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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中校友大旅行

▼

 在迪欣湖來張全體大合照

▼

   認真製作屬於自己的杯麵

▼

   開心展示製成品

　　由香港勞校校友會主辦的「張天送盃」友會歌唱比
賽已於2017年9月17日在秀明小學順利舉行。今年我會合
唱團取得大合唱組別的冠軍，這是繼2014年「森林啊，
綠色的海洋」、2016年「黑龍江的波
濤」後，再次以「到外邊，到外
邊來」奪冠，取得了三連冠佳績
（2015年沒有比賽，改以交流形
式）。而混聲小組唱也以「青春
舞曲」取得亞軍的成績。

　　聯會歌唱比賽由2006年開始舉辦，至今已有11年
了。各會合唱團水準不斷提高，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在嚴
志強指揮、李國材團長，溫明伴奏，各聲部長組織團員加

班加點練習下，合唱團克服一個個困難，辛勤
的耕耘，終換來一點成績！
　　合唱團歡迎有興趣唱歌的校友
加入，一起享受合唱之美！有意者
可與校友會KITTY聯絡。

參加聯會歌唱比賽

▼

    賽後與周國強主席，王華
峰副主席、

何樹華理事大合照留念▼

    大合唱

▼

    混聲小組

▼

    林玉鳳、林茂翹代表
領取小組唱獎項

▼

    李國材、陳純妮代表
領取大合唱獎項



　　原定於7月23日舉行的觀摩活動因為颱風關係被逼改到10月9日在上環文娛中心演講廳舉行。當晚共有三十多
個節目，包括獨唱、男女聲二重唱、女聲小組唱、混聲小組唱以及大合唱等，歌曲總類有藝術、民歌、流行曲；有
普通話、粵語、英文和意大利文。團員們踴躍參加，熱情投入，內容豐富，水準不低，團員們都有明顯的進步。演
出者和來捧場的嘉賓、家屬都渡過一個愉快的晚上。感謝勞苦功高的伴奏溫明校友，除了獨力擔綱成晚的伴奏外，
在過去數月還耐性指導團員練習，盡心盡力！！感謝指揮嚴志強、團長李國材，指導團員們練習！感謝黃偉樺老師
即場為每個節目撰寫評語！合唱團是個充滿友愛、互相關心幫助的開心地方，歡迎校友們加入！

近期離世的校友有：

3屆黃　潔 10屆蘇炳源 11屆陳光榮 12屆廖松新
12屆郭文燦 13屆汪修生 21屆楊瑞琪 22屆高清潮
23屆陳淑齡 25屆鍾漢強 26屆劉藹儀 26屆歐偉成
44屆陳亞芬 45屆黃　映 　 　

 謹向其家人致以慰問！

深切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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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合唱

▼

   混聲小組

▼

   嚴志強和黎卓能示範表演

▼

   開心大合照

▼

   女聲三重唱

▼

   四人混聲小組

編織班

▼

   初學者的製成品

▼

    耐心學習



歡迎2017年加入永久會員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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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39 鄭樹邦 彭愷駿 林安琪 楊曉雯 傅志聖 劉俊榮 羅浩軒 黃梓樂 林家如 陳琨超
39 孔維昌 潘偉廉 梁頌瑩 楊凱欣 馮文俊 李浚霆 李衍鋒 余俊昇 林倩如 陳婉靖
40 許惠宜 梁詩敏 陳崇軒 黃子懌 盧俊宇 梁偉基 曾宇霖 吳湘怡 鄭達聲 鄭佳耀
43 林瑞興 梁思華 鄭智仁 葉沛堯 勞智康 梁耀城 張宇宏 彭樂妍 鄭永洛 鄭梓勤
46 陸園芳 李善瑩 鄭皓泓 江旺鍇 羅駿晧 彭建琮 陳慧怡 彭倩華 洪兆維 張俊杰
48 張莉婭 雷晴晴 周子洛 林梓杰 盧瑨鴻 彭紹揚 陳綺霞 石卓霖 江淑怡 傅偉晉
51 王欽俊 駱雅琪 林子鈞 李　童 盧俊傑 鄧智允 朱健儀 鄧惠尹 劉浩天 馮佩思
54 潘偉妍 伍泳因 李天露 梁峻銘 文韋樂 曾梓峰 何雅煥 徐詩韻 劉韋文 郭君浩
56 蔡子聰 施心怡 梁子珀 李晓鑫 吳子昭 徐昇煒 梁雪瑩 溫嘉慧 李崇文 黎寶棋

