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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賣 品

龍騰虎躍慶國慶  
  香島校友會合唱團和香島長青中樂團繼一月份在中環大會堂合作演出慶
祝60週年會慶暨70週年國慶音樂會後，在9月22日再次攜手合作參與由新界
鄉議局主辦慶國慶音樂會。這是首次在石門鄉議局大樓大劇院演出，節目豐

富精彩。其中重頭戲是由長青中樂團伴奏，李瑞霞校友和林波領唱，香島校

友會合唱團伴唱的粵調「眾志成城創新天」以及大合唱「天路」、「英雄贊

歌」、「獅子山下」。在動盪的時局下，當晚有超過八成入座率，實屬難

得。

李瑞霞校友領唱粵語小調「眾志成城創新天」

杜錫礎校友指揮，周潔華校友領唱「天路」

長青中樂團黎漢明團長接受紀念品

全體演出人員與鄉議局領導合照

合唱團李國材團長接受紀念品

大合唱「獅子山下」

葉敢新校友指揮「電視主題組曲」

岑煥然校友琵琶獨奏「十面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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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2019年加入永久會員的校友
截至2019年11月，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屆別 姓名 姓名
33 劉志強 以下為73屆 陳虹羽 高潁潼 黃文俊 鍾馨儀 蔡雅蕊 曾錦恒
33 譚鈺娟 李國謙 李世健 張仲倩 林諾兒 楊震海 何嘉捷 羅芷瞳 周宇傑
33 楊君穎 陳哲熙 黎志煒 方顥穎 林昕荍 姚建安 KAYANI 

SAMAN 李家軒 洪正匡
33 張志雄 陳俊皓 廖學寧 馮晞潼 李曼麗 陳嫦霞 唐慧寶 李世煌 龔程焬
33 盧國威 陳敬樂 冼璟浩 藍德恩 李穎彤 鍾康翹 利美華 李泳潼 郭詩琪
33 劉卓聲 陳君澤 蕭晧頤 劉汶瑄 梁凱恒 馮斯琪 温嘉莉 盧政康 林聰穎
33 關蕙娟 莊逸騫 湯鈞淇 李嘉俐 李嘉慧 黃泳欣 黃頌淇 羅卓竑 林浩源

33中途 莊潔嫦 鍾懷德 黃博涵 廖文慧 李玥昕 賴嘉敏 肖澤敏 萬天進 梁欣陶
33中途 李麗芳 方嘉鍵 黃騰樂 林湘琪 譚泳盈 陳嘉俊 葉凱彤 吳釆蓓 林佳珍

34 關蕙佩 顏姚澤 伍瀚森 凌 瓏 杜詠婷 莊家衍 張振霖 丁尹亭 馬浚鈞
37 羅文海 簡偉龍 薛理鋒 馬凱琳 謝慧琳 朱卓楠 張中鳴 蔡文煒 石佳慧
40 曾紹漢 林再壕 容澤程 馬羨妮 楊雨青 朱家亮 張翹楚 黃俊傑 蕭泉谷
40 許若青 柳逢生 蔡丹琳 吳詠萁 嚴凱頤 徐嘉榮 鍾宇軒 黃文越 曾子南
43 何惠玲 李家威 鄒彩祥 冼卓穎 張慧琳 何詠晧 方慧茹 吳俊鵬 王靖瑜

43中途 江 紅 李浚傑 馮毅欣 王清荣 朱思瑶 江文熙 馮浩彬 甄威舜 王一鳴
45中途 容佩群 李天生 何善渝 吳冰冰 陳政熙 林樂賢 許燁燊 邱迪詩 翁澤楠

