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島長青中樂團成立音樂會圓滿成功香島長青中樂團成立音樂會圓滿成功

    2018年 9月17日的晚上，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響起了振奮人心的絳州

鼓樂《黃河船夫》，為本會屬下的香島長青中樂團成立音樂會拉開了帷幕。

在這之前一天，超級颱風「山竹」襲港，在交通環境極其惡劣的情況下，並未有

阻礙千多名觀眾和校友們的熱情和支持，如雷貫耳的掌聲給予七十多名團員最大

的鼓勵。

    整晚的曲目演奏引起觀眾的共鳴和喝采，《大寨紅花遍地開》勾起了對祖國

農民開山劈嶺團結一心的回憶，《龍騰虎躍》、《漁舟唱晚》、《社慶》等，都

是香島校友們耳熟能詳的樂曲，加上由多位好友及校友擔任的獨奏，表現了民族

樂器中吹、彈、拉、打的元素，精彩萬分，令觀眾整晚陶醉在富感染力的音樂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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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5403 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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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天幫忙俾咗一個機會我哋，而我哋
團結合作把握了這機會，值得高興！

昨晚音樂會非常精彩。猛人如雲，臥
虎藏龍，一場比一場精彩，一場比一
場專業。恭喜哂，願香島校友會樂隊
永遠長青！

精采的演出,給大家一場高水準的、有
分量的、非ㄧ般的聽覺享受。

歷經風雨連場的考驗，體驗同舟共濟
的精神，龍騰虎躍氣勢威猛，是烈火
成就出來的鳳凰﹗不但出色而且出息!

感謝各位支持香島長青，至令台上台
下融和一片，精彩的音樂節目以饗觀
眾！望香島長青能在發揚中國音樂文
化道路永遠長青，永不止步。

組織到如此龐大的樂團，演出又如此
成功，其付出時間，心血，精力……
之鉅，實非所能想像。難能可貴，願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颱風「山竹」無阻觀眾和校友們的熱情

香島長青中樂團團長黎漢明致詞 赤煉鼓樂團的《黃河船夫》拉開了帷幕 指揮葉敢新校友把樂團發揮得淋漓盡致

嗩吶演奏家葛力的《社慶》生動活潑 陳照延及黃琳琬兩位校友的笛子二重奏

陳錦標校友板胡演奏《河北花梆子》 蔡雅絲的古箏與樂隊《漁舟唱晚主題隨想曲》，
由夫婿余昭科友情客串指揮，情深誼長

音樂會圓滿成功，由香島中學的同學們為演出者獻花，別具意義

與嘉賓們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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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曉暉陳燕兒校友上台頒獎和即場贈言

▼

   混聲小組唱

▼

   大合唱組別得獎隊伍

▼

   全體合唱團起立大合唱滿江紅，場面震撼

▼

   各嘉賓進行啟動儀式

▼

 大合唱

▼
   陳曉暉陳燕兒校友致送紀念品給三位勞苦
功高的評判

▼

   獨唱組別得獎者

▼

   小組唱組別得獎隊伍

▼

   毛浩輯名譽會長代表向活動贊助者陳燕
兒校友致送紀念品

友會歌唱比賽由2006年開始舉辦，至今已12年了，今
年是校友會第三次承辦。比賽得到陳曉暉陳燕兒校友伉儷
熱心贊助，定名「團結盃」。當日座無虛席，熱鬧非常。
13間傳統愛國學校校友會積極參與，角逐民歌藝術歌曲組
獨唱、小組唱和大合唱三個組別獎項。各組賽事競爭非常
激烈，難為了三位勞苦功高的評判，包括主席評判趙春琳
老師、郭虹老師以及呂國璋老師。獨唱組的冠軍為福建中

學校友會黃鳴兒，亞軍香島中學校友會周潔華和季軍香島
中學校友會李炳仁；小組唱組別冠軍為香島中學校友會合
唱團，亞軍為漢華中學校友會和季軍為香港勞校校友會；
大合唱組別冠軍為香島中學校友會，亞軍為漢華中學校友
會以及季軍為培僑中學校友會。大會於頒獎前邀得評判呂
國璋老師指揮全體合唱團大合唱指定歌曲滿江紅，場面相
當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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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潔華校友的比賽歌曲「這就是我」

