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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非 賣 品

　　2006年，我們香島人熱烈地慶祝了母校六十週年的校慶。轉眼間，十年光景過去了，我們即將迎來母校70週年校慶。為了隆

重慶祝此喜慶日子，特由多位教師、校友、家長等組成「慶祝香島中學七十週年校慶籌委會」，籌備一系列慶祝活動。籌委會由香

島教育機構楊耀忠教育發展總監擔任主席，香島教育機構葉燕平行政總監、香島中學黃頌良校長、天水圍香島吳容輝校長、將軍澳

香島鄧飛校長、香島專科學校羅永祥校長、香島校友會主席殷浩然校友擔任副主席，並分別領導各部門開展工作。大會並聘請多位

各屆校友擔任顧問。經過籌委會會議商議，初步擬定了以下慶祝計劃：

一. 2016年4月3日   校友教師慶祝香島中學七十週年校慶聯歡餐會

二. 2016年4月11日  校友會主辦火紅的年代音樂會

三. 2016年5月3日   學校主辦樂韻悠揚香島情音樂會

四. 出版70週年校慶紀念特刊；在報章上宣傳校慶活動

五. 各單位師生系列慶典活動：

日期 單位 活動 日期 單位 活動

2015.11.28 將軍澳香島 全港小學智能機械人邀請賽 2015.11.29 天水圍香島
70週年校慶暨建校15週年典禮、
開放日

2015.12.5、6 將軍澳香島 小學籃球邀請賽 2015.12.6、13 香島校友會 第二屆「友誼盃」籃球賽

2015.12.12 將軍澳香島 全港小學數學大比拼暨遊戲日 2015.12.17-20 天水圍香島 視藝展

2015.12.21. 天水圍香島 音樂日 2016.1.29 香島中學 家長新春盆菜宴

2016.2.26 香島中學 近屆校友盆菜宴 2016.2.27 香島校友會 新春團拜

2016.3.6 香島校友會 新春一天遊 2016.3.5 香島中學 正校師生步行籌款

2016.3.5 將軍澳香島 小學通識菁英邀請賽 2016.3.12 將軍澳香島 小學創意英文作文比賽

2016.3.18 香島中學
70週年校慶預祝會暨校舍工程
竣工儀式

2016.3.18-20 香島中學 70週年校慶開放日暨系列比賽

2016.4 天水圍香島 校友盆菜宴 2016.4.3 全部單位 70週年校慶聯歡餐會
2016.4.8-9 將軍澳香島 70週年校慶開放日 2016.4.11 香島校友會 火紅的年代音樂會

2016.5.1 天水圍香島 香島盃跳繩比賽 2016.5.3 香島中學 樂韻悠揚香島情音樂會

2016.5.15、22 香島校友會 羽毛球賽 2016.6.12 香島校友會 回歸盃乒乓球賽

2016.6.25-26 將軍澳香島 回歸盃小學乒乓球邀請賽 2016.6.25 天水圍香島 小學資優營

2016.6.30 天水圍香島 校慶暨回歸匯演 2016.7.2-3 將軍澳香島 回歸盃中學乒乓球邀請賽

4月3日「慶祝香島中學七十週年校慶聯歡餐會」、4月11日「火紅的年代—慶祝母校七十週年校慶音樂會」、5月3日「樂韻悠揚香島

情—慶祝香島中學七十週校慶音樂會」等大型活動預計參與人數過千，懇請各校友儘早向自己所屬屆別的聯絡員報名參加，同時請各屆

聯絡員儘早向校友會預留文藝晚會入場券或購買餐會餐券。

歡迎各校友踴躍出席各項活動！在此呼籲校友們能夠贊助餐會獎品或禮金。若還有甚麼更好的建議或問題，歡迎大家來函、來電提出。

慶祝香島母校七十週年校慶活動

日期：二零壹六年四月三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七時正

地點：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5樓大會堂
費用：每劵600元(每劵壹人)

慶祝香島中學七十週年校慶
聯 歡 聚 餐

是晚會上將頒發2016年校友及校友子女獎學金、祝賀
畢業周年紀念的屆別校友、抽獎等多項活動。

請向屆聯絡員或校友會購買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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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
本會名譽會長司徒宏校友獲亞洲知識管理學院頒發榮譽博士

熱烈祝賀
　　2015年區議會選舉結果塵埃落定，選民們用他們手上一票投給心目中的真心實幹的區議員。今屆
我們共有16位香島兒女參選，有9位順利當選，全部成功連任。無論當選與否，也希望我們香島兒女在
自己崗位上繼續發揮作用，務實工作，盡心盡力為香港市民服務，爭取市民的認同和支持，為香港的地