47 楊雅美 李志皓 華穎愷 許煥珍 陳浩賢 劉 滔 許穎心 于文彬 黃奕瑋
54中途 方煒龍 文建鈞 關樂文 葉麗清 鄭啟鋒 衛卓謙 郭婉嬉 余浚毓 吳詩穎

夜1 黃禮柏 伍海文 郭安琪 袁启盈 熊 靖 黃楚泓 鄺靜彤 翁正軒
夜1 詹國強 魏汀奇 林依汶 袁藝瑕 李𣾀謙 黃希祐 賴嘉如 翟瑋謙
夜2 陳麗新 吳建霖 林師曲 張馨文 梁廸楠 黃毅浚 李康盈 張倬源
夜2 王志強 葉穎聰 陸澄茹 朱倚昆 李翊瑋 區可琳 梁嘉淇 張靖瑩
夜2 張金惠 張 旭 吳天詠 何啓賢 駱文浚 林芷茵 梁詩妮 徐嘉鴻
夜2 曹敬培 蔡雅汶 蘇海桐 黃海洋 曾 灝 劉美華 李尚哲 徐文杰
夜2 厲瑞琪 范梓瑩 申家宜 江富軒 徐昇達 劉穎桐 呂曼丹 馮浩智
夜6 温應強 方嘉儀 楊劍琳 劉文熙 黃俊星 翁祖兒 呂依寧 許卓琳
夜6 李民根 林 燁 尤雅瑩 李詠南 黃于軒 陳 曦 陸珈曦 龔穎康
夜7 陸少卿 羅烯榣 陳政東 梁進之 詹翠兒 陳奇偉 Sameer 黎思敏
夜7 麥德就 梁綺雯 陳湋衡 駱嘉輝 盧銘徽 陳子揚 吳詠茵 賴達明
夜7 鄭燕芳 劉岩郡 陳永祺 盧天朗 鄧佩珊 何永昊 白旻傑 李情怡
夜8 譚素萍 羅菁菁 馮薪允 雷穎泰 王碧琪 郭浚淇 施俊堉 盧政輝
夜8 李炳仁 戴娉盈 何文杰 陸曄華 王梓穎 劉俊威 曾卓琛 羅嘉榮
夜8 莊佛華 譚雅瑩 胡正浩 施佳浩 袁嘉琪 李文龍 曾瑋兒 戴羡熹

夜10 陳慧妍 譚穎欣 黃嘉俊 董智朗 陳晞朗 林立燁 謝嘉灝 鄧賀隆
夜10 鄧耀華 鄧卓琳 李俊傑 王琨煜 張修源 田方正 黃紀政 王棟樑
夜10 毛觀偉 苑微婷 林澤坤 曾家樂 丘連誠 曾傲棐 王競鴻 謝耀鑫
夜10 鄺惠玲 陳健曦 林昭潤 陳曉游 劉穎勤 謝天賜 胡藹琳 楊駿熙
夜11 温耀昌 張栢鴻 吳子敬 陳匡妤 李浩熙 韋大龍 陳靜琳 葉翠茹

專科19 伍昶霖 方均健 彭偉健 蔡忻呈 李家杰 黃浩民 陳舒琪 余熙霆
專科19 林冠佑 何顥成 董顯揚 朱家頤 李佳燁 黃偉賢 周楚穎 翁梓桉
專科19 許文靜 黃錦歡 王梓林 胡海慧 麥家曦 黃源顥 周浩輝 陳澤琛
專科19 尹麗梅 許顥寶 黃家寶 胡泓欣 莫迪威 袁詩傑 鄭堃凉 陳俊禧
專科19 林欣儀 郭澤鑫 周靖强 槐偲亦 鄧子峰 陳淑怡 程婉怡 陳慧涓
專科19 葉成輝 羅凱傑 陳曉琳 葉素心 謝詠豪 陳芷澄 蔡家聰 鄭少偉

李健穎 陳穎瑶 姜海琦 王景塱 張海倫 何文欣 朱佳勇

屆別 姓名
12 莫錦標
17 鄧樹庭
17 許慧慈
18 李柏山
18 葉子棟

18中途 張程滔
20 應世鴻
21 呂冰兒
23 關志成
23 蔣貽琦
23 吳佩琪
23 李施梨
24 林惠欽
25 何淑英
26 黎志文
26 林美雲
26 陳子良