60 中途 鄭淦元 温麗善 李家健 林思達 潘曉峰 溫健麟 莫　羿 王家文 廖卓愉 黎倩彤
62 鄭錦添 黃鈺冰 李嘉瑋 呂嘉傑 石天珀 楊琮浩 謝焯筠 黃雪怡 羅廣杰 黎泳詩

70 中途 甘信然 胡珮儒 廖文傑 莫灝謙 宋卓然 陳灝婷 葉滿婷 歐文正 盧穎霖 羅鎂淇
專科 10 蔡偉力 楊紫荍 龍錦潮 施貽倫 鄧建邦 周藹琳 余熹文 陳卓峰 馬芷筠 梁泳嵐
專科 17 李偉航 余穎心 陸錦珀 温智健 鄧柏濤 徐佩瑩 于威萍 陳凱雪 莫俊煒 李焯星
專科 17 陳宇迪 陳志鵬 敖文軒 黃俊穎 杜業勝 馮紫君 阮文詩 陳文希 吳棨鋒 劉珍美
專科 17 陳國淸 陳浩朗 歐陽健霖 張潤潮 黃子謙 羅焯瑩 吳家偉 陳務本 黃　銳 麥浩暉
專科 17 李曉鋒 陳樂謙 蘇卓禧 張傲霜 甄栢燊 梁詩雅 陳駿基 陳樂琪 黃旭棠 吳靜雯
專科 17 彭金誠 陳銘衡 蔡承諺 淦楚楚 陳樂兒 湯卓楓 鄭騰杰 張澤鍇 游諾瑤 伍浩然
專科 17 湯梓恒 陳穎臻 黃震鏗 胡淳柔 陳芷珊 謝碧祺 張文進 朱俊傑 葉達威 吳銘恆
專科 17 古澤輝 鍾德翰 黃子寧 江靜敏 陳穎琳 邱曉嵐 丘連峰 樊家煒 阮駿軒 宋嘉茵
專科 17 朱慧珊 江俊良 陳小美 林曦彤 張潔儀 葉　滢 蔡明潤 馮俊聰 陳澤銘 施錦鋒
專科 17 何昊霖 江羿柏 鄭穎琳 林紀彤 蔡敏儀 李志平 關灝朗 何燕玲 陳曉蘭 鄧智略
專科 17 鄭文盛 陸啟聰 周焯欣 勞樂宜 關詩雯 陳俊銘 劉偉誠 許　遙 陳凱俊 鄧旭熙
專科 17 温翠明 吳偉浩 方樂琪 梁凱君 林穎儀 陳柏言 羅浩賢 郭安源 陳偉超 曾子峻
專科 17 李文靜 胡正然 關琬霖 梁悅琛 李幸兒 陳碩澧 梁子和 郭子嘉 張樂然 黃澤霖
專科 17 馮汝敏 鄭毓文 黎曉欣 連心怡 盧嘉妍 陳曜燊 單堯靖 黎偉林 張友謙 黃正維
專科 17 陳穎琳 范顥欣 羅嘉碧 駱裕婷 尹婷筠 陳　榆 鄧達恩 李竣羲 何晉樂 王海羚
專科 17 鄭旻輝 馮珏齡 梁璟怡 馬婧熙 邱逸晴 張文禧 黃永基 李穎琳 郭政南 黃嘉俐
專科 17 陳曉暢 何惠珊 李艷怡 馬敬茵 黃志豪 蔡洛華 陳依慧 文健光 郭振成 楊芊芊
專科 17 黃焯欣 洪美雪 李燕莹 吳凱嵐 陳卓男 蔡子曦 鄭敏佳 莫超宇 林卓盈 楊　善
專科 17 連遠恩 蔣倩怡 伍詠萱 譚巧欣 陳淦威 蔡錦添 池紫敏 莫海瀅 梁俊輝 余景揚
專科 17 蔡偉銘 劉瑞鈴 潘靜彤 譚芝妮 陳鍵鋒 樊俊彥 周梓茵 潘彥男 梁存志 鄧旭熙
專科 17 姚叙安 李洛宜 彭思靜 鄧枳欣 陳彥亨 馮頌言 鍾嫻芳 蕭卓樂 梁俊彥 陳卓政
專科 17 呂俊樂 李慧羚 尹焯霖 曾珮詩 鄭竣銘 江浩聲 鍾麗心 鄧錦軒 吳家雯 胡海光
以下為 71 屆 梁穎詩 黃嘉怡 温佳菁 趙翌安 關浚樂 馮嘉瑜 鄧析泳 魏金威 余嘉媛
張文聲 陳逸朗 林　烯 黃佩盈 黃子昕 周仲圻 郭俊謙 馮施雅 蔡世楹 陳浩賢
方梓軒 潘錦坤 陸天穎 謝安淇 陳俊源 周厚原 林玉堃 何思思 曾鍵衡 佘家朗
葉皓軒 王彥衡 馬煜坤 許佩琳 張劭賦 范可安 劉善肯 黃珮雯 黃晴軒 邵子正
羅兆鎧 丘樂軒 吳衍陶 楊芷欣 鍾文廸 何佳勁 梁朝揚 黃珮瑜 王雅斯 蘇健豪
梁肇航 楊永楠 伍詩穎 鄭佳欣 何郁玄 何浩麟 梁丞謙 高　珍 楊景鴻 戴敬鋒
李兆宇 鄭釗文 蕭燕萍 陳曉揚 何浩明 關振威 林　寶 郭佩珊 葉銘琛 黃展邦
盧俊健 陳淽澄 談珈汶 張俊源 許嘉毅 郭澤樑 盧逸朗 劉芳芳 楊子喬 黃潤昌
雷兆臻 朱靜瑩 何嘉慧 陳玉卿 鄭星揚 鄺亨舜 賴嘉豪 麥慶千 李嘉信 陳嘉熙
文柏如 馬敬皓 黃健愉 黃晞彤 張浩華 林俊榮 劉明德 王俊培 李曉彤 陳煒祖

