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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非 賣 品

慶祝香島中學69週年校慶暨
校友會56週年會慶聯歡餐會

日期：2015年4月2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七時半

地點：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4樓 名都酒樓

費用：$300. 每券壹人 每席$3, 600.(十二人)

內容：1. 抽獎助興；

        2. 頒發2014年度校友及校友子女獎助學金；

        3.  同時為中學第9、19舊、19新、29、39、

49、59、夜7慶祝畢業60、5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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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祝福各位師友新春大吉、萬事如意！

二零一五年的到來，給予我們辦好各方面工作，特別是青年工作大好機

遇之年。而羊年的到來，更給予我們一個除舊迎新、推陳出新的好兆年頭！

在過去一屆理事團隊的默默努力的工作基礎上，新一屆理事會(第26屆)

剛剛成立，全體成員將繼續以發展年青校友工作為己任、關愛年長校友、維

繫中年校友都都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工作。

為了更好地做好各項工作，我們將在原有的架構基礎上建立一個更完善的理事會系統；並充分發揮校友

會總會與各分會包括將軍澳香島中學分會、天水圍香島中學分會、香島專科學校分會及香島大專同學會的溝

通、交流及協作關係及團隊整合力；同時繼續與京、廣、美、加、歐等海外校友分會的緊密聯繫。

在新春的喜慶日子，我們在回顧及懷念前輩及先輩為祖國發展貢獻事蹟的同時，更要全面

關注香港地區及祖國下一代如何能更好地健康茁莊成長。我們必須以身作則，帶領他們深入

全面認識國家發展及未來的發展機遇。

　　我們將繼承師長教導，銘記「歌唱祖國」，站在「獅子山下」繼續全力推動愛國愛港事

業，關心支持母校愛國教育的發展：為香港地區和諧安定、國家的未來興旺發展

     作出奉獻！

新春獻詞

呼  籲
第9、19舊、19新、29、39、49、

59、夜7屆各位聯絡員，請動員組織自己

屆校友，準備出席4月2日晚在金鐘道95號

統一中心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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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33屆張明東校友設計

主席：殷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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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友誼盃籃球賽

男甲

冠軍：老友鬼鬼  
亞軍：老友記  
季軍：快樂黃蜂

男乙

冠軍：MOWER  
亞軍：直島農業   
季軍：FREEMAN

女子

冠軍：群星  
亞軍：樂神  
季軍：AMAZING FAIRY

11月30日校友會為音樂會舉行慶功宴，多
謝台前幕後的所有參與人員。活動得到名譽

會長毛浩輯校友的贊助，席設金龍酒家，筵

開八席。歡聲笑語加上悅耳歌聲，與會者渡

過了輕鬆愉快的一晚。

名譽會長鄧德濂贈送紀念品
給溫聯華校友、嚴志強校友

名譽會長周華焯贈送紀念品
給葉敢新校友、溫明校友

名譽會長毛浩輯贈送紀念品
給李國材校友、黎漢明校友

合唱團男聲合照合唱團女聲合照

民樂團部份成員合照

殷浩然主席贈送紀念
品給合唱團、民樂團

利是封掛飾工作坊
1月13日（星期二）下午2:30至4:30十多位校
友齊集在校友會會所學習製作利是封掛飾，可於新

春裝飾家居，增添過年氣氛。這是校友會第二次得

到旅英23屆陳秋蘭校友的義務相助。在陳大姐的耐
心教導下，每人都能完成自己的作品，各具特色。

大合照 專心學習

友誼盃籃球賽繼續在周華焯、毛浩輯兩位名譽會長的贊助下，於2014年11月23和12月7日假天水圍香島中學
室外場舉行第一屆籃球賽，賽事精彩，緊張，兩天賽事的頒獎嘉賓有名譽會長周華焯、毛浩輯、李光明副主席、

何思行理事、曾曉靜理事、天水圍分會主席曾大、天水圍分會幹事伍天祐以及天水圍分會幹事黎振雄。

賽果如下：

慶祝香島中學校友會

55週年會慶音樂會

慶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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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2014年

加入永久會員的校友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20 林允成 14專科 李麗妍 李俊霆 孫嘉雯 周金鴻 鄭得然 孫文龍 劉芷羚 范竣然 徐嘉玲