26中途 袁瑞堅
27 黎輝農
27 祝烈雄
27 李子中
27 李名林
27 嚴偉基
27 周美玲
27 楊朝光

27中途 謝錫貞
29 周理興
29 彭少芬
29 蔡澤雄
31 蘇玉美
31 黃娟麗
31 符麗瓊
31 陳雪芬

31中途 吳素芳
32 郭偉蓮
32 陳德強
32 梁麗華

32中途 張雅文
33 冼習愷
33 謝偉華
33 張達文
33 陳展鵬
33 駱玉群
33 方惠卿
33 盧淑賢
33 黃永光
33 譚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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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校友另折扣)

鳴謝贊助會務經費
感謝以下各屆校友在過去一年贊助校友會會務經費，包括會訊印刷、郵寄、羽毛球賽、乒乓球賽等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9 陳芷雲 11 毛浩輯 9 陳美琴

16 彭耀初 19舊 陳浩洲 15 江錦獻
19新 陳燕兒 19新 余錦源 19舊 羅蕙君
20 林允成 22 何家放 19新 余錦漢
22 蔡端端 23 鍾炳堯 22 周璐菲
23 朱憶敏 25 梁玉貞 23 黃建新
26 朱麗嫦 26 陳怡 26 溫瑞平
30 馬國強 31 陳雪芬 29 羅天翔
31 譚紹輝 32 蔡偉粦 31 陳淑卿
33 曾界明 33 聶松東 33 李志權
34 彭潔瑩 34 馬如慶 33 張志雄
36 周國強 37 校友 34 蕭潤芬
夜7 方玉娟 早屆校友基金 43 王華峰
教師 劉俊然 新加坡 黃桂英 加拿大 陳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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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7日晚，屋外下着大雨，但新加坡香島校友分會會長家可
熱鬧了，碰巧劉倫英老師也剛遷來新加坡居住，就變成歡迎劉老師，
歡聚一個晚上。會長夫人羅蕙君精心烹煮了印尼咖哩飯，客家釀豆
腐，大蝦牛油果沙律，燒鴨叉燒，席間紅酒，果子酒不斷……。聶松
東在雨中趕上了聚會，但一身濕透，羅蕙君即着會長取來乾暖衣褲給
聶換上……。雖是第一次見面，劉老師與我們交流甚歡，當然香島往
事是一定談到，香港目前黑衣暴力事件也是整晚主題，縱使大家身在
港外，但心仍記掛在港親友，愛莫能助，雖然心情不易舒解，但當晚
大家互相傾談言笑，暫放下戚戚之心，感覺好多了。

分會消
息

新加坡校友歡樂聚

前左起：陳玉琼，羅蕙君，陳怡，劉倫英老師，
陳浩洲，李婉薇，鍾夫人。

後左起：梁慶民，梁華龍（適逢訪新，也是校友），
曾界明，曾夫人，何家放，鍾炳堯，聶松東，余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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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星星  盼月亮
2016年金秋，我們一班26屆的老同學登上長白山，在天池遠
眺朝鮮一隅，想起《英雄兒女》抗美援朝的電影故事，大家
都有一種意欲，想一窺這個與中國有千絲萬縷關係而又神秘
的國家背後的真容，於是開始醞釀要組織一次朝鮮之旅。

盼星星，盼月亮，期待了三年的朝鮮之旅終在祖國70周年國
慶之後的十月中旬起行，一行40多人浩浩盪盪從瀋陽飛抵平
壤，踏足我們的兄弟鄰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這個旅行團反應熱烈，在未有行程及未知團費多少的情況下
，一年多前已額滿，團員大部分都是相識超過半世紀的26屆
老同學及配偶，有幾位更是專程從海外回來參加的；有從預
備班就一起入讀香島的；也有走散多年而今重聚共行，確是
難能可貴。