▼

  李炳仁校友的比賽歌曲「我的太陽」

▼

  周潔華榮獲亞軍接受獎項

▼

  李炳仁榮獲季軍接受獎項

▼

  林茂翹林玉鳳代表小組唱領取冠軍獎項

▼

  李國材陳純妮代表大合唱領取冠軍獎項

▼

  周國強主席代表致歡迎詞

▼

  工作人員合照留念



辦法：郵寄支票（抬頭寫“香島中學高齡教工聯誼會有限公司＂），連同屆別、姓名、聯絡電話和
地址，寄回 九龍上海街638號旺角海景中心五樓 香島中學校友會收，以便寄回收據。

敬師表愛心

屆別 姓名 金額 屆別 姓名 金額

1 黃淑瑗 $200.00 26 吳絳星 $500.00
3 曾憲儀 $500.00 27 梁漢明 $200.00
6 廖克明 $10,000.00 28 李佩華 $1,000.00
6 鄧德濂 $5,000.00 29 李麗英 $1,000.00
6 周日昭 $200.00 29 鄺錦玲 $3,000.00
7 譚少海 $3,000.00 29 姜超英 $1,000.00
10 陳漢齊 $1,000.00 29 黎麗荷 $2,000.00
10 廖貴元 $3,000.00 29 黃佩華 $500.00
11 司徒宏 $3,000.00 29 梁夢粦 $50,000.00
11 關秩安 $20,000.00 29 鄧廉基 $2,000.00
12 陳兆堅 $100.00 30 陳華勝 $2,000.00
14 古啟陽 $2,000.00 30,31 關偉浩、陳淑卿 $5,000.00
15 李東漢 $5,000.00 埔分 30 岑振榮 $200.00
15 江錦獻 $1,000.00 31 陳潔文 $3,000.00
16 廖國雄 $20,000.00 31 范進豪 $2,000.00
17 謝鳳鳴 $500.00 34 殷浩然 $3,000.00
18 陳一心 $2,000.00 34 盧俊強 $100.00
18 袁永誠 $10,000.00 37 中五庚 $1,000.00
18 胡志雄 $3,000.00 預科 19 中六乙 $1,000.00
19 謝妙娟 $2,000.00 39 溫及靈 $3,000.00

19舊 彭惠琼 $2,000.00 43 王華峰 $5,000.00
19舊 鄭慶餘 $500.00 44 黃健威 $200.00

20 林允成 $1,000.00 45 莊燕玲 $500.00
20 黃定光 $10,000.00 夜 2 梁潔明 $3,000.00

20,27 鄭國權、楊桂枝 $1,000.00 夜 3 葉彭旺 $1,000.00
21 吳亮星 $1,000.00 夜 3 譚華羡 $500.00
21 洪文斌 $2,000.00 夜 4,6 陳兆興、祝雪仙 $5,000.00
22 李世留 $2,000.00 夜 6 丘月嫦 $1,000.00
22 刁森發 $2,000.00 夜 9 鍾志成 $2,000.00
22 蔡端端 $3,000.00 　 LI CHUN PING $1,000.00
22 平麗玲 $1,000.00
22 周璐菲 $1,000.00
22 陳樹仁、潘嘉蕾 $3,000.00
23 盧錦標 $500.00
23 楊位醒 $10,000.00
23 何寶茹 $500.00
23 溫志能 $1,000.00
26 郭劍才 $1,000.00
26 伍祥發 $10,000.00

售價$228

GMP 

本產品非中成藥,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

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品並不提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校友到教聯優惠物網另有折扣及贈送價值HK$30遠紅外磁砭貼二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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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2018年加入永久會員的校友
截至2018年11月，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屆別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17 林志華 關浚熙 丘浩賢 陳　蓉 葉永祺 楊子焜 梁國洪 楊浩賢 李樂姿