20中途 陳玉貞 14專科 李倩妍 梁頌賢 司徒家汝 陳展博 周凱洋 唐港彬 羅麗雅 何樂其 陳志銘

21 陳婉瑜 14專科 曾杞澤 李羽果 譚小娟 陳俊雄 朱富輝 謝晉傑 羅美潔 郭汶諾 張凱晴

21 黃佩顯 14專科 劉澤堅 劉俊達 黃鳳瑩 陳雋朗 鍾志華 徐梓傑 文杏明 郭倩彤 張美婷

22 梁鈺萍 14專科 吳嘉浚 盧彥旭 楊沅桐 陳家駿 鍾哲城 黃境浩 彭穎彤 黎芷晴 蔡浚傑

22 劉小稜 14專科 鄧卓民 潘梓杰 葉泳敏 陳廣智 熊智鑫 胡竣渝 杜芷瑩 林鏗龍 莊穎寧

23 羅煒璧 14專科 吳  榕 蘇慈傑 查肇中 鄭智航 郭昊添 陳睿孜 張志穎 劉加琦 何文軒

23 何穎超 14專科 梁榮健 黃福鑾 陳廣勁 何嘉煒 黎永康 張雅芝 陳樂雯 劉俊傑 許月儀

23中途 方曉嵐 14專科 吳華維 黃灝謙 章啟添 關偉倫 黎日健 范如玥 陳珊珊 劉珈懿 江智鋒

25 何淑英 14專科 劉文彬 陳祉彤 卓尚仁 劉雪武 劉嘉明 黎曉君 陳星諭 梁立賢 鄺展烽

27 潘偉雄 14專科 謝可為 陳蕙瑩 劉天龍 李嘉俊 羅卓軒 林小美 徐啟彤 李文鳳 林詩音

27 曾夢麗 14專科 張祖銘 張芷昕 梁賢輝 李成裕 李廷汧 羅思羽 方靜嵐 林錠佳 劉寶欣

27 黃佩儀 14專科 黎春嬌 古祖慧 廖偉超 梁凱傑 李俊瑋 李普維 傅卓穎 廖天佑 李嘉怡

30 蔡啟榮 14專科 陳育昌 何建嫻 謝志軒 盧豪生 梁鎮雄 凌鈞蕙 許卓熙 盧家瀚 梁仲瑜

31 林玉鳳 14專科 黎焯然 許鎧婷 董良廷 馬俊宏 梁家熙 羅倩婷 許耀宗 莫穎琛 盧嘉恩

31 林清華 14專科 嚴珈俊 關凱彤 黃嘉穎 伍麒匡 盧浩蔚 湯卓瑤 鄺穎淇 蘇子健 麥智棟

31 周建容 14專科 鄭健明 劉智欣 黃子東 吳務本 文亦康 曾嘉敏 黎家恩 蘇穎淇 吳俊彥

31 尹碧芳 14專科 陳啟峯 李寶喜 吳嘉浩 黃偉東 譚家傑 曾嘉寶 黎沛雯 黃振邦 吳思慧

32 周潔華 14專科 鄧玉兒 李紫昕 葉炅錡 楊  君 鄧文龍 王子琪 林文杰 黃暉淘 潘麒元

32 吳蘇球 14專科 田  燚 謝芷珩 鄭澎鵬 歐詩韻 黃嘉洛 王子蓉 梁偉倫 楊加進 潘柏匡

35 劉少芬 14專科 陳小婷 黃愷晴 陳倩怡 陳嘉敏 任瑋銓 葉芷晴 李鉅鈞 陳宛儀 邱旭堯

35中途 曾麗珍 14專科 陶政妍 黃文麗 鄭綽翹 陳佳妮 蔡頌茵 鍾煒正 陸曉嘉 鄭恬儀 蘇海鈴

36 馬永基 14專科 陳  美 鍾嘉慧 卓曉慧 鄭智文 何鎮嵐 PAUL 馬愛珊 張芯瑜 蘇  濤

43 林毅杰 14專科 陳德林 朱  琳 周怡雯 趙芊藯 何雅文 江俊毅 譚家瑤 張峻峰 曾子豪