同學們都是從火紅的年代走過來的，經歷過1967年的五月風
暴，亦清楚國家以前如何「一窮二白」，更有幸親身見證和
享受到國家改革開放後所取得的碩果，感受到國家的繁榮昌
盛、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均得來不易，所以一路上都有共同的
體會，玩得既「癲」，相處也「真」。
大家都說，近幾個月在香港出街都顧慮多多，憋得要死，反
而在平壤自由自在得多，實在有點諷刺。

    不一樣的國度
踏足平壤，迎來的是幾位漂亮可人的導遊及隨車學導，如這
是有關單位用來收集言論及隨隊監察，我看還是嫩了點。但
入境問禁，還是了解為先，導遊表示，所到之處均可隨意拍
照，只要遵守一些規矩，例如軍人不能拍，領袖造像要完整
拍下等。此外，在鮮朝只通行三種貨幣，一是朝鮮圓、二是
美元、三是人民幣，但由於民間極少美元，故最流行的「外
幣」和受歡迎的便是人民幣，旅行團所到之處，如要消費均
可使用人民幣。

還有，因市內沒有夜生活，回酒店後基本上無街可逛，不過
令人意外的是我們所住的酒店，原來設有全朝鮮唯一只准遊
客進入的合法賭場，據說最初由澳門人投資經營，後易手給
廣州人繼續營運，由於不下十張賭檯和少量傳統手拉式老虎
機，規模就難以和澳門相比。至於手機，一概無法上網，也
好，免得被香港的亂局影響遊興。

幾天的行程景點，都是以歌頌朝鮮領袖豐功偉績的紀念館、
標誌性建築、美朝戰爭的由來等作為主線，也有感謝中國人
民志願軍的紀念象徵、事蹟的陳述。我們發覺，前往的旅行
團都以中國人居多，如果朝鮮要大力發展旅遊業，若在迎合
中國遊客口味方面多做工夫，不愁客源。

我們也留意到，平壤市民很守紀律，坐公車自覺排隊，不會
爭先恐後；市容清潔整齊，可媲美日本城市。平壤道路十分
暢通，原因是這裡沒有私家車，所有的汽車都是國家或單位
的。平壤也有地鐵，列車雖然比較古舊，但每站的設計美輪
美奐，頗有莫斯科地鐵的風格。至於城市外的農村，仍以人
手為主要生產動力，沒有大型的生產工具，每年到收割季節
，學生們都要被分派下鄉支援，反映出該國要做到農業機械
化，還需要人們的加倍努力。

        十萬人表演的《阿里郎》

行程中有幸觀看了一場大型的綜合表演—《阿里郎》。一個
有10萬人參與演出的歌舞、體育、雜技，隊形整齊、變化多
端，每當背景拼圖造形出現領袖像時，全場觀眾自覺地起立
致意，真是一個難得的精彩表演，也只有在這樣管理的國度
裡才能有這樣的效果。原來這個著名的大型表演，不是常年
演出的，因要組織和策劃一個由10萬人參與演出的項目絕不
容易，單是安排飲食和排練已相當費神和耗時。當晚我們所
欣賞的是原來是告別演出，我們能及時趕上，適逢其會，可
說幸運，因下次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會再有《阿里郎》的
表演。

今日的朝鮮，與中國改革開放前確有不少雷同之處，讓我們
有種時光倒流40年之感，政府對人民包住、包醫、包學，不
過由於物資供應有限，故至今還要實行糧票制等。但隨著不
斷的開放，遊客的行動沒想像之中那麽諸多限制，只要聽從
當地導遊的溫馨提示，便沒問題。南部開城三八線板門店也
可開放給旅行團參觀拍照（韓方也一樣，只是時間錯開），
反映出朝韓關係並非劍拔弩張。

