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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
2017年榮獲香港特區政府授勳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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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台山兩天遊

▼

   全體合照

▼

   部份理事及家屬

▼

   橋牌樂

新一屆理事會已經產生，第一次理事會會議於9月1日舉行，會上選出主席並進行分工，架構如下：

香島中學校友會 第27屆理事會正式成立

有關理事介紹，可參閱特刊。

主　席：周國強
副主席：李光明、王華峰、伍禮賢
秘書長：梁夢粦
財　政：王志華、陳銘艷
文化康樂部： 容祝平、何樹華、李麗芳(兼)、 

馬如慶、蕭潤芬、林瑞興 

會員聯絡部： 危志光、謝育元、周成峰、容祝平(兼)、何少棠、  
朱志雲、何思行、潘偉妍、曾大(天水圍香島分會)、 
王婉儀(將軍澳香島分會)、蔡偉力(香島專科分會)

福　利　部： 李麗芳、區燕萍、徐月華、葉青山(兼)、王蠡、蔡偉力(兼)
資訊出版部：楊星波、李華強、王志華(兼)、林瑞興(兼)、林衛平(兼)
社會事務部：葉青山  梁夢粦  林衛平



第十四屆「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第十四屆「會慶盃」羽毛球賽
　　2017年5月21日（星期日）於將軍澳香島中學舉辦了一年一度的「會慶盃」羽毛球賽。參賽者一早就到來熱
身，為比賽作好準備。比賽開始，大家的實力旗鼓相當，鬥得難分難解，相當精彩，賽果如下：

　　2017年6月25日（星期日）在將軍澳香島中學禮堂上演了一場又一場激烈的乒乓球賽，各組的優勝者順利產
生，賽果如下：

公開組 男子雙打
冠軍：郭仁史、林曉東；亞軍：關敏聰、郭智材；
季軍：林偉年、羅旭奎

公開組男單
冠軍：梁倬寧；亞軍：曹燦光；季軍：梁景就

公開組女單
冠軍：霍慧儀；亞軍：盧德瑩；季軍：林曉芳

學生組男雙
冠軍：梁樂軒、馬浚鈞；亞軍：王海達、方釋銳；
季軍：李竣羲、何迪朗

學生組男雙
冠軍： 魏瑋俊、黃靖嵐（正校）；
亞軍： 馮浩智、譚世濠（將軍澳）；
季軍：楊浩龍、熊靖（天水圍）

公開組 男子單打
冠軍：關敏聰；亞軍：郭智材 ；季軍：林啟全

公開組男雙
冠軍：譚祺光、曹燦光；亞軍：陳定中、陳定國；
季軍：孫國力、曾志強

公開組女雙
冠軍：盧德瑩、梁少芳；亞軍：戴笑惠、霍慧儀；
季軍：謝彥群、黃碧珍

學生組女單
冠軍：謝銘施；亞軍：林婧彤；季軍：葉素心

公開組 男子單打
冠軍：馮浩智（將軍澳）；
亞軍：林昭潤（天水圍）；
季軍：魏瑋俊（正校）

公開組  混合雙打
冠軍：謝雪芳、陳建峰；亞軍：林偉華、温淑芳；
季軍：郭仁史、黃麗萍

公開組  混合雙打
冠軍：葉銘琛、謝銘施；亞軍：凌慧文、梁倬寧；
季軍：梁景就、黃碧珍

學生組男單
冠軍：梁樂軒；亞軍：葉銘琛；季軍：何迪朗

學生組女雙
冠軍：謝銘施、林婧彤；亞軍：馬佩沂、陳子穎；
季軍：葉素心、歐陽嘉琪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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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會訊悼念一欄，7屆劉
炳祥誤植為劉炳強、14屆鄺寶安
誤植為陳寶安，特此更正並致真

摰歉意！

　　是期稿擠，部份稿件將安排

在第4期會訊刊出，不便之處，
敬請見諒！

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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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會乒乓球友誼賽今年由福建中學校友會主辦，已於7月16日在觀塘福建中學完滿結束。今年在原來五間友會的基礎上，新加
了中華育華、新僑聯隊、福中教職聯共八隊。賽事以小組循環賽進行，五局三勝，五局包括兩男單、一女單、一混雙和一男雙。今

