有工
作，只能逗留三數天，便又要趕回家去繼續上班，好
難能可貴啊！

說回這次活動，氣溫雖然高，但我們舉辦的地
點是在鬧市中心一個佔地  86.4 公頃大的公園，公園
樹木婆娑，松鼠在當中穿梭遊玩，池塘裏當然少不了
有棲息、有暢泳的加拿大鵝。有大樹遮蔭氣溫降低不
少，但校友的熱情却非常高漲，出席的由第六屆到第
三十三屆，連家屬共五十六人出席。

校友們半年後
再見少不了寒喧一
番，互道近況，還交
流了不少保健心得和
預防病痛的健康飲
食。鬧哄哄中活動正
式開始了，康樂組首
先主持遊戲節目——
改錯字，每一組四

字詞都有一個錯字要更正，不要以為我們中文學校出
身，這只是小兒科玩意，要命的是似是而非騙到我
們，還好我們中文根基好，不辱母校之名，最終都能
在搶答、補答中全都過關。之後還有一個抽獎環節，
會長林玉英預備了兩份戶外用摺椅作為禮物，不知是
否巧合，被抽中的兩位校友他們都沒有自備椅子的，
領取了禮物正好派上用場。

十一時多開餐啦 ,  吃的雖不是山珍海味，志在聚
舊，食物已不是主題啦！

噢！忘記告訴你們，開餐前我們先影大合照，人
太多了你們能看得清誰是誰嗎？

餐後水果每年都是由 27 屆尹志強代購，我提議
他可否開個班，教我們怎樣才能選擇到清甜的西瓜
呢？

午後兩點多活動已經是尾聲啦，相互道別，許下
春節聚餐再見。保重呀各位！

林玉英會長頒獎

2 0 1 4  戶外活動  

後記： 這次活動搞手當然是幾位理事，但能事事順利，得心應手，就不能不為他們背後的另一半應記下一功！
    會長林玉英的另一半徐溢權是全天候司機，外出購買應用物品少不了他，將自已架賓士當貨車用，搬枱搬
櫈到活動場地，好幾年了他都和黃玉佳另一半陳偉棟去提取食物，因而這對老拍檔做起來甚有默契。而蔡
啟榮的另一半是香島新抱 Linda，則仔細地做了遊戲記分員。劉祿祺的另一半林小玲則幫忙電話聯絡校友
出席活動。還有第六屆黃麗萍學姐的另一半謝先生提供遊戲資料。還有還有，周海倫的另一半胡建城他發
揮了他的幽默感，為我們講了兩個笑話。

謝謝你們默默的支持，無言感激！

   在星加坡享受大自然   
「我來了星加坡26年才發現這裏原來有如此之大自然美景及多種生物！」陳玉瓊興奮地說。
四月一個星期日，旅星校友組團到星加坡的一個濕地公園。這個名叫桑街沼澤園，確實是見識多種熱帶沼澤地

動物的好地方，今次除了照片所見外，還有曬太陽的鱷魚、罕見的射手魚，
一隻手掌大，身上有三條縱向的粗黑斑條，很幸運還見它虎視眈眈地靜待樹
幹邊，突然咀中噴射出一條水柱，擊射樹幹上的目標昆蟲，興奮之下，居然
忘了拍照，可惜。

今次郊遊是余錦漢精心策劃安排，連中午吃飯的地點也是幽美花園式餐
室，既幽雅，又美味，餐後，參觀有機菜園及養魚場，滿載而歸。

另一次活動是在五月，陳怡帶隊遊覽一直更新中的星加坡植物園，走
過進化園（地球４億年之間的植物進化），觀賞葉植物園，
仙人掌園，雨林漫步，天鵝湖等等，沿途，陳美珊的兩名幼
童也為我們帶來不少笑聲。遊園結束，就拉隊去嘗試印度煎
餅，黃昏中享受咖喱夾燒餅，咖喱香味令人難忘。

兩次的活動，都有家眷參加，也是親子行動，很有意
思。參加者計有﹕余錦漢、陳怡，梁慶民、陳玉瓊、余錦
源、李婉薇、鍾炳堯伉儷、何家放、江美好、羅蕙君、陳浩
洲、彭潔瑩，陳美珊與丈夫及一雙小兒女。

星洲校友合照

  陳浩洲

 22屆 黃宛鈿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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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日(星期四)上午與鍾興琳老

