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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非 賣 品

第十五屆「會慶盃」羽毛球賽

香島校友合唱團招收團員

會員福利
醫療優惠

1. 周林斌牙科醫生，地址：佐敦吳松街166-172號
    康信大廈地下B舖引怡牙科，查詢電話：3485 9293。
2. 邱俊源眼科醫生，查詢電話：中環3997 3566、
    旺 角3996 7660、元朗3996 7894、沙田3996 8064
3. 精研微創外科中心，查詢電話：2780 0869，
    地址：九龍公園徑1號裕華國際大廈八樓全層(只限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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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1 7262或 WS 專線
5403 85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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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era汽車修理服務優惠
　　校友憑會員證，電話免費提供保險諮詢及報價，修理
汽車可獲九折優惠。有需要可電黃永光校友9624 6000,
2389 0044；Email: kwong@carreraautos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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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寫上姓名電話)
   傳真至3694 2165 或WS 5403 8598校友會

第十六屆「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日　　　　期：2018年5月20日（星期日）
時　　　　間：上午九時半至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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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各一名 
截止報名日期：5月5日（星期六）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或whatsapp 5403 8598

近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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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whatsapp 5403 8598

　　

提提
你 搬新屋 賀一賀
更改地址 記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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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七時正
地點：金鐘統一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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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香島中學72週年校慶暨
校友會59週年會慶聯歡餐會

　　第2、12、22、32、42、
5 2、6 2、夜1 0屆各位聯絡
員，請動員組織自己屆校友，
準備出席3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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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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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聚
　　人生有多少個三十年？這是鍾
發成老師在香島第三十九屆同學聚
會晚餐上的一個發人深省的人生問
題，讓我們思考在忙碌的生活和工
作中，我們是否應該停一停，想一
想人生中可愛的事和值得珍惜的回
憶.....
　　夜幕低垂，有這麼一群人，今
晚來到太子某酒樓，和相識幾十年
的同學和老師相聚。頓時間，說話
聲和談笑聲充滿整個酒樓，大家都
在追憶那三十多年前的學校時光，
追尋許多美好的回憶。這邊廂是鄒
潔珍老師用心地在同學錄上尋找同
學的名字，嘗試找回昔日的印象；
那邊廂是一群又一群當年同班的同
學在爭著拍照，好不熱鬧！很開心
我見到三十多年前我剛入學時認識
的第一位老師——張慧明老師，
那麼多年了也沒怎麼變，我一眼就
認到她，想起她對同學的關懷和愛

護，至今印象深刻。我們大部分
同學已經是年近(或過）半百的人
了，人生上遇到的挑戰和學生時代
迥然不同，但老師們依然是像以往
一樣勉勵我們，像何炳權老師更以
歌聲鼓勵大家努力工作和生活。
　　美好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在麥伯明老師一曲《紅軍不怕遠征
難》的歌聲中，聚會來到了尾聲。
突然覺得有點遺憾，今晚還沒跟許
多新舊同學和老師好好聊過，好像
還有許多話.....，但也只能寄望勞
苦功高的群組幹事們再組織聚會，
大家再歡聚一堂。

39屆丘蔚比

▼   前排左起鄒潔珍老師、馮容娣老師、黃澤光老
師、麥伯明老師、張慧明老師、陳瑞珍老師

       後排校友會陳純妮師妹、何劍威老師、鍾發成
老師、曹曼莊老師、袁碧文老師、何炳權老師

　　律回春暉漸
，萬象始更

新。在這辭舊迎
新之際，我

謹代表校友會整個團隊，向

所有校友，以及
老師們致以新春

的祝福和節日的問
候！祝願大家在

2018年身體健康、家
庭幸福、萬

事如意。
   校友會自1959年成立以來，舉

辦了不少活動，亦
團結了大批的校

友，凝聚了幾代人
的辛勤和汗水，

特別是一批創會的
早屆校友艱苦奮

鬥無私奉獻，為會
今天發展打下堅

實的基礎。正藉香
港回歸祖國20周

年，新一屆理事會
剛成立，我們不

忘初心，承傳愛國
愛港愛香島的精

神，為祖國的繁榮
富強，為香港的

繁華昌盛，在各自
不同的

崗位上，發揮所長
，團結

一致，為未來和諧
美麗的

祖國和香港作出貢
獻。

新 春 獻 詞
主席：周國強

呼  籲

多謝 33屆張明東校友設計

　　2017年11月4日晚上，是香島
中學第39届校友2017年大聚會，
回想起當晚的情景，我腦海的印
象，仍然是那麼的深刻和清晰，仍
然有栩栩如生的感覺！甚至可以
說，畢生難忘！
　　它實在是一次人生上太難得的
聚會，是言語或文字難以形容的！
　　試問在最少三十個年頭後大家
仍可以在濟濟一堂，無拘無束，言
談甚歡的環境下渡過，又有幾多人
可以把這個夢實踐到？
　　好開心見到各位同學找到自己
的道路，已成長，有自己人生快樂

的方向，其實以我自己來說，我們
這一行最大的得着與快樂，並不一
定是見到學生名成利就，反之獲得
學生的尊敬和關懷，我已經相當滿
足了！
　　非常難得有你們這群好學生，
好有人情味的學生，令我及其他老
師感到驕傲和欣慰，亦使我們對當
初投身在教育行業而作出的選擇，
不但不會後悔，而且也感到自豪和
興奮！
　　不過我們老師除了表示感激之
外，又怎可以忘記各位積極參與今
次聚會的同學，同樣地，也對未能