年我會代表有：男子譚祺光、梁偉進、陳用民、黄振邦、張俊峰、張詠謙、葉銘琛；女子郭麗蘭、凌慧文、譚迪文、馮育楹。多位

年青校友雖有工作在身也請假參加

比賽，真的深受感動。雖然賽前因

大家的工作忙碌而未能進行集訓，

但在比賽當日，校友們發揮了香島

精神，互相鼓勵，互相加油，在各

友會實力提升的情況下，勇奪亞軍

殊榮，相當的不簡單啊！感謝各位

校友的幫忙，這隊由老中青組成的

代表隊，給你們一個「讚」！

　　6月29日早上，校友會合唱團應天水圍香島之邀參與「慶祝香港回歸二十週年聯課活動大匯
演」。合唱團安排了女聲獨唱和男子二重唱，精彩的演出得到同學們熱烈的歡迎。

　　6月30日晚上，校友會合唱團和香島長青中樂團應母校邀請參與「香島中學慶祝香港回歸二十
週年文藝晚會」。香島長青中樂團安排了由嚴觀發校友擔任指揮演奏了「好日子」、「金蛇狂

舞」；笛子獨奏「揚鞭催馬運糧忙」以及蔡慧儀校友的古箏與樂隊演奏「漁舟唱晚主題隨想曲。

校友會合唱團則演唱三首大合唱「天路」、「到外邊來，到外邊來！」以及「大地恩情」。校友

們的高水平演出博得全場觀眾熱烈的掌聲。

【國泰達鳴盃】友會乒乓球友誼賽2017

參與母校慶祝回歸二十週年文藝演出
▼

    香島長青中樂團

▼

    香島校友會合唱團演出

▼

    代表隊員合照

▼

    領獎

▼

    吳容輝校長頒發紀念狀給莫
德心校友、譚祺光校友以及
李國材校友



分會
消息 歐洲分會

香島校友會歐洲分會近來組織探訪活動：

　　7月26日朱麗嫦、溫瑞平聯同陳秋蘭秘書長夫婦前往
Norwich 探訪第4屆林桂泉校友。林桂泉校友欣喜非常：
「我是香島第四屆校友、年近九十歲的林桂泉，感謝香島
歐洲分會對老校友的關心。今天（7月26日）陳秋蘭秘書、
朱麗嫦、溫瑞平及黎先生從倫敦驅車3小時到Norwich市我
家來探望。並贈送2盒
“火紅的年代”校慶
音樂會DVD及其它禮
物。坐談 2個多小時
後，到附近我長女林兵
開的廣東餐館吃晚飯。
校友親如手足，相聚甚
歡！謝謝校友們！」

　　8月7日在蔡偉粦會長率領下，一行眾人包括蔡會長伉
儷，陳炳忠、符月眉、彭錦棠副會長、陳秋蘭和夫婿黎先
生、劉愛玉與夫婿李先生、溫瑞平、朱麗嫦遠道去牛津郡
Oxford Wantage探訪李妙娟校友。李妙娟校友：「多謝各
位校友遠道來牛津郡聚會，還帶來各種美味食物，連夜製
作點心，盛意濃情，不勝感激！平常很少機會和這麼多中
國人聚會，而且
大家都有相近的
背景，實是難能
可貴！特別感到
高興的是可以和
各位到白馬山一
行，觀看田園景
色，渡過寫意的

一個下午。希望各位有機
會再來，我先生子儀很樂
意作嚮道帶大家到附近優
美風景的地方走走！希望
很快又再聚！」

　　8月13日在美好的天氣下
我們北上到 Milton Keynes 探
訪俞翠珠校友，得到她們的熱
情招待請我們到茶樓食午餐！
在此很多謝翠珠校友！午餐後
還招待我們到她家飲美味的腐
竹雞蛋糖水！大家談笑開心時
間也過得很快！希望下次能在
倫敦一起聚會！

　　8月17日往曼城探訪校友，金煌茶樓歡聚。感謝梁瑞
祥、李瑞霞、陳碧儀、蕭健全……等校友出席。香島像個
大家庭，甫見面如久別的兄弟姊妹，談笑風生，其中蕭
學長與陳兄竟然是讀書時期的老朋友……“鄉音無改鬢毛
衰”……

　　謝謝碧儀請飲茶，又買了麵包給我們，善良細心，招
呼周到，匆匆短聚，希望下次很快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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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夫婦與朱麗嫦、陳秋蘭和
溫瑞平校友合照