師、崔遠波老師九龍城廣場好彩酒樓茶叙

敍

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上午

邀請老教工謝愛玲女士(陳植棻

老師遺孀)在上環蓮香樓茶叙

2014年7月15日(星期二)上午邀請胡海倫老師、鎮以和老師在彩福酒樓茶叙

廣 告

深切悼念
近期離世的校友有：

前教工虞澤甫、鍾瑤華；

7屆劉志活、胡虹；8屆張肇濠；22屆賴楚菲；
25屆張潔華；夜3陳潤添；夜6蘇銳祺；夜8衛國良。

謹向其家人致以慰問。

2 0 1 4  戶外活動  

  陳浩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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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探訪何卓儀老師想起……
　　你看，何卓儀老師的面容是何等燦爛，何等飽

滿，何等自信！老師多麼專注看着麗霞手機上的照

片，多麼用心聆聽共新說的養生之道，多麼興奮地和

家寶談天說地⋯⋯老師清楚地逐一說出對探訪她每一

個學生的印象，又神氣十足地講解自己編寫的自傳，

使我們敬佩不已！

　　三八婦女節那天，我班一行十一人，到了何老師

居住的護老中心探望她。看到老師，思緒難平，勾起

了四十多年前和我們上課、生活的片斷:她帶着少許沙
啞的聲音認真用心地講課，令慈祥的面龐露出一絲絲

青筋；她耐心教我們學習英語文法，教我們如何串熟

「revolutionary」這個很長的英文字；她慷慨無私地
為我們獻唱英文歌，娓娓動聽；她不辭勞苦地跑到九

龍、新界各區進行家訪，勞心勞力；她教我們做人的

道理，言傳身教，用心良苦⋯⋯一幕幕的回憶不斷浮

現在我們的眼前，香島教師的優良傳統也表露無遺。

老師的教誨和恩德，我們會常記在心中，終生受用。

但願老師身體健康，安享晚年！

　　隨 着母校六十八週年校慶之際，我們畢業已

四十三年了，同學們的情誼卻依然深厚。有同學離開

學校後進入了另一個嶄新的生活環境，同學們已逐一

香島中學第二十五屆中五戊班
邱振昌、江威揚、曾麗霞撰文   謝銳輝攝影

邱振昌

恨鐵何成鋼  貞忠建楝樑

嚴師本慈母  唯恐缺衣糧

言教卓半生  鬢花魚尾長

化雨儀春風  桃李報未涼

被關進他的記憶密室裏而漸漸遺忘了，但在去年某天

突然遇到我班同學，互相打量下，終於認出來了；有

同學改了電話，搬了屋，多年都不露面，幾經艱辛，

登門造訪，聯絡上了；也有同學移民

外國多年，每次回港都要和老同學共

聚，暢談天南地北，感情又進一步

了；在港的同學天天在群組裏無所

不談，各抒其懷，溝通又多了。偶

爾我們組織茶話會、行山活動也頗

受歡迎。

　　去年十一月初，在星加坡大學

任教的梁慶民同學回港渡假，我們

組織了一個餐會為他洗塵。十二

月初，我班舉行了登陸大典──

「一甲子壽宴聯歡」，二十多位

同學參加，未能參與盛會的同

學，也在WhatsApp裏同一時間
得到資訊。大家緬懷昔日情懷，

興奮雀躍，好不熱鬧！至今，我

們還為「香島校友基金會有限公

司」捐出了1400元，以表支持
校友會的心意。

　　好一個甲子啊！我們踏上

了另一個豐盛的人生歷程！

    探望何卓儀老師有感，同學
詩興大發，寫下兩首詩句，以

寄情懷。江威揚同學更以他剛

勁有力的書法，寫出心聲。

在此，和所有校友共勉。

與何老師茶叙

登陸大典

行山活動獵影
與回港渡假的梁慶民同學晚宴

到中山探訪招玉堅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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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中學3 3屆同學3 5週年聯歡聚會

 33屆校友在6月28日假廣東道道港景匯商場煌府婚宴專門店舉行畢業35週年聯歡餐會。當晚筵
開12席，其中同學佔了10席，2席是出席的老師，場面相當盛大。同學們相隔五年再聚，興奮之情溢
於言表，見到久違但神采依然的老師，更是激動非常，圍着老師們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個不停。籌委安