25中途 黃燦垣 林永彬 陳靖嵐 張楠蔚 陳俊皓 袁文鐸 梁明哲 楊　升 吳詠怡

30 吳冠星 劉家樂 章夕禧 張穎思 陳厚鈞 蔡洺洺 倫煒樂 歐嘉盈 蘇穎芝

30 張小敏 李健樂 詹凱琳 鍾沛諭 陳筠翹 陳晉熙 魏　峰 陳嘉怡 黃熙汶

31 范進豪 李軍樂 蔡沅錡 金凱翎 陳偉漢 陳熙誼 鄧樂程 鄭筱嬙 楊卓盈

32 余達東 蕭晉民 鍾　澄 林皚彤 陳穎詩 鄭榕琳 曾偉樂 徐子欣 楊穎茵

33 姚占元 鄧正豪 梁絡童 梁雅迪 陳若禕 張獻宇 謝宇漢 馮詠從 池能就

46 何文浩 崔灝一 李銘慧 梁琼丹 張溢銘 張啟津 姚浩賢 馮善晴 蔡諾希

52 區鳳鳴 黃梓峻 劉雅西 潘彩蘭 周敬凱 張詩琳 袁卓文 許家希 海　文

夜 6 梁秀珍 余浩東 蘇驚瀾 石曉琳 賴駒馳 張廷立 張嘉琪 林婉婷 林正賢

夜 9 曾新強 區妙霞 孫珮妍 沈小文 賴君豪 張婉晴 蔡敏儀 李穎琦 劉晉希

夜 9 賴天發 陳昊佳 譚嘉倩 曹悅晴 林希彤 朱茵琦 蔡雅雯 吳師瑩 梁俊杰

專科 18 梁菁儀 陳羿彤 刁嘉敏 王卓琳 林嘉莉 何綺晴 黃珮雯 楊燕逑 梁景禧

專科 18 王宇揚 鄭思敏 王晉頤 王蔚溰 梁可文 郭韻芝 郭祉呈 陳怡達 李一帆

專科 18 鍾小婷 程詠思 黃淑琳 徐巧恩 李俊賢 林頌軒 黎佩文 鄭富木 徐浩康

專科 18 黃政豪 蔡樂盈 黃燊怡 楊苑彥 李松昊 林煒龍 李芳鏵 張嘉俊 黃嘉星

專科 18 馬　悅 何妙珍 殷佩詩 邢珈綺 劉釗穎 梁樂銘 梁海琪 張家富 黃梓㬢

專科 18 陳曼莹 何萃華 楊鉍瀅 陳嘉偉 莫展弘 梁耀俊 石穎儀 蔡子曦 余浩賢

專科 18 馬國健 許冰瑜 余卓芝 鄭穎薇 吳錦鳳 黎淑雯 申茵筒 何鴻輝 余沛軒

專科 18 李永山 黃靜賢 袁樂欣 鄭閔璣 蘇茵怡 李芷晴 宋曉晴 梁晉熊 沙基安

以下為 72屆 鄺敏彤 鄭李瑞 周嘉悅 譚泳詩 廖峻杰 殷稱鮮 梁熙旻 趙　翔

陳頌昇 莊凱因 梁靖彤 陳啟燊 馮逸嵐 曾子源 麥寶瑩 袁嘉儀 梁崇德 安馬莉亞

陳君頌 蔡樂庭 梁錦杏 陳茂林 何允沖 黃寬政 吳卓謙 畢家鴻 梁子諾 麗雪兒

馮亦藍 洪嘉雯 李澤宜 陳俊賢 Singh 黃秉達 吳錦儀 張梓軒 李嘉輝 蔡雨晴

馮耀熙 葛綽瑤 李錦清 陳佑銘 江朗然 陳紫柔 吳淑怡 張弘諾 廖建鈞 陳繕怡

熊家進 李凱婷 顏澤恩 張倬僖 林澤昌 鄭凱輝 施翊澤 趙志明 雷嘉樂 周嘉敏

林澤延 李卓凝 謝映深 周俊德 林卓瑩 程秋頤 譚嶸萱 莊振傑 馬誠恩 鍾琳娜

劉智豪 吳亭儀 伍歡宜 鍾樂霑 林浚汶 朱嘉莉 鄧智康 莊嘉浩 吳律津 鍾宜靜

李浩然 伍芷潁 鄭淇峰 何建霖 羅嘉韜 江耀東 曹倩儀 鍾浚鍵 彭皓明 方凱穎

劉彥澧 曹咏茹 曹樂謙 何文浩 梁冠瑩 江潤林 王丹妮 方俊浩 冼煒賢 何潁錡

呂頌希 黃嘉熙 莊鈞昊 何承諭 梁佩儀 李泊佐 黃景鋒 方祐男 鄧凱騫 施鈞鈺

馬學政 胡曉楠 鍾樂霖 何梓諭 梁倩潼 林凱霖 王麗萍 韓旨晉 思　進 陳日謙

吳豪傳 薛　暉 方穎揚 韓浚彥 梁詩韵 羅銘希 任冠丞 劉翀祺 黃英豪 廖斯諾

吳韋衡 葉穎欣 何文洛 羅家俊 呂韋漢 魏頌然 陳嘉蔚 李時謙 邱俊軒 陳榆炘