經過五天的所見所聞，我們察覺到朝鮮這個國家人民的生活
並非認識中那麼拘束，這裡也有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且貨
品齊全，人流不少。導遊說話的語調也不是如新聞主播般那
麼激昂粗獷，反而有點像吳儂軟語，且跟我們談笑風生，甚
至唱歌交流。首先導遊「小康」以朝鮮語唱出一首在當地家
喻戶曉的《賣花姑娘》，我們全車人以廣東話版的《賣花姑
娘》回敬，同一曲調消除了大家的隔膜，笑聲一片；接着另
一導遊「小崔」以標準的普通話唱出《月亮代表我的心》，
甜美的歌聲贏得全場喝采，我們也不甘示弱，送上一首《友
誼之光》，大家都唱得盡興。

     國際列車   平壤        丹東

離開朝鮮，我們選擇了平壤至丹東的火車回國，經新義州穿
過鴨綠江大橋到達丹東，就像新界過深圳河到福田或羅湖區
，一江兩岸的景象截然不同，40年的差別十分明顯。返到丹
東，我們更加可以暢所欲言，幾天來只有飯飽菜足，過江後
便可大快朵頤，我們不禁大嚷「回家真好」！

     雄赳赳  氣昂昂  跨過鴨綠江

到丹東當然要登上抗美援朝期間被美帝炸毀的鴨綠江斷橋，
在一片五星紅旗的旗海下唱着「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
江」，心情特別舒暢。事關今年是國家建國70周年，香港回
歸祖國已踏入第23年，但今年我們卻未能好好慶祝國慶，早
已憋得一肚氣，而今在鴨綠江上可以盡情揮動國旗，讓我們
放聲高歌。

旅程還包括參觀旅順軍港，這是當年日俄爭奪中國東北三省
的主戰場。我們參觀了虐待共產黨人的監獄，更認識到祖國
有今天的強大確實得來不易。美麗的軍港，令人想起醉人的
歌曲《軍港之夜》，「軍港之夜靜悄悄，海浪把戰艦輕輕地
搖……，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讓我們的水兵好好睡覺」
，只有回到母親的懷抱裡，我們才能感到舒坦，安逸。

最後一站的大連市，我們踏足在比天安門廣場大四倍的星海
灣廣場，親身體會到時代建設的宏偉，為旅行團的行程劃上
完美的句號。

感謝領隊及導遊悉心及妥善的安排、照顧，感謝每一位同學
及團友的互相關顧，讓今次的旅程留下難忘的美好回憶。還
是記得三年前東北遊時導遊送給我們的「四千萬」，現再拿
出來供所有老同學分享：

千萬要健康！
千萬要快樂！
千萬要幸福！
千萬要平安！

平壤的超市，購物只能用朝鮮圓，遊客非常不便。

從平壤乘坐火車回國，在邊陲城市丹東揮動五星紅旗。

《阿里郎》由10萬人參與演出，已成健力士紀錄。

氣派的平壤火車站，是朝鮮的鐵路交通樞紐之一。市容清潔整齊，道路十分暢通，原因是這裡沒有私家車。

萬壽台的金日成與金正日銅像，是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
民共和國首都平壤市中區大同江西岸的一片丘陵地。
在此設有多個朝鮮地標式勝景，具有政治象徵意義。
可惜我們到訪時未能參觀。 舉世觸目的板門店三八綫，平日成為旅遊景點。

接待過文在寅食平壤冷麵的玉流館

平壤地鐵是全世界最深的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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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星星  盼月亮
2016年金秋，我們一班26屆的老同學登上長白山，在天池遠
眺朝鮮一隅，想起《英雄兒女》抗美援朝的電影故事，大家
都有一種意欲，想一窺這個與中國有千絲萬縷關係而又神秘
的國家背後的真容，於是開始醞釀要組織一次朝鮮之旅。

盼星星，盼月亮，期待了三年的朝鮮之旅終在祖國70周年國
慶之後的十月中旬起行，一行40多人浩浩盪盪從瀋陽飛抵平
壤，踏足我們的兄弟鄰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這個旅行團反應熱烈，在未有行程及未知團費多少的情況下
，一年多前已額滿，團員大部分都是相識超過半世紀的26屆
老同學及配偶，有幾位更是專程從海外回來參加的；有從預
備班就一起入讀香島的；也有走散多年而今重聚共行，確是
難能可貴。