區事務多作貢獻。

深水埗南昌中 劉佩玉 預科36屆 九龍城愛俊 左匯雄 53屆
九龍城愛民 吳奮金 45屆 黃大仙彩虹 莫健榮 預科35屆
屯門景興 陳有海 夜9屆 屯門建生 陳文華 中途27屆
沙田愉城 梁家輝 54屆 沙田大圍 董健莉 54屆
葵青長安 羅競成 31屆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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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2015年加入永久會員的校友熱烈祝賀
本會名譽會長司徒宏校友獲亞洲知識管理學院頒發榮譽博士

熱烈祝賀

屆別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20 鄭勁(露莎) 何寶安 刁廉峰 陳琬穎 周劻蔚 林傲雪 任明謙 梁凱竣
24中途 陸文娟 江嘉鋒 王禹澎 陳宝玲 張智聰 羅思羽 楊景麟 梁嘉軒
24中途 鄧耀炳 江錦豪 王麒量 陳文婷 蔡景樂 李慈蓮 葉晨曦 梁詠峰
31 尹碧芳 梁軒政 吳錕釩 馮育楹 莊文朗 梁思琪 饒嘉希 李先鑫
31 盧菊芳 梁世康 許偉康 黃少柔 許力衡 李敏華 陳林詩 萬睎雯
31中途 周君柱 盧俊鋒 余錦森 郭烺圻 楊秋峰 李宛蔚 蔡耀東 白皓颺
32 周燕秋 潘躍龍 陳思琳 林晓慧 梁駿洛 劉曉彤 朱勛挺 蘇煒琦
64 蔡智霖 杜嘉豪 陳得自 劉凱莉 李鉅杰 羅華欣 鍾卓君 謝浩逸
預21 鍾路荊 黃晉培 陳琬滢 李小喬 羅嘉昇 吳亦婷 鍾俊偉 黃淑恩
09專科 曾志濤 黃家裕 周琬瑩 梁筑鈞 馬凱煒 戴詠儀 樊浩然 黃芷菱
15專科 何鎮邦 黃廸暉 陳穎琪 李天話 伍晞麐 溫寶欣 高靜雯 黃慧茵
15專科 陳崇文 陳灝峰 張瑩瑩 李穎瑤 孫家俊 林家穎 何鴻英 陳明輝
15專科 林亦翹 張鑫 鍾銀燕 陸靜欣 孫逸勤 陳子聰 黎昆諺 陳偉才
15專科 鄭智冰 陳家儀 何雅欣 饒灝嵐 鄧　朗 陳雋文 梁尹俊 陳映婷
15專科 邱佩姿 陳梓婷 洪嘉欣 譚詠彤 黃嘉豪 陳啓聰 盧彬彬 陳玥彤
15專科 梁劉軒 曹嘉怡 金嘉莉 王潁琪 葉子軒 陳迪豪 盧蘊怡 張羽聰
15專科 秦楚峰 方嘉欣 李穎甄 許鴻鴻 陳曉婷 陳宇航 陸康特 蔡嘉熙
15專科 陳添輝 黃敏儀 梁紫妍 楊嘉欣 張思敏 張藹瑤 駱堯城 莊穎薇
15專科 梁曉雯 許嘉雯 譚小婷 陳希倬 劉佩琳 植裕康 潘芍琳 關仲勛
15專科 方詠怡 甘子燕 湯樂晴 陳銘賢 梁嘉雯 蔡嘉希 潘棟良 林嘉儀
15專科 曾憲文 林小莎 王澤英 張文杰 梁琬晴 周頌雯 蕭鎮邦 劉婕儀
15專科 陸雪瑩 李浩欣 黃芷欣 張浚賢 麥杞焄 刁志豪 蕭詠嘉 劉梓林
15專科 劉子瑩 李家琪 吳梦菲 朱泳豪 麥樂焄 范栢朗 譚梓聰 梁仲瑜
15專科 梁慧明 李詩婷 楊思綺 馮雋永 麥婉渟 沙　高 曾子嫣 梁競文
15專科 楊書裕 李穎欣 張洛施 林駿瑋 鄧英敏 黎家希 王本佑 李　靈
15專科 魏郭仁 劉嘉儀 陳柏安 劉鈺賢 徐婷婷 林焯怡 黃偉廉 盧詠心
以下為69屆 羅小曼 陳綽鋒 梁晉熹 黃敏睿 林家兆 黃婉婷 劉高智
梁景安 張靖祺 陸婉婷 陳俊銘 吳家偉 胡楚茵 劉晁齊 葉凱浚 羅卓爾
陳二丰 鍾鎧澄 吳嘉莉 陳嘉明 伍尚謙 余淑筠 梁淑君 葉栢堅 巫震浩
張健輝 馮嘉賢 張鈞琳 陳君浩 鄧智鍵 張浩靖 梁慧恩 翁日如 潘美欣
符樹培 華素琳 鮑羅 陳錦荣 徐浩源 盧英朗 梁沅亭 區煜琳 潘柏匡
柯衎元 林媛媛 陳金麟 蔡偉杰 陳楚宜 鄧煒勳 李文浩 陳志鍵 施鴻錕
江林桐 柳　滢 陳梓鋒 朱正喬 陳雁翎 黃旭暉 羅智豐 陳澔生 冼嘉俊
李家康 李曉雯 鄧志友 鍾日華 陳雪鈴 胡竣皓 麥濬思 陳美玲 蘇樂桁
羅淇文 李穎儀 何卓隆 何　俊 張思雅 楊亞東 吳嘉灝 仇浩然 蘇　志
吳以聰 盧泳嫦 關海鵬 林　澔 何潔盈 陳欣欣 顏正儀 周偉杰 司徒瑞榮
蕭展忠 吳穎欣 李曉斌 羅景天 高綺靜 周佩珊 柯皓文 蔡志明 杜欣欣
譚文達 漆昱辰 林沛岳 李樂恒 郭葦晴 鄭燁華 宋璟豐 莊子聰 黃健翔
謝鎧徽 譚曉琪 駱嘉楹 盧銘澤 林坊堯 張嘉韻 謝柏川 范竣然 王奕雯
任潭峰 黃思雅 陸耀昌 盧建森 劉美如 霍麗琴 徐㛄藍 何栢鏗 吳巧雯
姚嘉輝 黃蔚喬 羅楚彬 蕭俊滔 羅仲欣 方凱程 黃昭穎 許凱彤 胡倩敏
陳嘉雯 章　琦 顏浩剛 曾民凱 倪卓欣 何善鎔 黃希嵐 郭錦鴻 謝浩鳴
陳慧桐 陳浩添 盛　天 魏頌達 區翠儀 韓展愉 黃紀銣 鄺鉦鴻 甄祐賢
陳詠芊 陳毓灝 戴　堃 黃勤賢 鄧茜敏 洪滿龍 黃銘城 李卓言 翁梓軒

