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猴獻瑞、桃李滿園！2016年的到來正好是迎接母校建校七十週年的大好年頭！

2016年正是祖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之年，「一帶一路」亦將在金猴年內加速前進。這不僅鼓舞了我

們香島人繼續為愛國事業奮進向前，更促使我們藉此大好機遇為香港、為祖國未來的繁榮安定而出謀獻策。

為迎接這大慶日子，母校各單位及校友會正積極籌備各項大型慶祝活動，其中包括學校開放日、近屆校

友盆菜宴、師生步行籌款、在香港大會堂和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的兩場大型音樂會、以及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的大型聚餐等系列活動。我們熱烈歡迎各屆校友積極參與，並協助推動各項極具意義的活動。

與此同時，通過各方面工作，我們亦需積極地帶領我們下一代更深入認識國家當前的發展、認識香港的

過去及當前機遇、重溫香島的過去和未來的發展。我們必需以澎湃的激情、堅韌的毅力、決不動搖的信念為

香島、為香港、為祖國未來的騰飛而貢獻力量。

 香島的下一代就是香島愛國教育事業的未來、香港的下一代就是這「東方之珠」的未來。為香島人而驕  

    傲、為「東方之珠」的美好未來而自豪、為祖國未來奔向全面富強而喝彩！

新春獻詞
主席：殷浩然

  編委會：王志華、梁夢粦、陳純妮、張洁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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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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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非 賣 品

慶祝香島中學70週年校慶暨
校友會57週年會慶聯歡餐會  

日期：2016年4月3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七時正

地點：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3樓大會堂

費用：每券600元(每券壹人)  每席$7,200(十二人)

內容：1. 抽獎助興；

2. 頒發2015年度校友及校友子女獎助學金；

3.  同時為中學第10、20、30、40、50、60、夜8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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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籲
　　第10、20、30、40、50、60、夜8屆

各位聯絡員，請動員組織自己屆校友，準備

出席4月3日晚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3樓

大會堂舉行慶祝母校校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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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33屆張明東校友設計

恭 賀 新 禧

1



第二屆 友誼盃籃球賽

冠軍：直島農業

亞軍：SUN CY 
季軍：老友鬼鬼

男子先進組

冠軍：群星 
亞軍：樂神

季軍：HTGB

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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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3和20日假天水圍香島中學室外
場舉行。13日舉行男子先進組和女子組賽事，邀得名譽會長周華焯校友前來頒獎，20日舉行男子青年組，但由於
天雨關係，賽事被逼取消。
賽果如下：

蛇 宴 聯 歡
　　2015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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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棗，令活動更添歡樂氣氛。

老教師13屆鄒潔珍校友頒獎

老教師22屆陳紅萍校友頒獎

蛇宴聯歡

老教師20屆潘玉妹校友頒獎

理事徐月華校友頒獎

33屆校友與出席的老師合照

　　近期不少海外校友回港渡假，當中包括

多位分會的幹事，理事會主席部便於2015年

12月21日晚上相約他們一聚，向海外校友介

紹母校七十週年的慶祝活動以及為校舍籌款

的活動，希望他們把相關消息帶回並推動旅

居外地的校友4月回來參加系列慶祝活動。

左起李光明、kitty、溫瑞平 (英國 )、朱麗嫦 (英
國)、曾庚喜(英國)、殷浩然、陳秋蘭(英國)、梁
夢粦、陳玉華(英國)、林玉英(加西)、王華峰、
徐溢權(加西)、楊炳光(加西)、張明行(法國)

開心的相聚

好消息
　　為慶祝母校七十週年校
慶，理事會常理會第 9次會
議決議，由2016年1月1日起
至2 0 1 6年6月3 0日止，申請
做永久會員只需$ 1 5 0 . (原價
$300.)，請把握良機哦！

與海外校友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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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合唱團活動