同學們都是從火紅的年代走過來的，經歷過1967年的五月風
暴，亦清楚國家以前如何「一窮二白」，更有幸親身見證和
享受到國家改革開放後所取得的碩果，感受到國家的繁榮昌
盛、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均得來不易，所以一路上都有共同的
體會，玩得既「癲」，相處也「真」。
大家都說，近幾個月在香港出街都顧慮多多，憋得要死，反
而在平壤自由自在得多，實在有點諷刺。

    不一樣的國度
踏足平壤，迎來的是幾位漂亮可人的導遊及隨車學導，如這
是有關單位用來收集言論及隨隊監察，我看還是嫩了點。但
入境問禁，還是了解為先，導遊表示，所到之處均可隨意拍
照，只要遵守一些規矩，例如軍人不能拍，領袖造像要完整
拍下等。此外，在鮮朝只通行三種貨幣，一是朝鮮圓、二是
美元、三是人民幣，但由於民間極少美元，故最流行的「外
幣」和受歡迎的便是人民幣，旅行團所到之處，如要消費均
可使用人民幣。

還有，因市內沒有夜生活，回酒店後基本上無街可逛，不過
令人意外的是我們所住的酒店，原來設有全朝鮮唯一只准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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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人繼續營運，由於不下十張賭檯和少量傳統手拉式老虎
機，規模就難以和澳門相比。至於手機，一概無法上網，也
好，免得被香港的亂局影響遊興。

幾天的行程景點，都是以歌頌朝鮮領袖豐功偉績的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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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幸運，因下次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會再有《阿里郎》的
表演。

今日的朝鮮，與中國改革開放前確有不少雷同之處，讓我們
有種時光倒流40年之感，政府對人民包住、包醫、包學，不
過由於物資供應有限，故至今還要實行糧票制等。但隨著不
斷的開放，遊客的行動沒想像之中那麽諸多限制，只要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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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五天的所見所聞，我們察覺到朝鮮這個國家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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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戶曉的《賣花姑娘》，我們全車人以廣東話版的《賣花姑
娘》回敬，同一曲調消除了大家的隔膜，笑聲一片；接着另
一導遊「小崔」以標準的普通話唱出《月亮代表我的心》，
甜美的歌聲贏得全場喝采，我們也不甘示弱，送上一首《友
誼之光》，大家都唱得盡興。

     國際列車   平壤        丹東

離開朝鮮，我們選擇了平壤至丹東的火車回國，經新義州穿
過鴨綠江大橋到達丹東，就像新界過深圳河到福田或羅湖區
，一江兩岸的景象截然不同，40年的差別十分明顯。返到丹
東，我們更加可以暢所欲言，幾天來只有飯飽菜足，過江後
便可大快朵頤，我們不禁大嚷「回家真好」！

     雄赳赳  氣昂昂  跨過鴨綠江

到丹東當然要登上抗美援朝期間被美帝炸毀的鴨綠江斷橋，
在一片五星紅旗的旗海下唱着「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
江」，心情特別舒暢。事關今年是國家建國70周年，香港回
歸祖國已踏入第23年，但今年我們卻未能好好慶祝國慶，早
已憋得一肚氣，而今在鴨綠江上可以盡情揮動國旗，讓我們
放聲高歌。

旅程還包括參觀旅順軍港，這是當年日俄爭奪中國東北三省
的主戰場。我們參觀了虐待共產黨人的監獄，更認識到祖國
有今天的強大確實得來不易。美麗的軍港，令人想起醉人的
歌曲《軍港之夜》，「軍港之夜靜悄悄，海浪把戰艦輕輕地
搖……，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讓我們的水兵好好睡覺」
，只有回到母親的懷抱裡，我們才能感到舒坦，安逸。