卓庚瑤 陳逸飛 湯于逸 陳從菲 葉詠詩 郭昕媛 黃達野 李國彰 關仲勛

截至2015年11月，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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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島同班讀書時，我是成思危的好友之一。幾十年

來我所了解的成思危，最令我敬佩的是貫穿他一生的愛國情

懷。

正如校歌所寫，香島像一個熔爐，香島又像一個大家

庭。當時我們一班同學在香島一邊讀書，一邊探討真理，建

立愛國的人生觀。那時成思危已十分熱愛科學，醉心化學。

他的家境比較富裕，在牛池灣擁有一座別墅式住宅，專門

闢出一間面積不小的化學實驗室供成思危使用。那時，我們

有幾位同學在課餘會到他家裏做化學實驗，他的實驗成果常

令我們感到驚奇。我相信他有一個化學夢，期待中學畢業後

進入高等學府，學習高深的化學專門技術，為新中國建設服

務。

1951年，我們唸高中二年級，那時新中國初建，國家

各項工作需要大批幹部。就在高二下學期完結時，國家號召

在港青年學生回內地升學，準備參加祖國的建設。當時，成

思危積極響應，立即收拾行裝回廣州南方大學讀書(一所專

門速成訓練幹部的革命學校)，進行學習和接受訓練。他有

一顆火紅的報國心，縱然舒適的家庭生活誠美好，深植腦海

的化學夢價更高，但想到祖國建設的需要，成思危就做到這

兩者皆可拋。這是何等高尚的愛國情懷，能不令人肅然起

敬！

他在南方大學接受了短期的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後，

就被派到廣東省總工會工作，過着供給制的生活待遇。後來

他回憶說：「我51年回到廣州時，生活還是比較艱苦的，

但當時卻引以為榮，引以為樂。……我當時那種樂觀的精神

雖然不成熟，但卻是富有理想的獻身精神……」。他所說的

「當時」其實才只有16至17歲。

不久，國家開展第一個五年計劃，需要大量具有專門

技術知識的人才。鑑於成思危的條件，他獲保送到華南工學

院攻讀化工系，自此，他又恢復了曾中斷過的化學夢。1956
年在華南工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化工系統工作，從此一直