第十八屆1/1至3/1廣東盤龍峽之旅

養生健康舞班團年歡聚日

12月31日除夕夜，合唱團一如既往，風雨不改，堅持練習。唯特別之處是，在練

習前先進行大食會聯歡。除了部份到會食物外，有團員帶來自製的美食，有即時製作的佳餚，有各式的飲品美

酒，有甜品，豐富多樣，樂也融融，大家共渡了愉快的除夕晚。

香島18屆陳德穆、林玉英、徐溢權、梁騰、李柏昌、郭煥萍、曹愛蓮、溫祝寧等八位同學及吳先生和張先生

兩位親友，組成十人廣東德慶盤龍峽三天愉快之旅。十人組有團隊精神，大家依時集合，又互相幫助，渡過3日2
夜快樂美好的時光。

我們住在「龍湖島渡假酒店」，該酒店是環湖建築，環境清靜，晚上在湖邊

欣賞夜景，燈光及倒影很是漂亮！

我們暢遊了廣東第一瀑布群「盤龍峽大瀑布風景區」，從瀑布中段往下走，

欣賞瀑布磅礡的氣勢，停下來觀賞壯觀的自然景色，實在賞心樂事。我們還參觀

「光二大屋」，一座清代古屋；「金林水鄉」，一個具有1700多年歷史的古村

落；最後還到「悅城龍母廟」祈福，願天下太平，大家身體健康。

由25屆何樹華校友教導的養生健康舞班已

完成第二期課程了，共有兩個上課時間，分別是逢週一早上和下午，吸引了一班熱愛健康的中屆校友參加。

健康舞班剛於1月5日在太子京華酒樓舉行團年聯歡活動。除了聚餐外，還有麻將耍樂、卡拉OK、開心妙答

比賽、以及玩估大獎的遊戲。師姐師妹分組對跳排排舞「最炫民族風」、「北京的金山上」，最後自由發揮齊跳

「舊歡如夢」，不參加跳舞的齊齊伴唱，將氣氛推到最高潮。

活動後，眾人仍意猶未盡，至今仍津津樂道。

大合照

聯歡聚會合照

男聲合照

第二期上午班成員

女聲合照

第一期下午班成員

溫祝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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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足跡

23 屆  羅國生

10屆 劉燦

香島之歌再一次響徹眾

志堂。新一年的香島大專同學會舉辦的開學飯暨交接典禮圓

滿結束。雖說沒有美酒佳餚，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的是

與舊同學，老師重聚於母校，互相寒暄一句，慰問一聲，聊

聊八卦，玩玩戲戲......這一份同窗之情，師生之情，能夠在

母校共聚一堂，這遠比鐘鼓饌玉貴重得多。所謂物輕情義重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宴會又怎麼會少得娛樂節目。感謝一班表演的同學，