截至 2017 年 11 月，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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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新一屆校友會主席—37屆周國強

▼

    周國強主席參加聯會歌唱比賽，代表接受紀念品

▼

    葉文慧同學設計的心意卡

▼

    全體大合照

2O屆祝賀黃定光同學
榮獲金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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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

  2010年

走進快樂耆英夢工場 13屆 鄒潔珍



　　畢業52載高中十九屆第一次眾多校友和家屬一起作星馬暢
遊，我作為地主以招待，當然激動興奮。這趟歡慶之旅可得來

不易，半年多的號召和組織，有賴楊沛雲、鄭慶餘和孫祖綱三

學兄的努力，身居澳洲的黃日暉姐也特地從澳洲飛來參加，團

友還有唐鑑森，黃德華，袁來昌，香金玉，周愛萍，𧝁灼芬，

盧倩卿，另有三位夫人，再加上我和太太羅蕙君共15位。四日
三晚的行程還包括一日馬六甲之遊，真是非常緊湊，以我屆老

同學都平均70歲了，但個個精力充沛，大熱天爬山趕路輕鬆應
付，在旅遊巴上還大唱紅歌，路上盡享娘惹餐，胡椒蟹，辣椒

蟹，咖椰烘麵包，肉骨茶，彈牙魚蛋，香濃星加坡咖啡，甚至

坐在路旁榴槤檔邊，手抓貓山王榴槤大嚼，在牛車水高興地找

到香港人最喜愛的鹹蛋黃魚皮和薯片，每人抱十多包而歸。最

後一天上機場前，大夥湧上小弟寒舍大展歌喉，當然少不了想

當年的愛國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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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動態

▼

  星加坡的環球片場

▼

  馬六甲炮臺山

▼

  路旁嚐貓山王榴槤的情景

19屆舊制同學星馬遊 高中19屆 陳浩洲

絲綢之路遊（續上期）
（八）乘坐羊皮筏渡黃河

羊皮筏是黃河中上游地區先民廣泛運用的渡河工具，用

12隻縫合的充氣羊皮組成小筏作浮桶。遊客三人乘坐
一筏，船工在前劃槳取方向，順河道漂流而下，遊客可
領略個中滋味。

　 