參與的同學們表達謝意，因為他們
對我們老師和同學的關懷和問候，
從未間斷！
　　還有一群熱心籌備今次活動的
同學們，他們付出許多許多的時間
和精力，盡心盡力地為大家服務，
而另外一些同學贊助的禮物和紅酒
等等之類，我對大家的努力和慷
慨，致以萬分謝意！
　　那天晚上，節目豐富，多姿多
采，的確是人生的一大樂事！
　　最後，期望不久將來，大家又
可以再次參加這類活動，願與大家
再度分享箇中的感受！ 多謝大家！

鍾發成老師
《聚會後感》

  11月份33屆校友和家屬
共37人，參加了由

中旅社舉辦的
東

坪洲，鴨洲一天
遊；大顆兒在鴨

洲著名的鴨眼洞
前留影

▼

   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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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9和26日假九龍塘香島中學室內外
場舉行，賽事精彩，緊張。

第四屆友誼盃籃球賽 蛇 宴 聯 歡
▼

 青年組季軍MOVER

▼

 先進組冠軍猛脹

　　2017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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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屆無
名氏和馬國強校友贊助抽獎，
多謝他們的熱心支持。

　　正值秋高氣爽，天氣怡人之際，十三屆同學組
織兩天一夜短線遊。得到家屬和其他屆別的校友支
持和參加，快速組成38人，包團到樟木頭三正半山
酒店純玩遊。
　　因各人體力有限，不宜遊山玩水，目的只有一
個---敍舊。行程安排輕鬆優悠。當天早上，陳漢初
突然腳痛，無奈夫婦二人只好臨時缺席。出發前，
李慧珠和陳超常預先製作好DVD光碟，在旅遊車上
播出，供同學欣賞。
　　2017年9月17日，十多間友校校友會每年舉辦
的歌唱比賽，我校合唱團的小組唱和大合唱分別
取得亞軍和冠軍的好成績。同學們欣賞比賽獲獎的
“青春舞曲”和“到外邊，到外邊來”這兩首歌曲
後，周成峰隨即作出簡介。   
　　我校大合唱奪取三連冠，連續三年，分別由漢

華、福建和勞校主辦，各友校均認同，没有異議，
實至名歸。
　　好食、好住、悠閒的旅程，同學十分滿意和開
心，大家十分珍惜同窗的情誼，又祈盼下一次新的
旅程......

13屆通訊員校友動態
十三屆逍遙遊

▼

   參加蛇宴的夜中校友

▼

   朱志雲理事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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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4-6日校友會首次在文化中心地下大
堂舉行書畫攝影展。這次展覽的作品，包括老中青的
各屆校友及老師的作品，反映師生校友們多方面的藝
術興趣和造詣，而且具相當水平。
　　三日的展覽，除了聞訊專誠到來参觀的師生校友
外，還吸引了不少的過路行人、國內外遊客停下細細
欣賞，有的甚至非常投入地誦讀書法的内容，點評其
中的字形寫法。

　　開幕禮邀請到民政事務局陳積志副局長擔任主禮
嘉賓，連同香島教育機構教育發展總監楊耀忠先生、
香島教育機構行政總監葉燕平先生、中華攝影學會名
譽顧問吳連城先生、榮譽顧問天水圍香島中學吳容輝
校長，名譽會長鄧德濂校友，周華焯校友，梁紹基校
友、司徒宏校友和陳曉暉校友一齊為書畫展
剪綵。

鄉‧島‧情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週年香島師生校友書畫攝影展

▼

   嘉賓剪綵儀式

▼   嘉賓們與理事合照

▼

   義工佈置

▼

   展區

▼

   展區

▼

   左起周國強主席
、莫北權校友

以及容祝平理事

▼

   義工合照

▼

   周國強主席致歡
迎詞

▼

   左起袁銳輝校友
、梁子明名譽會

長、陳紹綿校友
和朱麗明校友

▼

   兩師徒，陳紹
編校友和張明

東

校友
▼

   11月19日大合照

▼

   危志光理事抽獎

▼

   徐月華理事頒獎

▼

 11月26日大合照

▼

 先進組季軍老友記
▼

 先進組亞軍中英

▼

 青年組冠軍長江一號

▼

 青年組亞軍小物館

霧倫敦
迷蒙一片倫敦霧，

旺盛午時忽轉暗。

群鴿預料棄覓食，

瞬即消失霧海間。

大笨鐘
聳立瓊樓大笨鐘，

鐘聲悠揚響嚦嚦。

笨鐘泰河西敏寺，

暉映倫敦景特色。

塔橋
泰吾河上鋼架橋，

河床雙塔接岸遙。

橋央升開降閉合，

船艘通航往海遼。

劍河
志摩曾詩頌劍河，

慕名而來尋頌歌。

彩雲斜陽綠柳畔，

學子輕舟撥清波。

海德公園
海德公園闢一隅，

暢所欲言舌戰場。

盡數時下漏與弊，

高枕無憂秋後賬。

皇家亞爾伯廳
紅牆圓頂音樂廳，

樂壇頂尖滿座賞。

朗朗十指鍵上飛，

一曲狂想醉夢鄉。

牛頓雕塑像
劍橋學府牛頓像，

學術翹楚尊崇多。

地心吸力揭奧秘，

力學定律創先河。

不列顛行 9屆劉燦

26屆譚日華

煙雨重讀金陵圖，

詩人韋莊非白勞。

江山千年如走馬，

英雄人民主沉浮。

毛伯領導新中國，

小平更創開放稿。

今天成就世矚目，

工商建設多富豪。

再讀<<金陵圖>>

▼

   周國強主席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