從事無機化工方面的科學技術工作，經過二十多年辛勤的工

作，刻苦的鑽研，他在這一專業中成了出色的專家，但他只

謙虛地說：「在我這一專業中還算略有些名氣」。成思危為

祖國建設事業付出的努力和成就，又正是高尚的愛國情懷的

體現。

即使是這樣一個優秀的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逃不

過那班鬥爭狂徒的衝擊，質疑他「自願拋棄香港那樣好的生

活條件而回國來，必定是別有用心」，因而對他展開了大量

的審查，當然，最後是什麼也查不出來，他仍然得到信任和

重用。

1979年成思危奉派去美國考察了三個月，回來後他寫

信告訴我：「深感到中美差距之大，要使我國十億人口達

到美國人民今天的平均生活水平，恐怕至少需要兩代人的努

力」。他深感任重道遠，為了增強對國外情況的了解，為了

提高業務水平，他提出申請到美國進修，經組織上批准，獲

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管理學院錄取。1981年9月他經香港

赴美進修前，曾經在香港和我們一些同班同學聚會，活動了

一整天，給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他在美國進修時寫信給我說：「大學畢業二十五年後

再來上學，又是在這樣一個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裏，其困難可

想而知。……我希望這次能學有所成，以便將來回國後能為

國家多貢獻一分力量。

儘管在美國時曾經有親友問過他為什麼不考慮留在美

國謀生，因為以成思危在化工技術方面的能力和成就，在美

國應該大有前途。成思危不為所動，他寫信給我說：「我總

想自己從16歲時滿懷理想從港回來，為的是用自己的勞動建

設一個繁榮富強的祖國，雖然這些年來深深感到理想和現實

相差太大，但我認為只要還有希望，我就不應離開這塊我曾

經貢獻過青春，灑下過勞動的國土。儘管遭受過種種挫折和

磨練，我始終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這一點還和

我青少年時一樣」。我讀信後不禁嘆曰：壯哉成思危，兄之

愛國情懷又豈是吾輩所能望其項背者！

成思危在美國完成進修學業後回到祖國，在化工系統

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後來更擔任國家級重要職務－全國人大

副委員長，創出輝煌壯麗的晚年。

成思危以自己的一生證明他不愧是香島教育的好兒

女！

成思危的愛國情懷閃耀人間，永垂不朽。

　　2015年教師節前二天的中午，我校十五屆校友在上

環中出文華軒舉行秋季生日會，同時又為母校擴建校舍舉

辦愛校籌款。這次活動的籌委代表致詞中說，“教育現代

化的硬件和軟件都同樣重要。五，六十年前，我們母校的

校舍，在私立中學來說是很好用的，但現在她與千禧年的

校舍比較就有點不足了。日前校友會通訊報導母校為使學

生有更完善的學習環境和現代化的學習硬件，正在擴建校

舍的消息，使我們感到無比欣慰。為報答母校栽培之恩，

我們中有些同窗已作了大額的捐輸。然而，我們在座多數

早已退休了，但我們愛校熱情不減當年，大家是否可以集

腋成裘﹖建議我們以「十五屆校友」的名義，開展愛校籌

款，為母校的擴建盡綿力，添磚瓦。”因此，在場三十多

位校友(也包括海外校友)慷慨解囊，合共籌得陸萬三仟叁佰

元正。聚會後，他們撰寫了«致母校老師信»，附上善款支

票派代表交母校黃頌良校長及王志華校董接收。

6屆 吳文煒

15屆 張錦華

成 思 危 的 愛 國 情 懷 閃 耀 人 間

十五屆校友捐助母校擴建

4

校友動
態



5屆 羅畹華老了，如何報效祖國
　　從2005年1月至2010年7月，我協助香港香島中學第五屆

校友（含兩個班），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雖然已過去了

幾年，但記憶猶新，感慨良多。

　　廣州解放前夕，由於受到國民黨反動勢力的迫害我離開了

廣州，到香港考入香島中學讀過一學期的高中，屬第五屆校

友，香島中學是一間著名的進步學校，讀該校的學生，多數家