　（十）丹霞五彩山　

位於河西走廊中部之張掖市，形成於二百萬年前，有方
圓五十公里紅色砂礫的丘陵，屬丹霞地貌，山型氣勢磅
礴，色彩斑斕奪目，故名五彩山。

　 

　（十二）乘駱駝遊鳴沙山　

位於敦煌市西南的沙漠，東西長四十公里，南北寬二十
公里。每當有強風吹來，沙粒移動時會發出響聲而名。

　 

　（十四）嘉峪關　

萬裏長城最西端的關防，亦為絲路的交通要塞，被譽為
“天下第一雄關”，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之勢。

　（九）乘坐騾車賞黃河石林　

位於白銀市景泰縣東南部，形成於二百一十萬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紀。由於地殼運
動，風化，雨蝕等地質作用，形成了黃色砂礫岩為主，造型千姿百態，絲毫不比昆
明石林遜色。

　 

　（十一） 酒泉　

自古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塞，絲路之重鎮。 漢武元狩二年（西元前121年），
驃騎將軍霍去病在此大破匈奴，漢武帝賞賜御酒，霍去病認為功在三軍，但人多酒
少，遂傾酒於泉中，與將士共飲。自此便有“酒泉”之名。

　 

　（十三）月牙泉　

在鳴沙山旁邊有一形如新月的水池，長約一百米，寬約二十五米，奇在水池不會被
沙粒填滿，泉水亦千年不乾。

　 

　（十五）敦煌莫高窟　

位於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畫和逼真的佛塑像聞名於世。它建於前秦時
期，經歷多個朝代的興建，才有今日的規模。現時有七百三十五個洞窟，壁畫四萬
五千平方米，泥塑二千四百一十五尊，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
藝術勝地。

23屆 羅國生

母校
消息



獎 助 學 金 章 程
一.    設立宗旨：

二.  類　　別：

　乙.助學金部分　

三.    申請辦法：

四.    發　　獎：

會員福利
工聯優惠中心優惠咭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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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優惠
　　周林斌校友（牙科醫生）提供福利，憑永久會員証前往佐
敦吳松街166-172號康信大廈地下B舖引怡牙科，可享優惠。
查詢電話3485 9293。
　 

眼科優惠
　　邱俊源校友（眼科專科醫生）提供福利，憑永久會
員証可提供診金、手術費八折。查詢中環39973566、旺
角39967660、元朗39967894、沙田39968064、銅鑼灣
36222738。
　 

嘉信和牛
　　嘉信和牛（香港）有限公司專營無激素肉類，包括澳洲和
牛及安格斯牛、澳洲雞和火雞、澳洲走地豬、西班牙黑毛豬
以及澳洲羊等。門巿分別在蝴蝶邨街市、良景邨街市、天盛
苑購物中心、隆亨街市、長發邨、逸東邨、富東邨街市、樂
富街市。校友如有興趣，可來電校友會23817262或WS專線
54038598登記，憑登記之手提號碼到門市消費，便可即享75
折優惠，如累積金額達500元，更可再享8折，相當於正價6折
優惠。多買多折，直至最低5.3折。
　 

教聯優惠物聯網
　　教聯會於2016年成立「教聯優惠物聯網 www.jetsoedu.
com」，通過網絡為會員提供優質生活用品及消閒活動。
　　經過一年多來的營運，目前已與香港、國內約150家商業
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取得500多項商品，包括旅遊娛樂、餐飲
優惠、保健護理、各類保險、家居百貨、書籍文儀、個人產
品、酒店住宿等等優惠，合作伙伴仍在擴大、優化，商品及服
務與日俱增。
　　香島校友會以團體會員參加，校友會屬下會員只需提供簡
單個人資料，即可成為「教聯之友」的會員，享受「教聯優
惠物聯網：www.jetsoedu.com」所提供的各項優惠服務。網
址：www.jetsoedu.com
　　歡迎加入「教聯之友」，共享網購優惠。如想享用教聯優
惠物聯網的香島校友會會員，只需致電校友會，留下個人資
料，做簡單確認手續，由本會交給教聯會便可。每位新加入的
参加者將獲教聯會贈迎新禮物，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文藝組珍貴舊照片徵集活動
　　通過照片尋人尋事尋歷史！依循著舊照片的人和事，尋找
我們曾經走過的足印。歷屆校友如果仍存有當年文藝演出活動
的珍貴舊照片，可電郵至htmsaa@heungto.org.hk 或 直接上
傳至https://driveuploader.com/upload/ul7bloDq6k/或親身把
照片交上校友會，在校友會掃描作檔案之後取走。
　　歡迎校友們加入「香島校友會的Facebook群組」關注及
參與校友會的活動玩「尋人尋事尋回憶」遊戯，一起尋找當年
一起走過的足印！答中者可獲小禮物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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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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5403 8598