譚兆堅 袁敏熹 洪子杰 李梓豪 陸嘉慧

杜嘉朗 陳冠賢 李嘉隽 李萬軍 陸藝冕

謝建希 陳鋭庭 劉鍵泓 繆炫燊 吳家俊

温正號 陳日輝 龍志豪 譚浩權 潘衍誠

王朗俊 鄭建為 吳銘鴻 鄧文彬 潘昇麟

黃胤鴻 張梓峯 伍浚銨 鄧鵬宏 潘俊龍

楊敏聰 張顯廷 蘇梓豪 楊晉浩 宋嘉晞

楊潤東 張乃乾 黃智軒 陳凱琳 曾柏軒

陳詩雅 程俊深 黃景城 吳子聰 高嘉偉

陳梓淇 程加棟 胡里奥 邱子為 關振威

陳芷琳 朱文澤 陳海珊 葉沛琪 李樂怡

張欣誼 方東亮 陳　穎 邱俊逸 梁家雯

蔡沁妮 鍾俊華 阮黃江 葉仲婷 鄧曉彤

王國鴻 馮兆文 蕭綽勳 林曉雯 鍾震亨

王希舜 何濼言 蘇武軒 林杏妮 岳俊榮

黃慧欣 簡大為 曾兆鋒 李靖童 范舒婷

王文健 蘇雨晴 吳小橋 高美珊 譚世濠

黃映泓 戴穎彤 胡慧文 古嘉慧 張仲喆

任凱琳 利美珊 林莎莉 李詠霖 羅志彥

張瀟丹 黃皇鳳 蘇　雲 盧芊允 鄭懷恩

沙煒城 陳韋皓 梁嘉明 陳彥萌 校友到教聯優惠物網另有折扣及贈送價值HK$30遠紅外磁砭貼二片

潤肺鎮咳

強肝護胃

養顏嫩膚

美白袪色斑

改善便秘

助長兒童發育

本產品非中成藥,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

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品並不提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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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六日是我們美東校友會的大日子，今天雖然陽光並不明媚，但都沒有下雨，遠遠近近的校友於下午四時就相繼到達關志成會長家，連第一
屆倪月桂大姐都不計要用助行器也爭取出席，的確難能可貴。廿三屆譚經文見完醫生也趕過來，難得！難得！

  約五時許，大部份校友都到齊了，每人一菜的大聚餐正式開始，滿桌佳餚各具特
色，關志成夫婦烹調的蕎麥冷麵，雞絲炒飯，南瓜濃湯，健康滋味；仇小英準備的豬
皮，蘿蔔、魚丸炆牛腩，有路邊小食的特色，還加個油菜，嚴居少炮製的燒排骨都色香
味俱全，另外有燒鴨，蔥油雞，炒麵，烏冬，叉燒……，最值得一提的是林恵琴帶來經
由大廚強哥烹調的錦鹵雲吞，炸蝦，雞絲海蜇，極具大厨的風範，把我們的味覺帶返香
港，極之回味。仲有爭取趕來嘅譚經文夫婦也帶來了兩款家常菜：煎蛋角同炆豬手，好
有食媽媽煮的感覺。再加上嚴居少帶來的幾款美酒，經過一輪大快朵頤，回味無窮。

  接下來就是我們改選的重要時刻，首先感謝關志成會長及關太Haide過去多年為我
們美東校友會勞心勞力，也感謝仇小英為我們打理財務，感謝各理事及校友多年來的支
持。我們以舉手投票的方式選出了：

永遠名譽顧問：倪月桂大姐	 顧　　　　問：關志成，伍小明
主　　　　席：嚴居少	 	 副 　 主　席：李健雄
財　　　　務：仇小英	 	 秘 　 書　長：陳妙蘭
副 秘 書 長：麥大忠
　　與會人數連家屬二十一人，全票通過各理事的選任。