排的紀念品也極具心思，把在學時的不同相片整理並沖晒，每人一份，人人不同，讓大家記住那些年

的快樂事。大合照當然是少不免的指定動作，照完正校到埔分，到會中，照完中五的到初中的，甚至

到小學的，不同的配搭，熱鬧非常。

與黃澤光老師和師母合照

與梁國照老師合照

與正校老師合照

與埔分老師合照

與吳端源老師合照

與蘇樹恩老師合照

與陸有棠老師合照

出席的正校和埔分老師

譚國英老師抽中大獎，
iphone5一部

與陳紹綿老師合照

與譚國英老師合照

與陳紹綿老師合照

當晚的場面
9



（三）盤錦祭祀抗日烈士

甲午英魂耀碧空，墓前浩氣貫長虹。
鮮花一朵寬懷告，今日神州已不同。

此墓園為紀念甲午陸戰中英勇犧牲的將士而建。

（四）盤錦賞紅海灘

海面燃燒一片紅，猶如烈火趁東風。
我來漫步觀奇景，萬頃灘涂是堿蓬。

堿蓬是生長在鹹水灘涂上的一種紅色植物，約一呎多高，可以用來造
紙。每年五月至十月呈現火紅色，遠望如一大片火海，煞為可觀。

（五）參觀旅順軍港

青龍白虎鎖深灣，萬敵難攻一塹關。
重振軍威非好戰，只緣盜寇又回還。

軍港地處遼東半島西南端，黃海北岸。港口門向東南，東邊是雄偉的黃
金山，西側是巍峨的老鐵山，天然險要。出口處只有300米，實際上只
有91米寬的航道，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

楊老師：
　　您好！
　　偶然看到您的電子郵箱，所以就想和您聯繫，因為我總在思念在母校的日子、老師、同學，和我年青的時光。
　　也許您不記得我了，但我一直對母校香島中學心懷感恩，我在正校時的老師有：梁國照、吳端源、李思齊、周淑娟、麥思刈、莊立度、⋯⋯
我現在在法國了，工作還順利，也成了家⋯⋯
去年母校校慶的時候還寫了一首詩，現在發給您吧：

《七律•香島中學》
香江傳頌周年慶，三月和風燕語春。       島內龍門花吐豔，港灣母校景常新。
中州桃李滿天下，華夏良師比至親。       學子長思恩義重，遙吟贊表報鄉濱。

　　我在業餘時間時不時寫些詩文，發在華文報刊。如果我們的校友刊物需要稿件，如果有文章適合的話，也願意發表⋯⋯
　　還記得您以前曾經親手送我一份校刊的，每每回想起來，都感到溫馨。
　　另外想告悉您我早些年就在巴黎一間名校獲得了工業經濟學博士，該校位於拉丁區的盧森堡公園，屬於文物建築。您來的時候，我看
是否可帶您進入該學校參觀一下，好嗎？

祝您健康快樂！
　　盼望您百忙中抽時間回覆。

學生許韻詩上
2014.6.11於巴黎

甲午戰爭120周年歷史之旅 23屆 羅國生

被稱為「萬園之園」的清代皇家園林，可惜在1860年，園內價值連城的寶物被英法聯軍強盜搶掠一空，搬不走的就放火燒毀，現址只剩下一堆堆
頹垣敗瓦，實在令人傷感，更覺得祖國需要強大，政府不能腐敗。

2014年7月底至8月初參加了「香港校董學會」，「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中華百年系列活動籌委
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聯合舉辦的《甲午戰爭120周年歷史之旅》，參觀的地方有北京、盤錦、
大連、威海、青島等五大城市。成詩一束：

（六）臨江仙-----劉公島上弔英魂
島上硝煙猶未散，當年血雨腥風。

山河受踏鐵蹄中。同胞遭劫難，大地見殷紅。
威海波濤高百丈，將軍戰士皆忠。

保家衛國氣如虹。心香燃一炷，酹酒獻英雄。
甲午中日海戰，異常慘烈，我軍艦艇「致遠」號受創後，仍開足馬力撞
向日艦艇「吉野」號⋯⋯⋯⋯可惜再中魚雷致壯志未酬，以鄧世昌為首
的將士們永垂不朽。現在劉公島上建有紀念烈士墓園。

（七）蓬萊尋仙蹟

迢迢千里遠方來，訪勝登臨眼界開。
縹緲瓊樓觀景閣，巍峨水寨練兵臺。
雲蒸霞蔚招仙子，地傑人靈聚俊才。
堪笑東坡修行淺，機緣枉費到蓬萊。

相傳瀛洲、方丈與蓬萊均是神仙居住之所。因為傳說八仙曾在此渡海升
天，故此處亦取名蓬萊。景區內有八仙聚會的樓閣，山腳下海面有明朝
抗倭名將戚繼光訓練軍隊的水寨，宋代大詩人蘇東坡亦曾在此留下墨
寶，並有遇仙不識的傳說。