境清貧，思想傾向進步，讀書勤奮。1951年我屆同學高中畢

業，嚮往解放後的祖國，大多數選擇了回國報考大學，或參加

工作。那時，讀大學不用交學費，貧困學生還可以申請助學

金，解決生活問題。不少同學受過資助，完成了大學學業，分

配在內地工作。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後，多數港澳同學回港澳

地區與父母團聚，同學們都把國家的培養教育銘記於心。20世

紀90年代初，我屆同學已陸續全部退休。

　　中學同學感情最深，聯繫密切。我屆同學不論住香港還是

內地（主要廣東），退休後，還經常聚會。2004年底在香港

的一次聚會，有幾位同學提出來，我屆校友都已年過70歲，雖

然沒有富人，但大多數人生活過得去，沒有很多後顧之憂，希

望大家發揮餘熱，晚年為國家和人民做一點好事和實事。提出

了「老了，如何報效祖國」的話題，讓大家思考。這些發言，

激發起了校友們的熱情和愛心，有的同學馬上提出了一些具體

意見。建議寫一份倡議書，倡議我屆校友不論居住何地，在自

願原則下，量力而為，捐資國內興建希望學校，幫助貧困地區

的孩子能入學唸書。此倡議大家都認為可行，並立即推薦了4
人成立籌備組，組長由汪校友擔任。我沒有參加香港的這一次

聚會，汪組長就專程回廣州，找我談了他們倡議建希望學校的

過程，並召集部分校友，介紹了香港聚會情況，由於我是香島

廣州校友會的理事兼第五屆校友的聯絡員，我就成了籌備組成

員，由我負責國內我屆校友的聯繫和籌款工作，他們負責港澳

地區和海外校友的聯繫和籌款，他們還要負責與「香港中國星

火基金會」（該基金會是一間有信譽的慈善機構），請基金會

協助我們在國內考察和選擇建校的地點，然後由籌備組成員去

實地考察，認為符合我們的資助條件，就與當地政府簽訂合

同，建校的具體操作由當地負責。星火基金會負責督辦，這樣

節省了我們很多精力和時間。

　　從2005年年初起，我開始啟動在國內的籌款有關工作，查

找和核對在國內的第五屆同學的名單和詳細地址、電話，寄送

倡議書，召集聚會，分別家訪，到銀行開辦專門帳戶，落實捐

款入帳等，為此，有時要往銀行和郵局跑多次，當年校友多數

人家裏沒有電腦，或不會用電腦，還是用傳統的聯繫方法，寫

信、複印、郵寄、接打電話、跑腿等，很多煩瑣事務，但也出

現了很多捐款的感人事例。有一位原住廣州的女同學，一年前

已和老伴去了澳洲，照顧孫子，沒有留下澳洲的地址、電話。

正焦急不知如何通知她，她在澳洲已聽說了捐款辦學的，主動

打電話通知她在廣州的妹妹，把她的捐款直接送到我家裏來；

還有一位在南寧市的同學，她接到捐款倡議書的同時，又接到

她成都兒子的電話，他要出差廣州，她即把我在廣州的電話告

訴她兒子，讓他到廣州後，馬上聯繫我，把她的捐款親自送到

我家裏來，如此主動將捐款送上門的還有好幾個，說明校友們

都很有愛心，不論捐款多少，都表達了自己對培養下一代工作

的積極熱心支持。

　　籌備組共籌集捐款2次，第一次2005年2月得款27萬元，

第二次2006年4月得款36萬元，合共63萬元。參加捐款人數共

71人（其中港澳地區和海外校友36人，國內35人，其中有：

廣州、廣東、北京、上海、天津、南寧、桂林、雲南等地），

為了不影響自願、量力而為的捐款原則，我們都不公佈每個人

的捐款數字，但應該說明一點，從金額的數量來說，香港校友

捐得最多。63萬元的捐款，辦了如下幾件事。

一， 給廣東紫金縣鳳安鎮新建一座小學20萬元（另1萬元圖書

費），2005年12月落成。

二， 給廣西來賓市興賓區蒙村鄉新建一座小學15萬元，2007
年3月落成。

三， 給湖南懷化縣修建一座中學教學樓20萬元，2010年5月落

成。

四， 給廣西少數民族學院（在南寧市）2007年入學的15名少

數民族學生，資助一年學費，每人2千元（應當地要求）

共3萬元。

五， 資助華南農學院（該校貧困學生最多）2名大學生4年

（2007年9月至2010年7月）的學費，共3萬2千元。每年

還要派幾位校友華南農學院與2名學生（男女生各1名）見

面，勉勵他們思想進步，學習努力。女生畢業後考上研究

生，男生是廣東人，學的是電器專業，學習成績很好，畢

業時他積極要求到廣西貧困山區百色工作，他給我們的來

信表示，他這樣做是為了報答共產黨和一群老人對他的培