合唱、獨唱、彈奏鋼琴，縷縷不絕，娛慶眾賓，讓開學飯增

添不少色彩。《詩經》云：「呦呦鹿嗚，食野之萍。我有嘉

賓，鼓瑟吹笙。」用此來形容這晚的開學飯，在香島人的心

目中絕不過譽。

離開香島之後的生活，也許開心快樂，也許辛酸難熬，

也許事事都不盡如人意，也許不足為外人道也。那又何妨呢？

這晚，在這個共聚一堂的晚上，還有甚麼比身邊的數載同窗，

良師益友，更珍貴？更能分享你的快樂，分擔你的憂愁？

可能同學會抱怨，吃得不夠飽，抱怨怎麼又是「永

記」？但我相信同學嘴裹是這樣 ，但心中早已明白一個道

理。開學飯！吃的從來不是碟上一隻鷄翼，喝的從來不是那

一包檸檬茶。而是，在忙碌的大專生活裏營營役役，難得尋

一個寧靜祥和的夜晚，與你珍視之人享受一個雖然不是那么

好吃的晚餐。但就在這一刻，你不是回到了一年前，兩年

前，三年前.......與你一起吃「永記」的甲乙丙丁班嗎？

感謝各位出席的校友，感謝你們心中掛念的那一份香

島情，我相信即使未能參加的校友也是因為學習、生活的繁

瑣，讓你抽不出身。不要緊，母校的活動多姿多彩，只要你

願意，香島的大門隨時為你而開，記得帶上蛋撻，回來與良

師益友重聚吧。

　　21屆校友非常珍惜同

窗情誼，每兩三個月便搞一

次活動，或茶聚或飯局或旅

行，大家見面噓寒問暖，互

祝身體安康，十分溫馨。

　　退休兩年多，選擇了回川龍老家務農。能夠接觸大

自然，又吃得到自己種植的有機瓜菜，箇中當然有辛

苦，但換來的是健康和快樂，更獲得一種成就滿足感。

況且閑來寫寫字，作作詩，自得其樂也。以下一首“鄉

居寫照＂，反映了真實景況：

大專開學飯合影

青春洋溢的大專同學會幹事

鄉居寫照

慣於澹泊少奢華，陋室蓬門是我家。

窗外階前栽扁柏，田頭壟下種薑花。

塘邊柳樹剛拋絮，畦上芭蕉已吐芽。

手捧蘭亭摹舊帖，閑來休憩話桑麻。

天安門 長城 北海公園 石舫 十七孔橋 天壇 鳥巢

雄偉城樓天安門， 蜿蜒起伏滄茫間， 矗立園央雪白塔， 疑是帝皇作樂舫， 橋身玉白孔十七， 紅牆藍瓦層層蓋， 美譽鳥巢體育館，

檢閱三軍此呈雄。 萬里長城氣閑閑。 曉光塔影似導航。 笙歌不斷響春宵。 天梳人間碧架橋。 柱崇擎天蘑菰篷。 百條蛟龍繞騰雲。

列強莫夢再欺龍， 城磚塊塊結辛勞， 荷塘叠滿青青葉， 盛世皇朝今沒落， 波光粼粼橋映照， 天壇修築祈年豐， 健兒為國爭前景，

巨龍席捲殘西風。 民族精粹揚瀛寰。 風吹荷動蕩碧浪。 舫空人杳逐寂寥。 小艇逍遙輕輕搖。 歷年國難民貧窮。 聲震環宇龍傳人。

退休

共聚香島

茶聚 飯局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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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中校友兩年一次大旅遊活動多姿多彩。11月7、