▼

  自拍留念

▼

  歡聚一齊品嚐自製美食

▼

  遊覽白馬山 ▼    前排梁瑞祥（10屆）、蕭健全（24屆） 
後排左起李瑞霞（24屆）、 溫瑞平（26屆）、 
陳碧儀（31屆）和朱麗嫦（26屆）



星加坡分會活動
　　香島校友
會星加坡分會
2017年6月26日
行山後茶聚。

　　七月底的一個星期
日，五位校友約好一起參
觀星加坡新生水廠，用過
的水被收集，處理後迴圈
再用，處理過的水很純
淨，還得另外加上礦物質
使之達到接近天然水的級
數，目前這科技已有多個
國家在研究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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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羅蕙君（v手勢），陳玉琼（前
坐），何家放，陳怡，曾界明（站），鍾太
太，鍾炳堯，梁慶民（ 前坐），陳浩洲，
范壽昌，陳美珊（站），余錦漢（站）

▼

  站在水廠外的五位校友是聶松東，何
家放，余錦漢，陳浩洲和羅蕙君

▼

    2017年入會訊

梁夢粦

20年的奉獻
20年的堅持，



　　8月19日是今年校友會的戶外活動日。記得去年活動時還擔心
泊車問題， 活動剛結束校友們便匆匆離開，恐怕因逾時泊車而被拖
走。好像還在談論這個話題便又一年了。

　　之前幾個星期 BC 省山火嚴重加上天氣惡劣，令到整個省煙霧彌
漫。活動日天公造美，那天只是晨早有少許薄霧，九點後便天色放

晴，但陽光不至於過於猛烈，反而非常適合戶外活動，愛美的師姐， 
師妹們也不用遮遮掩掩，以防曬出黑斑。

　　今年有五十三人參與，人數也不少，因舉辦的場地是公園，部份

理事組成先頭部隊，兩小時前到達打點一切，搬枱搬椅不在話下，幾

拾瓶樽裝水，還有兩個大西瓜，小些氣力都不成，最後搭起兩個大帳

篷，再掛上艷麗奪目的加西校友會橫額，一切準備就緒，只是等待校

友們的來臨。 

　　十點幾啦何淑英是報了名參加的為何還未見出現？她應該知道活

動在幾時開始的呀，她仍躲在家中或睡過了頭？不是！絕對不是！！

而是她獨自留在家中為活動的午餐準備部份食物，有：焗雞肶，涼伴

雲耳青瓜，冬菇燴白菜苗，還有精美的甜品─焗年糕。我們還預訂

了其他食物，其中一樣是脆皮燒豬，我們平時去燒臘鋪只是隔著玻璃

櫃“欣賞”，恐怕一時忍不住口食多了之後膽固醇增高，而產生一連

串不良後果而作罷。但集體五十多人每人一，兩件也不為過，當中最

精彩的是有綽號「貓」的為食貓袁素娟（第9屆），她連盤底剩下的
燒豬皮也不放過，她當時表現出像貓咪偷食得到手而沾沾自喜的表

情，因而形成一個有趣又可愛的畫面。

　　十點鐘後校友都陸續到齊，互相問候寒喧少不了，17屆的吳坤泉
由西雅圖開車來已不是稀客，由夏季戶外活動到冬天酒樓聚餐他都盡

可能參與，有時錯覺他就住在我們附近，但其實這“附近”卻是三個

多小時車程。而另一個由西雅圖來的是（23屆）周海倫丈夫 Andy，
海倫因事來不了， 但Andy 卻身負重任載姐姐（22屆）周璐菲來溫哥
華，璐菲她居住在鳳凰城，為了這次活動而有這趟行程。她的到來當