養教育，使他成為一名技術幹部，他要為山區人民服務。

看到他的言行，使我們十分感動。

　　每當一間捐款學校建成，當地會通過香港中國星火基金會

通知籌組長，組織我屆校友，從港澳地區和全國各地或坐火

車或包車，自願、集體，自費到當地參加學校的落成典禮。當

我們看到百多名或幾十名當地孩子，懷着快樂興奮的心情背着

書包，告別低矮、潮濕、光線昏暗、牆體開裂、書桌破爛的危

房，到寬敞通風、光線明亮、書桌櫈子黑板齊全的新校舍上課

時，我們都感到十分高興和欣慰，我們終於祖國的教育事業，

為培養下一代做了一些好事。有助於當地的發展。

　　通過這次的捐款助學活動，我目睹無論港澳校友和國內校

友，都有一份積極、熱情、踴躍參與祖國公益事業的愛心，令

我十分感慨，凡70歲以上的中國老人都經歷過半封建半殖民

地祖國的屈辱和苦難，對此，我們有刻骨銘心的記憶，中國人

民經過了犧牲、奮發、抗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改變

了命運，人民站起來了，國家也逐步走向繁榮富強，但是一百

多年受帝國主義欺凌，積貧、積弱，不是一下子能夠完全改變

的，極需要當代人的艱苦奮鬥，積極奉獻。我們這些老人，已

經退出了歷史舞台，雖然不承擔具體任務，但我們這代人都一

份對「家國情懷」的眷戀，即使老了，也要用力所能及的方式

報效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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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屆 鄭兆堅

伯樂麾中無劣馬

明師鞭下有高徒

師 生 情 誼 厚 　 　 友 情 萬 古 存

體 育 精 神在　　身心倍安康

田徑隊賀麥伯明老師八秩榮壽
　　金風送爽，迎來了歷屆田徑隊大喜日子～～
　　祝賀我們領隊麥伯明老師八十大壽！

　　除坐滿六圍枱的運動員 (11～34屆) 外，還有主動參加麥老師賀壽茶會的體育界老朋友 (愉園會、公民會)，

共80多人濟濟一堂。

　　我隊在麥老師悉心栽培和訓練下，在學界與體育界都曾取得輝煌成績。他對體育事業的堅持和信念，值得我

輩尊敬和學習。

　　席間隊員們送上賀禮、壽桃，籌備委員們率領大家齊唱賀壽歌，隊員上台講 “那些年” 和祝賀辭。麥老師

致辭感謝外，更引吭高歌 “紅軍不怕遠征難……” , 宏亮雄壯的歌聲，司儀即興的伴舞，掀起了全場高潮，氣氛

熱烈澎湃！

　　照了集體相後，大家還是依依不捨，暢談良久才散去。

(羅國生校友賀麥生的對聯 )

附註：還有更多相片，請瀏覽校友會網站

願我們的友誼長存 !

集體相

14人合照

送禮物給麥生

送對聯給麥生

集體相
早屆校友合照

麥生與足總

副主席貝鈞

奇先生

集體相
麥生高歌8



　　荃分這片園地，我們曾經在此耕耘過，在此流淌

過汗水，我們以人生最精華的時段在此渡過精彩的年

華。

　　縱使荃分成為歷史，也正是如此，就更使我們感

到“曾經耕耘”其中的珍貴。

　　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荃分舊友坐在一起，

渡過一個歡快、熱烈、亢奮的聚會。報名參加聚會的

荃友共七十八人，到會的有七十二位。

　　聚會從下午五點開始，直到十點結束。七點半開

席前，出席的荃分之友已準時到齊，餐會按計劃準時

開始！這是一個對荃分之友在時間觀念的檢閱，檢閱

顯示荃分之友是齊心一致的！

　　餐會以約二十分鐘的幻燈片開始，荃友們都寧靜

地欣賞幻燈的內容。會場沒有喧嚷，荃友們寧靜又興

奮、感情投入地欣賞的氣氛，這在很多的餐會上，是

罕見的。幻燈把大家帶進時光隧道，重現我們共同渡

過那精彩的當年。

　　當年，這班年輕人敬業樂業之餘，還創造了豐富

的文體生活，建立了密切的師生情誼。此外，還有令

人難忘的上山下鄉活動。我們當年的歲月真的過得豐

富多彩。這一切的歷練，是荃友們自主和自覺地經歷

的。從中，我們都得到了難能可貴的磨礪。在那磨礪

過程中，凝聚了我們的友情和人生智慧的沉澱。鄒老

師準確地說：“這是一股沉澱着深厚情誼的正能量，

不受時空的隔阻，日遠益堅。”