　　改選後，大家馬上展開對今後會務發展及方向的討論，一致認為加強校友之間的聯繫是大方向，盡可能聯絡身邊的校友，個别失聯多時的校友
盡量聯繫。鞏固現有群組的聯繫，動員未加入群組的校友加入群組，歡迎校友的另一半也加入群組，方便聯絡及互相交流。有個别不用微信的校友
由伍慧儀負責電話聯絡。建立網頁希望可以透過網路令多些校友關注有美東校友會的存在，從而聯絡我會，進而發展更多的會員。

　　今後，定當圍繞在香港校友會的週圍，加強同各地分會的聯繫，發展及壯大美東校友會。

美東校友會分會順利改選

▼

  前排左起：關志成(23)，伍小明(30)，林惠芳(24)，葉卓堅
(24)；中排左起：譚耀佳(26)，胡瑞倫(11)，嚴鳯英(30)，倪月
桂大姐(1)，伍慧儀(19)，梁雁玲(譚經文太太)，林恵琴(26)；
後排左起：強哥(林恵琴先生)，仇小英(26)，梁靜雯(李健雄太
太)，Haide(關志成太太)，麥大忠(19)，嚴居少(30)，譚經文
(23)，李健雄(29)。括號內數字係屆别。

分會
消息

  準備月餘的中秋聚餐終於來到了，當天雖然外面下着雨，但也難掩大家興奮的心情。租用哈勞中心的最大特色就是他的大厨房，可以炮製自己
喜歡的美味佳餚，可讓大家玩得開心，食得開心，難得是蘭姐夫婦不畏艱辛，煮得一樣咁開心！

  23屆陳秋蘭師姐早已為我們選購了新鮮食材，幾天前已把芋頭扣肉三蒸三煮先弄好，
大清早聯同夫婿黎輝和大㕑返到中心開展工作……清洗食材和分類等準備工作，待齊人後便
可烹製。蘭姐夫婦盡心努力地為大家服務，這熱情令人好生感動！黎大厨更是特意請假來
替我們烹製薑蔥龍蝦和脆皮燒鴨！

  桌上擺滿8熱葷、2甜品、加糯米飯，還敬送自製冰皮月餅！吃不完還可入盒帶回家。

  彭錦棠副會長甫抵達中心便立即披甲上陣，無惧㕑房裡油煙，幫手烹調，減輕黎大㕑
和蘭姐的壓力。一時間整個㕑房熱鬧非常，笑聲四起！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14屆賴仲修師兄年紀大不宜駕長途車，熱心的蔡會長知道後便負起接載師兄的任務，
會後彭副會長主動送師兄回家，充分展現出香島兒女互助友愛的精神！

  24屆李瑞霞師姐一星期前已經由曼城落了倫敦看粵劇表演，順道探親訪友並多留幾天
就是為了參加我們今次的中秋聚會，又為我們高唱粤曲助慶，她明白相識是缘分，非常珍
惜相聚的時光！

  謝謝27屆劉愛玉校友偕夫婿李權邦先生駕車幫忙去車站接載校友回中心。李生聯同26
屆溫瑞平校友搬出長梯，合力佈置會場，掛上橫額及標語……等，推出乒乓球枱準備好给大
家玩耍……大會結束後更幫手打掃和清除垃圾，感謝！

  陳炳忠醫師一行四人……眉姐、娥姐和帶來一位新朋友Cindy 姐浩浩蕩蕩齊來慶賀。感
謝支持！

  本人有幸可跟蘭姐學整冰皮月餅，多謝她的鼓勵和指點，最後都可
完成送给大家分享，感謝大家的支持！

  蔡會長、陳醫師、彭副……等都帶上精緻禮物作為抽獎贊助。此次
活動由籌備至完成，全賴大家的關心和支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校友
會對大家的努力和慷慨，致以萬分謝意！

  隨着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完滿了我們的慶祝活動。謝謝嘉賓
Alex（哈勞中心經理）蒞臨指導，還有中心創辦人之一的“碧姐”賞臉
光臨，找來義工媚姐來幫忙照顧周到，衷心感謝他們的全力支持，使得
聯歡會得以順利舉行，成功完滿結束！

香島校友會歐洲分會
迎中秋賀國慶哈勞中心大聚餐

▼

  由左至右（前坐）陳秀娥（9）、符月眉（14）、賴仲修
（14）、蔡偉粦會長（埔分32）、陳炳忠（14）、彭錦棠
副會長（埔分30）、朱麗嫦總務（26）。後站立者：溫瑞平
（26）、蔡偉國（埔分34）、陳秋蘭秘書長（23）、蔡會
長夫人琴姐、李權邦先生、（李太）劉愛玉（27）、李瑞霞
（24）