（一）甲午古今吟

歲逢甲午覺心傷，回望前朝惹恨長。
壯士拋頭殉國域，蠻倭舔血掠臺疆。
幸凴俊傑驅昏帝，繼有英雄逐惡狼。
商女琵琶應絕響，豈容夷虜再猖狂。

（二）參觀圓明園遺址有感

園林滿目盡瘡痍，
景致難能復舊時。
寄望朝中當政者，
前車可鑒莫如斯。

（八）棧橋遠眺

若似飛虹入海垓，橋橫半里有亭臺，
藍天碧水茫茫處，但見帆船割浪來。

棧橋是青島市地標，全長440米，寬8米，由岸邊延伸入海，原為碼頭，後改建為旅遊景點。

校友許韻詩給楊耀忠校長的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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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香島母校文憑成績

三校入大學名單

(截至2014年8月30日)

九龍塘香島文憑穩步前進
四大核心成績優異

1、核心科目成績優秀
香島學生一向中英兼擅，是次文憑試中文科合格

率達98 .6%，英文科合格率達97 .2%，遠高於全港；
另外，數學科合格率為97 .9%，通識科合格率更高達
100%。

 合格率 香島 全港

中國語文 98.6% 79.9%

英國語文 97.2% 78.4%

數學 97.9% 80.1%

通識 100% 87.3%

 2、整體表現出色
我校考獲5級或以上共148個，包括：13個5**、

3 9個 5 *、 9 6個 5級；考獲 4級或以上達 4 6 . 1 % (全港
33.2%)，整體合格率為98.3%(全港82.6%)。4級或以上
逾60%的科目共四科，包括：歷史、物理、生物、M2；
4級或以上逾40%的科目共五科，包括：中文、通識、數
學、地理、化學；八個科目合格率達100%，包括：通
識、物理、生物、化學、文學、世史、體育、M2。

考獲大學學位入學資格為64.1%(全港35.4%)，副學
位入學資格為95.9%(全港68.0%)。

天水圍香島

今年各科成績普遍都高於去年，在全部15科中，
優良率高於去年或保持不變者有11科，合格率高於去年
（或達100%）者有11科；合格率高於全港者有10科；
合格率達100%者，共有六科。

今年有七科首次取得5**或5*的成績，包括中文、英
文、數學M2、化學、文學、地理、物理，而通識及數學
(必修)雖過去兩年也有，但今年數量也大增，反映老師有
能力教出成績卓越的學生。因此，我校取得5**及5*的學
生人數，大幅增加至今年15人。

以個別學生而言，達3322基本入大要求的人數，比
去年有所提升（去年為15.7%），達五科合格的人數，
也比去年略有提升（去年為55.4%），且與全港數據相
差不算大，以我校收生水平比較，相信今年的增值，應
可維持在較高水平。

最佳學生的成績比去年有所提升，最佳兩位學生的
五科總分達25分，去年最佳者只有23分。

將軍澳香島

 本校學生在2014年中學文憑考試中取得優異成
績，其中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企財、生
物、化學、中史、經濟、地理、數學延伸單元一(M1)等
科目獲得5級或以上的佳績。