　　當大鴉洲的留影出現在幻燈片畫面時，席間有朋

友感情地呼出："啊，大鴉洲"！是呀，好幾年的暑假，

在大鴉洲，曾留下我們的甜酸苦辣，在那裏我們曾經

經歷過艱辛的滋味，在那裏我們曾經經歷過狂風暴雨

和驚濤駭浪。這些印象猶如刻在石上的印記，經得起

時間的沖擦。荃友們焉能輕易忘懷？

　　所以，劉老師在餐會後動情地寫道：“昨晚荃灣

老友聚舊盛會，真正體現了我們這群善良、真誠、童

真、無私……友誼的互動、互勉的真貴激情，令人感

動、珍惜、緬懷這珍貴的激情都是發自內心的。”

　　荃分已經成為歷史，而荃分的歷史是不會再現和

複製的。荃分這塊園地，荃友們曾經耕耘過。這塊園

地曾經充滿著朝氣，曾經充滿著生動活潑的元素。荃

友們，這就是我們曾經有過的、無悔人生的經歷和貢

獻！餐會後，黎老師堅定地說：“歷史是永遠記得我

們的無私奉獻！”對！

　　胡老師越洋從遠道趕來，參加這個友情融聚匯的

聚會，會後他寫道：“難忘的聚會，永固的友誼，美

好的回憶”。胡老師一語中的，這正是籌備組工作的

目的。

　　荃分之友聚舊餐會圓滿結束了，籌備組感謝荃友

們對我們工作的支持，感謝荃友們的光臨，期待下次

的聚會。

荃分之友聚舊餐會籌備組

記荃分之友聚舊餐會 

荃分之友聚舊餐會籌備組

幾位早年在荃分的老師

25, 26屆的荃友

荃友師生舊日活動留影

1968年在荃分服務的荃友

留言

一直守候至荃分結束的三位荃友 9



‧23屆 羅國生

詩三首

早屆校友探訪年長師母

(一) 再探東江源

苔痕新綠遍山途，

高壑飛流入畫圖。

飲水當思源出處，

相連血脈永不枯。

(二) 關西客家圍

適逢戰亂走他方，

客藉男兒本領強。

克儉經營成富戶，

關西圍屋是新鄉。

(三) 贛州古城牆

漢時城址宋時牆，

矗峙江邊數裏長.。

雖說雄姿依舊在，

人間已歷幾滄桑。

贛南行小詩三首

歷經戰亂背故鄉，顛沛流離下南蠻；
同心劈山斬荊棘，合力構築新家園。
關西圍內齊禦敵，粵贛閩地耕稻糧。
寰球客家登大雅，人才輩出青勝藍！
    
獅子岩洞十萬年，古人穴居度荒蠻；
勞作分工腰挺直，席天被地抱團暖。
擇優蒼天四季轉，馬壩人種適自然；
曲江一抹粵北秀，嶺南如今不南蠻！
    
東江長流育客鄉，源頭悄然在贛南；
粵贛閩省三百山，延綿群嶺騰細浪。
萬株森森根葉壯，千流涓涓彙成江；

三百山集體相

東江源頭瀑布

代表標誌古浮橋

特產手掌般大黃金瓜
通天巖石窟

關西客家圍內間

通天巖合照

江西贛州古城

香島中學第２３、２６屆校友 江西贛州四天遊

早屆校友周成峰、黃錦怡、施若男、陳德穆和王天明在葵芳名門酒樓和羅志澄師母茶聚。

‧張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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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三十年過去就像彈指一揮間，那麼四十年過去又有

什麼意義？它對於夜中七屆校友畢業四十週年來說是代表著

深遠的香島兒女情誼！

　　早在六月初我屆已組織了慶祝畢業四十週年活動籌備小

組，開展了籌備工作，在校友們積極聯絡校友和校友們踴躍

參加下，預期促成了8月8日在尖沙咀東海酒樓筵開六席的聚

餐晚會，我們還誠邀了班主任老師們出席，當晚老師和校友

們濟濟一堂，大家都洋溢在一片暢談熱鬧氣氛中，我們還訂

了蛋糕慶祝！拍照留念！渡過著一個非常難忘的愉快晚上。

　　歡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晚會到了接近尾聲的時候，校

友們都熱烈反映需要保持加強聯繫，特別在迎接明年70週年

校慶繼續歡聚！最後晚會在師生們一片珍重和愉快氣氛中圓

滿結束！大合照

夜中七屆
校友聚會

方玉娟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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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址：九龍上海街638號旺角海景中心五樓 電話： 2381 7262 傳真：3694 2165 網址：http://www.heungto.org.hk 電子郵件：htmsaa@heungto.org.hk