▼

  準備入席

▼

  得力助手彭錦棠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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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屆 羅國生

　 

　黃金海岸、凱恩斯之行　

暢遊澳國笑開颜，兩女能通外語閒。
驚歎潮頭朝踏浪，喜觀螢火夜翻山。
心虛駕霧空餘憾，膽壯潛游自等閑。
攬勝公園追袋鼠，渾忘少艾不回還。

　 

　夜探雨林觀螢火　

中秋之夜在他鄉，澳國風情細品嘗。
為看螢蟲光亮閃，穿林摸黑上山岡。

　觀看女兒跳傘隨想　

月殿宮門冉冉開，雲端湧出仙姬來。
飛翔彩傘随風落，萬里藍天作舞台。

　 

　潛水欣賞大堡礁珊瑚群　

(一)
暢游碧海樂逍遥，潛賞蜚聲大堡礁。
大小珊瑚多豔麗，魚兒自在逗人聊。

(二)
穿着蛙鞋背氣筒，專程來賞水晶宮。
蘇眉友善珊瑚美，海底風光别不同。

澳洲行

滔滔珠江口，橫繫玉帶橋。
蜿蜒望無端，飄渺帆塔遙。
穿入人工島，潛經海龍殿。
復出人工島，茫茫水連天。
橋上車飛馳，轉眼抵澳珠。
神州偉建設，寰宇執牛耳。

9屆 劉燦

港珠澳大橋遊
百
分
百
紅
心
番
石
榴
原
果
條

100% 紅心番石榴果茶
此產品或有助於

校友到教聯優惠物網另有折扣及贈送價值HK$30遠紅外磁砭貼二片

本產品非中成藥,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

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品並不提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校友
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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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73566、 
旺 角39967660、元朗39967894、沙田39968064

3.  精研微創外科中心外科醫生，查詢27800869， 
地址：九龍公園徑1號裕華國際大廈八樓全層  
(只限外科)

　 

眼鏡優惠
　　憑永久會員証前往清晰視力各分店驗配框架眼鏡
或者購買太陽眼鏡，即享原價8折再額外85折優惠。
年滿65歲以上可使用醫療券。六間分店包括：北角英
皇道24558820、西環卑路乍街24558777、香港仔成
都道35946140、佐敦佐敦道23751866、紅磡海逸道
31562392以及佐敦恆豐中心23751833。
　 

本會代售
正泰濃縮蜂膠軟膠囊(80粒/瓶) HK$158/盒
正泰磁砭貼一盒(6片裝) HK$30/盒
正泰御糖紅心番石榴茶(200克/盒) HK$109/盒
化橘紅罐裝(120克) HK$250/罐
正泰土蜂野桂花蜜(500克/瓶) HK$59/瓶
化橘紅盒裝 (60克) HK$55/盒
長白山黑木耳160克/盒/10小盒 HK$55/盒
正泰蜜糖梘80克 HK$38/盒
需要的校友可來電2381 7262或WS5403 8598訂購，
註明產品名稱和數量，貨到校友會後會通知來付款取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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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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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2 4 6 0 0 0 ,  2 3 8 9 0 0 4 4；E m a i l : 
kwong@carreraautos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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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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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攝影講座
　　20/10/2018 香島正校小禮堂迎來了「香島校友會
攝影之友俱樂部」所舉辦的首項活動：立體攝影專題
講座。

　　香港立體攝影第一人，有3D怪傑之稱的Henry鍾
有添先生，以他專業攝影師的角度，帶領我們開展了
認識立體攝影的旅程！

　　會上，Henry 鍾先生慷慨地把廿多年來從世界
各地搜羅珍藏的各款新舊型號的立體相機帶來展覽，
讓大家近距離欣賞，大開眼界！由他親自設計製作的
45度角的立體相架，為我們展示了精彩的立體相片效
果！