43 章  輝 14專科 林上鑫 卓泳杏 蔡宛彤 蔡穎賢 林思盈 郭善維 譚善謙 張逸麟 謝美欣

52 黃海珊 14專科 伍琪俊 陳鴻德 鄧曉琳 朱銘琪 劉銘鎔 林展弘 曾梓盈 周敬傑 熊亮東

63 朱健鋒 14專科 屈淩俊 陳恩杰 馮靜雯 馮婷婷 梁秋儀 劉漢賢 謝揮 霍鐘文 楊嘉恩

67 劉家綸 14專科 李駿佳 陳二丰 黃綺清 高曉雯 謝嘉文 李浩誠 蔡詠欣 馮曉濤 楊欽瑋

67 周冠豪 14專科 霍啟峰 張梓峰 黃如意 郭墨薰 曹珈瑋 單俊鋒 溫浩生 關銅生 歐陽振昇

夜2 陳瑞英 14專科 李桂虹 程志健 孔善瑩 何靜宜 邱紫茵 杜偉康 王曉欣 許遵偉 周歷奇

夜2 翟佳華 14專科 李佳聰 黃錦胜 林可炘 胡可怡 楊曉嵐 湯馥駿 黃力懿 許嘉真 方子盈

夜2 丁愛珍 14專科 袁越澤 黃銘建 梁靜萱 黃海倫 陳璟蔚 黃皓熙 黃銘城 甘梓朗 簡彥汶

夜8 史德志 14專科 葉偉峰 劉樂奇 梁彩嬋 羅麗莎 陳泰儒 葉偉迪 黃琬淋 黎天豪 辜庭豐

夜8 陳  志 以下為68屆 梁華熙 梁穎欣 李丹紅 陳胤全 陳曉薏 黃睿恒 李頌賢 林恒宇

夜9 羅群卿 陳祖光 譚浩天 李荔雲 李展梅 周奇鋮 陳嘉愉 楊景麟 黎嘉安 梁浩維

夜9中途 陳蔚妍 陳俊傑 譚文達 吳嘉曦 盧芷瑩 周珀瑜 車穎琳 楊易山 盧文俊 陸泳霖

預18 趙偉儀 陳詣梆 楊智俊 蘇  晴 呂穎玉 詹繼忠 陳浩妍 張永志 呂嘉豪 潘澤豪

預18 盧學儀 陳禹成 余梓謙 蔡婉華 潘悅溪 簡俊朗 鄭家賢 陳文 馬燕冬 譚葦諾

預30 鍾劍裕 莊偉雄 周家名 黃敏鈴 施星宇 劉正傑 鄭敏儀 陳昊榆 麥綽盈 曾昫璁

預33 王力恒 周啟冲 陳綽羚 黃穎祺 譚嘉華 劉浩賓 張敬雯 陳樂詩 伍君燁 謝豐駿

預37 李安娜 鍾永健 傅志芬 許咏琦 鄧夢樂 梁梓軒 張  泳 張家勁 吳韋江 徐家威

中途 簡玉雲 何家安 何惠芬 甄嘉宝 黃芷穎 吳浩全 侯靖儒 蔡嘉軒 魏銘熹 王佳迪

中途 陳玉愛 何肇康 李嘉雯 余惠甜 王潁琪 吳宇星 洪滿龍 蔡栢恒 尹詠鈞 黃俊華

14專科 吳俊賢 高  僑 麥雪琪 袁嘉希 周寶珊 蕭名揚 林穎彤 朱文樂 黃頌軒 黃志穎

14專科 歐補華 江錦豪 吳迎欣 張玉婷 鄭進然 蘇雨堂 劉曉彤 朱煒婷 黃君耀

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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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姆斯特丹印象（荷蘭）