獎 助 學 金 章 程
一. 設立宗旨： 為了繼承母校團結互助的憂良傳統，鼓勵

校友勤奮向學，特設此獎助學金。

二. 類    別：

  甲. 獎學金部分

  A. 對  象：香島中學校友、香島中學校友子女

  B. 資  格：申請者必須為香島中學校友會永久會員

  C. 申請準則：

  1. 凡應屆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嶺

南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公開大學和樹仁大學畢業，獲

二級甲榮譽學士或以上者；或

  2. 凡應屆在內地大學畢業 ,畢業成績G.P.A獲得3.4或以

上；或   
  3. 凡在本屆中學應屆畢業，中學文憑試成績最高的六科(

必須包括中文、英文) 積點達28分或以上。(5**級：7
分、 5 ＊級： 6 分、 5 級： 5 分、 4 級： 4 分、 3 級： 3
分、2級：2分) 或

  4. 凡在應屆內地大學聯招考試總分在470分或以上，並獲

得大學取錄；

  5. 在體藝方面有傑出成就，過去一年在國際性、全國性、

全港性公開組比賽中取得優異成績者。

  6. 申請獎學金應具備的証件：畢業証件影印本、成績影印

本、校友會會員証影印本及有關的証明文件、証書影印

本等。

 乙.助學金部分

 A.對  象： 香島校友在學子女、香島教育機構學生(中一至

中五級)。
 B.資  格： 申請者必須為香島中學校友會合格會員(本校學

生除外)。
 C.申請準則：

 1. 申請人必須提供家庭經濟狀況、在校成績等證明文件。

       本 年 考 入 大 學 的 新 生 ， 必 須 提 供 大 學 聯 合 招 生 處  
(JUPAS)或各大學發給的收生紙(Offer Letter)。

 2.有突發性的事故極需援助者。

 3. 助學金之核發標準，以申請人家庭經濟狀況及學業成   
績、校內操行表現、服務態度等，並考慮申請人兄弟姐

妹人數多寡、有無領取其它助學金等因素。

三.申請辦法：

1. 申請及交表日期為每年一月一日起至二月十五日止，逾

期交表將不受理。

2. 申請表格在校友會、校內派發或在校友會網頁上下載

3. 所有申請須經本會獎助學金委員會審核，若發現不合規

定或虛報資料者，將不予受理

4. 每位申請者只可申請助學金或獎學金其中一項，不得同

時申請兩項，否則不予受理

5. 助學金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可申請助學金但可申請獎學

金，以昭公允

四.發   獎：1.  獎學金及助學金在每年校慶餐會 / 學校慶祝

會上頒發，屆時本會將發專函通知；

                 2.  得獎者必須出席頒獎禮。若未經本會同意而

不出席者，本會有權取消獲獎資格。

五.修   定： 以上各項細則如有未盡善之處，得由本會獎助

學金委員會議決修定。

香島中學校友會

舉行二零一六年度會員大會通告
　　本會定於2016年2月27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正假
九龍塘香島中學三樓禮堂舉行二零壹六年度會員大
會。議程如下：

一. 會務報告  二. 財務報告

三. 聘請核數師  四.  聘請義務法律
顧問

特此通告   全體會員
       香島中學校友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丙申年新春團拜暨會員大會
日期：2016年2月27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九龍塘香島中學禮堂 
內容：1. 會員大會

2. 節目表演
3. 茶點招待

為免招待不週，請先致電 2381 7262
校友會留位

停止派發年曆咭
    隨着手機的普及化，很多人都可利用手機查閱日

期，甚至可以即時記錄重要事項。有見及此，我們

接納校友們的建議，由今年開始停止派發年曆咭，

這既環保又不浪費！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工聯優惠中心優惠咭
    2016年工聯優惠中心優惠咭現已準備好，可憑咭

於工聯會屬下多間優惠中心購物可享折扣優惠。需

要此咭的永久會員可寄回郵信封索取。

新春行大運—中山財神廟祈福
  品嚐特色美食「豬肚雞、乳鴿焗飯」、

「姜太公釣魚宴」食足兩餐

出發日期：2016年3月6日（星期日）
集合地點：落馬洲福田口岸關口 
旅遊路線： 福田中山財福廟午餐品嚐「豬肚雞、

乳鴿焗飯」蘆薈大觀園竹緣生態館
重現三六九中山傳統「沙崗墟」自由購
買土特產享用晚餐「姜太公釣魚宴」
回福田口岸解散 

費　　用：會員$140.  非會員$150.(大小同價)
              　（ 費用已包括旅遊巴、2正餐、景點門票

及旅遊綜合保險）
　　　　　服務小費每位$60.(當日自行支付)
截止日期：2016年2月19日  報   名：23817262
承　　辦：富澤國際 牌照353665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五. 其他

12

近期活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