※※篇幅有限，尚有國內、海外升學、高級文

憑和副學士名單未能盡錄，敬請見諒，如想了解詳

情可去各校的網頁瀏覽。如有錯漏敬希指正※※

校友許韻詩給楊耀忠校長的電郵

香港大學

周金鴻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施星宇 工商管理學學士

吳嘉曦     理學士 黃子東 工商管理學學士

葉炅錡      工學學士 陳星諭 工商管理學學士

張永志 理學士

中文大學

蘇 晴 醫學 盧彥旭 專業會計學

陳家駿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 陳珊珊 專業會計學

鄧曉琳 教育學士 郭墨薰 中國語言及文學

黃如意 翻譯 陳俊傑 酒店及旅遊管理

陳佳妮 工程學 鄭智文 酒店及旅遊管理

謝志軒 工程學 何靜宜 當代中國研究

劉樂奇 理學 吳嘉浩 理學

蘇雨堂 理學 黃嘉穎 理學

黃力懿 歷史 鄭敏儀 護理學

黃睿恒 體育運動學

科技大學

余惠甜 理學院 馮靜雯 理學院

周怡雯 工學院 楊  君 工學院

高曉雯 工學院 卓尚仁 工學院

張志穎 理學院 郭昊添 工程學

理工大學

陳綽翔 服裝及紡織 鄭綽翹 國際航運及物流管理

張玉婷 服裝及紡織 梁穎欣 社會科學廣泛學科

查肇中 服裝及紡織 陳廣勁 物理治療學

浸會大學

鄧夢樂 理學院 李浩誠 理學院

周寶珊 中國研究 馮婷婷 中國研究

城市大學

何家安 商學院 譚嘉華 科學及工程學院

陳浩妍 人文社會科學院

嶺南大學

伍麒匡 文學士

公開大學

古祖慧 應用經濟 潘悅溪 應用經濟

董良廷 動畫及數碼特技 梁靜萱 語言研究與翻譯

許鎧婷 語言研究與翻譯 陳俊雄 專業會計

黃敏鈴 專業會計 林思盈 專業會計

鍾嘉慧 企業管治 任瑋銓 專業會計

許咏琦 環球商業及市場學 黃穎琪 攝影數碼藝術

蔡婉華 商業管理學 梁彩嬋 攝影數碼藝術

李羽果 商業管理學 盧浩蔚 政治及公共行政

張  泳 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 陳倩怡 商業管理學

教育學院

王曉欣 科學教育

樹仁大學

羅麗莎 社會學 許耀宗 歷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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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中學校友會 第26屆理事會正式成立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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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員 校 友
4×3.5吋 內頁 $300. $600.

查詢：2381 7262

香島校友合唱團招收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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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塘桃源街香島中學小禮堂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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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17262陳小姐。

校友會粵曲唱藝班招生
導    師：朱月雲老師(子喉)  陳滿老師(平喉) 
樂    師：陳家維
內    容：唱功技巧、演繹技巧、聲線運用、名曲實習
開班時間：逢星期一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假期除外)
地    點：上海街638號五樓 本會會所
費    用：會員$440. 非會員$680 (8堂費用)
報名熱線：2381 7262

請各位校友踴躍參加！

第十二屆「日新盃」籃球友誼賽
日期：2014年11月23、30以及12月7日（星期日）
地點：九龍塘香島中學室外籃球場

報名費用：每隊$100.
比賽組別：男子組

    甲組：1972年或以前
    乙組：1973年或以後
    女子組不限年齡
獎項：各組別設冠、亞、季軍      
對象： 全體校友，惟所有隊員必須是合格會員。每隊只

限兩名贊助會員；每隊只限12人。
　　　合格會員指永久會員，或14-15年度普通會員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月4日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

蛇宴聯歡
　　又到金風送爽，東籬菊秀，大澤蛇肥，及時進補的時

節了。本會歷年舉辦蛇宴聯歡聚餐，深得不少校友及家屬

歡迎，今年將一如既往，再接再厲，有興趣的校友，為免

向隅，請儘快致電本會2381 7262購券。有關詳情如下：

日期：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中業校友會

時間：晚上七時半 

費用：每席HK$1,920. 每位HK$165.(暫定)

席數：16圍

查詢：23817262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如有更改，將另行通知

大閘蟹宴
　　自2002年開始，香島校友會為校友、會友提供大閘
蟹訂購服務以及大閘蟹宴，備受稱許，口碑推崇。

　　良朋知己相約聚舊，持螯把酒言歡正是好時令。今

年，校友會與旺角維景酒店合作推出大閘蟹宴，有關詳

情如下：

供應日期：2014年10月1日-11月30日
時間：晚上7:15入席，7:30開席。逾時不候
地點：旺角荔枝角道22號維景酒店 荔軒
　　  （港鐵太子站C2出口）
費用：每席HK$3,880. (每席12人，大小同價) (暫定)
　　　以一席為單位，不設個人散票

訂購辦法：1. 致電校友會23817262定席，確定後費用如
數存入本會中銀戶口030-552-0-0090256 
香島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把入數紙傳真

至23977296或寄回校友會作實。
         　　 2.直接上校友會訂購
         　　 3.請提早三天前預定

如有更改，將另行通知

香島校友民樂組消息
　　香島校友民樂組在葉敢新校友大力支持下，陸續有校

友響應，回來一起練習，喜愛民樂的老中青校友共聚一

堂。我們在此呼籲：各位昔日民樂組的校友，熱烈歡迎你

們的回歸！有意重拾民樂之樂的你，可來電23817262與
校友會陳小姐或張小姐聯絡。民樂團暫時安排每月首個星

期日練習一次，時間由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地點在九

龍塘香島中學小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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