慶祝香島中學72週年校慶暨
校友會59週年會慶聯歡餐會

日期：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七時正
地點：金鐘道統一中心4樓 名都酒樓
費用：每劵320元（每劵壹人）每席$3,840（十二人）
內容：1. 抽獎助興；
　　　2. 頒發2017年度校友及校友子女獎助學金；
　　　3.  同時為中學第2、12、22、32、42、52、62、

夜10屆慶祝畢業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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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381 
7262或WS 5403 8598。

歷屆舞蹈組 / 曲藝組 / 機巧組
老師校友濃情歡聚

　　謹定於2018年1月20日（星期六）中午11:00-15:00舉
行歡聚活動，將邀請嚴觀發老師、羅丹明老師、李若芬老
師以及陳紹綿老師與歷屆文藝組（舞蹈組／曲藝組／機巧
組）的校友齊歡聚，重相見，話當年，訴今朝！
　　費用暫定每人$150，地點按報名人數落實後再通知。

　　餐費存入校友會中國銀行戶口：香島中學校友會有
限公司030-552-000-90256，並請將入數紙連同參加名
單whatsapp至5403 8598香島校友會專線作實。

戊戌年新春團拜、
會員大會暨理事就職禮

日期：2018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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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就職　　
　　　3. 節目表演　　4. 茶點招待

為免招待不週
請先致電2381 7262 / WS 5403 8598校友會留位

香島中學校友會
舉行二零一八年度會員大會通告

　　本會定於2018年3月3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假九
龍塘香島中學三樓禮堂舉行二零壹八年度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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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
　　特此通告
全體會員
 香島中學校友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新春行大運一天遊
品嚐「清心上素如意齋宴」、

「招牌順德佬毋米粥滋味宴」食足兩餐
出發日期：2018年3月11日（星期日）年廿四
集合地點：落馬洲福田口岸 11號門外廣場 
旅遊路線： 福田「仙湖植物園」（包入場門票及園

區內接駁巴士上落），園內多個植物專類園
「弘法寺」午餐品嚐「清心上素如意齋
宴」「歡樂海岸大型休閒天地」，深圳暫
時唯一海洋館，有深藍秘境水秀演出，傍晚
有音樂噴泉「荷蘭風情花卉小鎮」享用
晚餐「招牌順德佬毋米粥滋味宴」回福田
口岸解散。 

費　　用：會員$190　非會員$210（大小同價）
　　　　　 （費用已包旅遊巴、2正餐、景點門票及團體

保險）服務小費每位$60（當日自行支付）
截止日期：2018年2月22日
報　　名：2381 7262或WS 5403 8595
承　　辦：富澤國際 牌照353665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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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歡迎各屆校友加入合唱團這個大家庭。查詢電話：
23817262 / 5403 8595陳小姐。

呼 籲 贊 助
　　校友會每年編印四期會訊，每季度一份，提供給所
有海內外香島校友。很感謝20屆王天明校友長期的協
助，使每期會訊能順利編印和寄發。由於會訊的印費和
郵費不菲，我們很希望得到廣大校友們的捐助支持，捐
助款項只隨心意，多少不拘，目的只為共同把會訊工作
做得更好。

捐款芳名：　　　　　　　　　　　金額：　 

聯絡電話：　　　　　　　　　　　

郵寄地址：　　　　　　　　　　 

捐款辦法：1. 親臨會所捐款；
　　　　　2.  支票：抬頭請寫「香島中學校友會有限公

司」， 支票背面請寫姓名、聯絡電話和回
郵地址；

　　　　　3.  銀行入數：中國銀行香島中學校友會有限
公司 030-552-000-90256，後把入數紙請
寫上姓名、聯絡電話、傳真至3694 2165
或WS 5403 8598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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