8、9三天分成A、B兩團遊清遠名勝景點。

早上從福田口岸飛越幾許青山綠水，來到午飯的地方

飽嚐美味佳餚後，去到一個仿如置身泰國曼谷的地方，大

象、獅子、神佛像，跳着舞的、站着的、坐着的，七彩繽

紛，琳瑯滿目的塑像，教人嘆為觀止！我們就地拍了大合

照。

行程繼續去到我們入住的喜來登酒店。一下車就感覺

這建築標誌美麗，如走進印度或中東宮殿似的，大理石色

及圓拱型頂部，在中國南方是很罕見呀！

豐富晚飯後，校友有的去游水，有的去那九龍公園相

若大的七彩音樂噴泉遊湖，坐充氣圓形船去接近那十多層

樓高的噴柱拍照留念。

翌日早餐後出發去百級山景點，登上一百級寬廣的

大理石到了頂點，站在太平台上可俯視飽覽整個美麗廣闊

的清遠新城，高樓廣廈，被青山環抱着，生氣盎然，我們

又拍下大合照。下了山，我們去了旁邊的松林公園，古木

參天，松柏花卉，遊人輕鬆舒暢，午飯後行逛了大型超市

便坐車回程東莞塘下，出乎意料吃了一頓更精美豐富的晚

餐，高興地上車打道回港。

獅城別老師之一

一別數十載，歡欣滿綺筵。
悠悠星洲去，此會在何年？

獅城別老師之二

師生樂暢聚，學子訴恩情。
一一暫歸去，雙雙復再逢。

登高眺望清遠市，校友同學樂遠遊。
粵北清遠正深秋，極目新城眼底收。

夜9屆  陳振輝

28屆  陳錦明

2015年11月6日，翹首以待的日子終於來到了，闊

別四十多年的昔日中三己班學生，與班主任陳浩洲老師經

二次在港歡聚後，成就了今日星洲之旅。

受老師之邀，我們六個家庭組成了一行13人的旅遊

團，赴星探望我們敬愛的班主任陳浩洲老師。

原訂11:25起飛的班機，因冷氣故障延遲，最終於下

午6 :30安抵星洲。尚未步出機塲，透過玻璃外望接機大

堂，地中海式的頭髮，彷彿頂上放光，笑容滿面，精神奕

奕的陳老師已影入眼簾。一一握手寒喧後，隨即登上了老

師預訂的豪華14座小巴，由於人數及行李眾多，我們另外

三人須乘坐老師的座駕，一同驅車直往著名的東海岸珍寶

海鮮坊，品嚐老師為我們接風洗塵的海鮮宴，馳名的辣椒

蟹、胡椒蟹、烏打等，令人胃口大開，大快朵頤後，接著

去觀看星洲著名地標——魚尾獅夜景。

短短四天行程，在老師的悉心安排下，安排了多項參

觀。

雀鳥公園，驚嘆訓練有素的飛禽，其靈性實與人無

異！在渾然天成的人造雀鳥公園，天網下的雀鳥，與人和

諧共處，人們遊覽其中，不禁令人想起了常建的名詩「山

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實令人心情愉悅！樂而忘返！

娘惹文化博物館，讓我們瞭解華人移居星洲的歷史與

文化。

牛車水---著名的唐人街，讓一眾同學大破慳囊。

濱海花園的燈光表演，光彩耀目。

濱海花園，人工打造的The lost  of garden，網羅了

世界各地之奇花異草，萬花爭豔，目不暇給，令人眼花瞭

亂，花迷人自迷！

金沙賭場及名店街，此等紙醉金迷之地，只可瀏覽一

下，觀人生百態，不也快哉？

11月9日，行程最後一天，我們參觀了世界最大的聖

淘沙海洋館，設計獨特，聞名遐邇的海洋館，飼養著種類

繁多的海洋生物，既有兇惡的食人鯊，也有鮮艷奪目的

熱帶魚，還有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小型海洋生物-- - -海

馬、海膽、海母等等。

中午，我們在梅村客家飯廳宴請陳老師及師母，師母

昨晚深夜剛自香港返星，今天就賞面出席我們的宴請，中

午抵達梅村客家飯廳時，靚靚師母已在場等候了！梅村客

家飯廳以地道客家菜聞名，曾接受香港電視台訪問，與老

師及師母非常稔熟，想必是熟客一名。酒過三巡後，陳錦

明同學代表各同學向老師及師母致謝，離別在即，依依不

拾，賦詩二首，以表眾學生對老師感激之情。

四天來，老師權當超級導遊，細心的安排、熱情的

接待令我們感動萬分，此際別離在即，在陳錦明同學賦詩

畢，不免彌漫著離愁別緒，大夥相約下次再旅遊共聚！拍

照完，財政部長黃麗娟正想結賬，慈悲的師母怎麼也不讓

我們破費，無奈之下，只得恭敬不如從命！最後，老師

及師母還向每位團友致送印度特色蝦片及馳名肉骨茶各一

包，給星洲遊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終於到了踏上歸程的時候！送君千里，終須一別！細

心的老師和師母，待我們辦妥登機手續後，各人懷著依依

不捨的心情，一一擁抱話別。

四天旅程，如彈指之間，匆匆一別！情誼厚，意難

忘。李白詩雲：「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別了星洲，別了敬愛的陳浩洲老師，別了靚靚師母！

感謝您們！祝願我們師生友誼永固！祝願陳老師伉儷健康

長壽！香港再會！

相約在星洲

夜中清遠獅子湖遊記
同學與陳浩洲夫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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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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剪輯大師

WINDOWS LIVE MOVIE MAKER 是一套適用於新一
代微軟平台(WINDOW 7.8.10)免費影片製作軟件。透
過軟件可以快速輕鬆地完成製作數碼錄影特輯。功能
可以包括自動將影片、相片和音樂轉換成一部電影，
同時可以裁剪每段影片，也可以加入字幕、標題、音
樂和特別效果，還可以把直接製作好的影片發佈給
YOUTUBE和FACEBOOK等網站或錄製成DVD在電視
上觀看。另外，亦會協助學員開設雲端空間，並利用
雲端剪片工具進行製作。
內容：
1. 免費下載軟件
2. 介紹不同視訊格式
3. 介紹LIVE MOVIE MAKER介面
4. 加入影片、視訊、相片等素材準備製作
5. 剪裁影片
6. 應用轉場效果感覺效果
7. 加入字幕標題和音樂                             
8. 儲存影片和發佈YOUTUBE，FACEBOOK網站
9. 製作DVD碟

每星期一堂  共4堂   學員12位   8-10位開班
時間：4月8,15,22,29日 (逢星期五)
地點：九龍塘香島中學電腦室
時間：晚上7：45至10：15
費用：會員220元，非會員250元  

第十三屆「會慶盃」羽毛球賽 

日期：2016年5月2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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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或以前出生)
乙組(1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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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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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非會員$730. (8堂費用)
報名熱線：2381 7262

請各位校友踴躍參加！

第十四屆「回歸盃」

乒乓球邀請賽
日期：2016年6月26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九時半至中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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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非會員$25  雙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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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星期六）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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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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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啟事
　　2015年12月第四期會訊p8「田徑隊賀麥伯明

老師八秩榮壽」一文中，集體照誤植為荃分之友聚

舊餐會籌備組相片，謹此致歉。補刊相片：

　 　 另 ， 會 訊 p 3
永久會員中，林奕
翹 誤 植 為 「 林 亦
翹」，第22屆魏郭
仁 誤 植 為 「 1 5 專
科」特此致歉。
　　夜7屆活動重複
刊登，特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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