然有驚喜啦，更難得是Andy 這個香島女婿也異常投入我們這個集體。 

　　各位我有一個環節還未講----那就是遊戲節目，這個好重要，
是能增加歡樂氣氛的要素。有遊戲當然有獎品，所有獎品都陳列在

枱上非常壯觀。分三組，各屆來個 max & mach組合，要贏得獎品
就要隊員們齊心協力了。鄺海清和康樂組員們分工合作領導各個遊

戲環節。著衫除衫─一件特大的T恤要著完除下給另一個組員，看
似簡單，但如果你患有五十肩那便不能勝任。另一個是口述猜謎，

這可能是猜名人，明星，食物等。再一個是看動作猜謎，做動作示

範的那一個要放下身段，完全無儀態可言，務求自己的隊友估到你

想表達的意思。現在科技發達人手一個智慧手機，就利用這個科技

吧，要影下指定六個有代表性的形態。例如電影鐵達尼號男女主角

站在船頭招牌動作，黃飛鴻的武術招式等等，這要用手機影下，最

形似的便勝出。其中黃組佔了先機，組員有（13屆）蔡雲及朱承彩
夫婦，毫無難度下便嬴了，老實講他們夫婦又合拍又有默契，輸的

兩隊也輸得心服口服。其實玩集體遊戲又特別又好玩的是，如果你

參與其中你便要投入，配合其他隊員，忘記自己的年齡，身份或地

位，例如數次站在臺上領獎的兒童文學作家第18屆陳華英，在玩遊
戲時也一樣手舞足蹈，面部表情十足，讀者們怎樣也想像不到作家

在私底下也有輕鬆活潑的一面。

　　每次活動不管是室內室外，校友們是希望藉此機會聚一聚，不會

計較食甚麼？抽到甚麼獎品，當中有同屆同班的，有由第8屆到35屆，
年齡差距頗大，幾次聚會之後已經頗熟絡了，大家都懷著一份特別的

感情而聚在一起，談談往事，說說現今。就是因為有這份“情”，遠

住在3329公里外美國鳳凰城的周璐菲也專程到來，可見一斑。

　　*鑒於早屆校友（第5屆至第9屆）年事已高，不太方便戶外活
動，因此在跟著戶外活動後的星期四，便約了他們茶聚，反應熱烈，

連同顧問楊炳光及現屆會長林玉英一共十五人出席。他們自已形容這

次是個歡愉，溫馨的茶敘。 

　　不管任何形式的聚會都希望大家享受相聚的一刻， 謝謝大家的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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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屆其實是人強馬壯，但照片中只有五個排
排坐，其餘的呢？圖右二：坐姿甚有霸氣的
是住在西雅圖吳坤泉。左一：27屆朱以毅和
左二；22屆蔡祝平夫婦，他們坐在師兄師姐
旁， 是新相識還是舊相與？

▼

  左起：22屆周璐菲，18屆周孟川及陳華英、
周璐菲專程遠道由美國鳳凰城到溫哥華參與
這次活動，原來她和兩位師姐首次見面，而
自我介紹認識，表情一致，笑容一致，拍張
照片留念。

▼

  沒有出席戶外活動的早屆大哥大姐（第5屆至
第9屆）另外組織了一次茶聚。他們自己形容
為歡愉而溫馨的聚會。

2017年加西分會夏季戶外活動後記 

▼

  53人的合照壯觀嗎？

22屆 黃阮鈿



九龍塘香島文憑考試

1、核心科目成績優秀

　2、整體表現出色　

天水圍香島中學2017文憑試成績
努力打拼　成績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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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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1 7262陳小姐。

場地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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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包 租 ⑴
（星期一至五）

普通場租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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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⑴：包場包括本會音響設施、卡拉OK、電視機、數碼錄影機。
註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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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宴聯歡
　　又到金風送爽，東籬菊秀，大澤蛇肥，及時進補的時節了。本
會歷年舉辦蛇宴聯歡聚餐，深得不少校友及家屬歡迎，今年將一
如既往，再接再厲，有興趣的校友，為免向隅，請儘快致電本會
2381 7262購券。有關詳情如下：
日　　期：2017年12月15日（星期五）中業校友會
時　　間：晚上七時半 
費　　用：每席HK$2,280. 每位HK$195.
席　　數：16圍
查　　詢：2381 7262或WhatsApp 5403 8598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編織班
日　　期：2017年10月17日（星期二）下午：2:30-4:30
地　　點：校友會會所
導　　師：13屆劉巧珍校友
費　　用：免費（需自備毛冷、織針）
報　　名：2381 7262 或 WhatsApp 5403 8598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第四屆「友誼盃」籃球友誼賽
日　　期：2017年11月19、26日（星期日）
地　　點：九龍塘香島中學室外籃球場
報名費用：每隊$100.
比賽組別：男子組　甲組：1977年或40歲以前
　　　　　　　　　乙組：1978年或39歲以後
　　　　　女子組不限年齡
獎　　項：各組別設冠、亞、季軍      
對　　象：�全體校友，惟所有隊員必須是合格會員。每隊只限兩名

贊助會員；每隊只限12人。
　　　　　★合格會員指永久會員，或17-18年度普通會員★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月4日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WhatsApp 5403 8598

歡迎校友們到場參觀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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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福利
觀自在素食會員優惠

　　永久會員和2017-2018年度普通會員，憑証可親上校
友會領取觀自在素食VIP咭乙張，可獲九折優惠（齋期日
子除外），為期一年。觀自在素食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
凱途發展大廈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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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聯優惠物聯網
　　教聯會於2 0 1 6年成立「教聯優惠物聯網  w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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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