荷都甚似運河鄉，水道縱橫短接長。
遊艇穿梭城內過，沿途多是舊樓房。

（二）遊羅騰堡（德國）
在十三世紀建成，曾獲羅馬帝國劃分為自由城市，

貿易活動非常蓬勃，後因新舊宗教戰爭而沒落，現發展旅

遊，又重新興旺起來。

戰爭遺下石城牆，窄巷斜街老教堂。
昔日殘房新店舖，舊時市集又興昌。

（三）緣慳新天鵝堡（奧地利）
此堡是根據德國最具藝術氣質及建築天份的國王‘盧

德維希二世’的夢想而建，他曾想建一座童話中的白雪公

主居住的地方，因此城堡建在懸崖峭壁的山崗上，可惜我

們遇上大霧天，未能一睹城堡真面目。

富森高地霧連天，欲訪名城未有緣。
雖說巍峨兼壯麗，祇能遙歎彼崖邊。

（四）威尼斯攬勝（意大利）
著名水鄉，共有201個島嶼結合而成，島與島之間以

橋相連，遊客多乘坐小艇‘貢多拉’遊覽城內風光。

意國水雲鄉，聲名世界傳。
橋樑連島嶼，街道矗城牆。
麗日藍天掛，輕舟碧海航。
千年瞭望塔，昂首證滄桑。

（五）從奧入意途中
是時已是冬季，但山坡上的小草仍是綠油油，令人心

曠神怡。

初冬草地綠油油，如畫風光入眼眸。
小屋山前疏落佈，桃源夢境此中求。

（六）參觀茱麗葉故居感懷 

（意大利維羅納）

結局難圓滿，姻緣未到時。
英臺山伯錯，麗葉密歐遲。
中國悲情史，西洋苦戀詩。
鴛鴦能好合，貴在兩心知。

（七）登鐵力士峰（瑞士）
此峰海拔3041公尺，乘換三次不同種類的吊車才上到

山頂，山頂氣溫是零下4度，白茫茫一片銀色世界，往下望
山腳，真如杜工部所云‘一覽眾山小’之感。

三輪索道上蒼穹，腳下塵寰隱約空。
一覽群山皆渺小，心懷仿與杜公同。

（八）黃昏遊塞納河（法國）
塞納河流經巴黎市中心，黃昏時乘坐大型觀光船遊

河，一覽巴黎市景色。

沿河十里看巴黎，車隊人流亂眼迷。
燈火高懸光照處，艾菲鐵塔與天齊。

（九）參觀凡爾賽宮（法國）
此乃歐洲最宏偉、最輝煌、最美麗的皇家花園，在17

世紀路易皇朝所建，宮內有豪華瑰麗的鏡廳，供皇室應酬聚

會，宮外有遼闊的花園，供皇室騎馬打獵。可惜時間短促，

未能全覽整座皇宮。

凡宮內外見奢華，路易皇朝顯赫家。
油畫浮雕多不盡，庭園遼闊遠觀花。

（十）參觀羅浮宮（法國）
原是皇宮，現乃世界上最壯麗的藝術博物館，館內收

藏着最有名的油畫‘蒙娜麗莎’，又有最負盛名的雕塑‘有

翼勝利女神像’和‘米羅的維納斯’。其他美麗的油畫和雕

像多不勝數，令人目不暇給，今次亦祇能走馬看花了。

羅宮陳列盡奇珍，名畫傳神塑像真。
維納身材風韻美，麗莎微笑最迷人。

2014年月11月底至12月初，與友人一起遊覽歐洲六國，旅程包括了荷蘭、奧地利、德國、
瑞士、意大利和法國，成詩一束：

前排左三為精神爽利的鹿sir

18屆校友賀鹿祥鈞老師九十大壽

歐洲六國之旅 23 屆  羅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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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大專同學聯會每年的

第一日都會組織晨光

第一線活動，迎接每

年的第一道晨光。在1
月1日凌晨兩點半由馬
鞍山港鐵站出發，今

年的目的地是馬鞍山

昂平，約七點迎接了

今年的第一個日出。

2014年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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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新校友和33屆無名氏校友
各出1000元和1500元抽獎，多
謝他們的熱心支持。中業校友會

即席送上健康又美味的椰棗，令

活動更添歡樂氣氛。

蛇宴聯歡

徐月華理事頒獎給幸運兒

黃建新家屬代表頒獎給幸運兒

危志光常理頒獎給幸運兒

33屆代表李志釗頒獎給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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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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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憑香島中學校友會永久和年度會員証前往旺角豋打

士街35C地下A舖錦興隆海產，特價貨品除外，一
律九折優惠。

第十二屆「會慶盃」羽毛球賽 

日期：2015年5月17、24日（星期日）
地點：將軍澳香島中學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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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或以前出生)
　　　乙組(1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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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雙打$60.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  
截止報名日期：4月30日

香島校友合唱團招收團員

招收各聲部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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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屆「回歸盃」

乒乓球邀請賽
日期：2015年6月21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30至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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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星期六）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

早屆校友茶敍(1-23屆)

日期：2015年6月22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0:30至下午1:00
地點：聯邦皇宮

　　　油麻地彌敦道363-373號(逸東酒店對面)
費用：每位120元(大小同價)
截止報名日期：2015年6月1日(星期一)
交費辦法：請各屆聯絡員負責收妥餐費後存入早屆

         中國銀行之戶口：012-561-1008-9191
               “陳德穆&周成峰&潘玉妹&施若男“。
                 請保留銀行入數紙。

搬 新 屋 賀一賀

更改地址 記得做
    校友會每期寄出會訊後，都會收回一大批因搬遷
而被退回的會訊，這樣不但無法將最新的資訊傳送

給校友，難以維持彼此的聯繫，更甚的是浪費了校

友會的資源。故此，提醒各位校友，在喬遷之時，

不要忘記將新地址通知本會，以讓本會可以準時寄

上會訊，多謝合作！

提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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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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