　　到場的校友們對展品都甚感興趣不停發問，鍾先
生不厭其煩的細心解答。他所搜集的大量珍貴資料，
把我們帶進趣味無窮的立體攝影時光隧道！

　　感謝攝影這共同愛
好，從13屆的老校友至
就讀正校的未來校友，
都吸引前來聚首一堂，
共渡了一個開心、進
益、精彩的下午。

▼

   參加者與鍾有添先生合照留念

▼

   容祝平常務理事致送紀念品給
鍾有添先生



校友會會所適合舉辦大食會、茶會、酒

會、舞會、講座、班組活動及會議，歡迎

校友租場使用。有興趣的校友可致電2381 7262校友會查詢。
　　所有的租場必須先填妥表格，並於活動前一星期交回表格及

租金作實。另每屆搞手皆可免費使用會議室商討屆活動。此乃非

牟利收費，如涉及商業活動，租金面議。

 
註 (1)：包場包括本會音響設施、卡拉 OK、電視機、數碼錄影機。
註 (2)： 普通場租則表示只提供活動室及桌椅，不包括會議室及其他儀器設備。

時  間
包  租 (1)

(星期一至五 ) 
普通場租 (2)

(星期一至五 )
會 議 室

(星期一至五 )

9:00-12:00a.m.
星期六、日 $500

會員 $300
校友 $400

會員 $100
校友 $200

會員 $70
校友 $90

2:00-5:00p.m.
星期六、日 $500

會員 $400
校友 $600

會員 $200
校友 $300

會員 $70
校友 $90

6:30-9:30p.m.
星期六、日 $800

會員 $400
校友 $600

會員 $200
校友 $400

會員 $80
校友 $100

場地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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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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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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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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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長青中樂團成立音樂會圓滿成功香島長青中樂團成立音樂會圓滿成功

    2018年 9月17日的晚上，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響起了振奮人心的絳州

鼓樂《黃河船夫》，為本會屬下的香島長青中樂團成立音樂會拉開了帷幕。

在這之前一天，超級颱風「山竹」襲港，在交通環境極其惡劣的情況下，並未有

阻礙千多名觀眾和校友們的熱情和支持，如雷貫耳的掌聲給予七十多名團員最大

的鼓勵。

    整晚的曲目演奏引起觀眾的共鳴和喝采，《大寨紅花遍地開》勾起了對祖國

農民開山劈嶺團結一心的回憶，《龍騰虎躍》、《漁舟唱晚》、《社慶》等，都

是香島校友們耳熟能詳的樂曲，加上由多位好友及校友擔任的獨奏，表現了民族

樂器中吹、彈、拉、打的元素，精彩萬分，令觀眾整晚陶醉在富感染力的音樂世

界。

己亥年新春團拜、
會員大會暨獎學金頒獎禮

日期：2019年2月16日 年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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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獎學金
　　　3. 節目表演　　4. 茶點招待
報名：電話2381 7262  whatsapp：5403 8598  

歡迎各屆校友參加，為免招待不週，

請先致電登記2381 7262 / 5403 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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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島中學校友會
舉行二零一九年度會員大會通告

本會定於2019年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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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新春行大運中山珠海一天遊
品嚐「招牌石岐紅燒乳鴿宴」、

「漁米之鄉豐收宴」食足兩餐
出發日期：2019年2月24日（星期日）
集合地點：深圳羅湖口岸餐廳門口
集合時間：早上8:30 
旅遊路線： 羅湖口岸集合中山「紫馬嶺花花世界」賞春

花午餐品嚐「招牌石岐紅燒乳鴿宴(每位半隻) 
「海韻城大型購物商城」自由閒逛珠海新景
點「日月貝歌劇院外觀」「園明新園」享用
晚餐「漁米之鄉豐收宴」回程羅湖口岸解散 

費　　用：會員$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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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自行購買旅遊綜合保險）服務小費每位
$60(當日自行支付)

截止日期：2019年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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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為慶祝校友會六十週年鑽禧會慶，理事會決議：由

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申請做永
久會員只需$150.(原價$300)，請把握良機哦！

慶祝香島中學校友會60週年會慶暨
香島中學73週年校慶聯歡餐會 

日期：2019年4月3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七時正
地點：沙田石門富臨皇宮（港鐵石門站C出口）
　　　石門京瑞廣場2期2樓
費用：每劵320元(每劵壹人) 
　　　每席$3840.(十二人)
內容：1. 抽獎助興；    
　　　2.  為中學第3、13、23、33、43、53、63、夜

11屆慶祝畢業70、60、50、40、 30、20、
10週年紀念，該等屆別校友上台接受到會的賓
客祝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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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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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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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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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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