最後一站的大連市，我們踏足在比天安門廣場大四倍的星海
灣廣場，親身體會到時代建設的宏偉，為旅行團的行程劃上
完美的句號。

感謝領隊及導遊悉心及妥善的安排、照顧，感謝每一位同學
及團友的互相關顧，讓今次的旅程留下難忘的美好回憶。還
是記得三年前東北遊時導遊送給我們的「四千萬」，現再拿
出來供所有老同學分享：

千萬要健康！
千萬要快樂！
千萬要幸福！
千萬要平安！

平壤的超市，購物只能用朝鮮圓，遊客非常不便。

從平壤乘坐火車回國，在邊陲城市丹東揮動五星紅旗。

《阿里郎》由10萬人參與演出，已成健力士紀錄。

氣派的平壤火車站，是朝鮮的鐵路交通樞紐之一。市容清潔整齊，道路十分暢通，原因是這裡沒有私家車。

萬壽台的金日成與金正日銅像，是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
民共和國首都平壤市中區大同江西岸的一片丘陵地。
在此設有多個朝鮮地標式勝景，具有政治象徵意義。
可惜我們到訪時未能參觀。 舉世觸目的板門店三八綫，平日成為旅遊景點。

接待過文在寅食平壤冷麵的玉流館

平壤地鐵是全世界最深的地鐵



香島23屆（1969年）在2019年剛是畢業50

年，為慶祝隆重而有紀念的日子，特別籌備了兩

項大活動，分別是聯歡餐會及貴州旅行活動。

聯歡餐會於9月16日在尖沙咀THE ONE的東海

薈舉行，出席的校友，家屬有近120人。

餐會配合懷舊的意念，請出當年參加校際朗

誦節的同學重新演繹當年（1963年）的詩歌「賣

花女」，為紀念逝去的同學而表演舞蹈「甜蜜
蜜」，還有二胡獨奏「那些年」，獨唱「縴夫的
愛」等。

除節目表演外，還有各班代表訴說自己班同學
幾十年來的成就，幾十年練來的技能，退休後多
姿多彩的活動，生病後如何頑強挺過來……晚會
最後在「齊歡唱」歌曲中結束，同學們希望以後
聚賭會能一年一次，爭取多些見面。

23屆慶祝畢業金禧活動

10月中，十九屆（舊）

同學們熱情招待從老遠

的美國回港探親的老同

學麥大忠和伍慧儀

前左：彭琼、伍慧儀，麥大忠，梁玉驥，黃又光，張景新，洪秀英，香金玉，周愛萍

後左：呂競邦，廖向真，梁玉驥太太，王錦聲，陳文斌，余來昌，李華強，黃德華

6

屆聯絡員祝酒

甲班

丁班

乙班 丙班

乙班

朗誦賣花女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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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難忘的旅遊 23屆羅國生



八月六日，星期二，香島校友會（加西分會）舉
行夏日「陽光海岸一日遊」。這天早晨清風送爽，更
迎來了從美國前來參加活動的校友，29屆曾少芳；22
屆周璐菲；周基寶（夫婦）與18屆應慧紅，以及從大
溫哥華第一次參加這次活動的校友，29屆蘇少文。這
天，校友們一行47人乘坐旅遊大巴穿過溫哥華市中
心，不久便到達北美地區最大、最有名、佔地一千英
畝的史丹利公園（Stanley Park）。過了Stanley Park 便
是溫哥華著名地標獅門橋（Lion  Gate）。獅門橋是接
連西溫與史丹利公園的必經之地。很快，我們的旅遊
大巴便沿著99號公路，又稱海天高速公路（Sea-to-Sky 
Highway）直奔馬蹄灣碼頭（Horseshoe Bay）。這條高
速公路全長大約百多公里，它拜2008年冬奧會所賜，
由一條又彎又窄單向雙行線車道，拓寬為雙向四行車
道高速公路。它修建在風光綺麗的海岸線上，沿途絢
麗奪目的海景，令人心曠神怡。路的一邊是魅力無限
的太平洋豪灣，另一邊則是北美最長的沿岸山脉陡峭
山崖。可以说這里集中了卑詩省最美麗的風景元素：
湖泊、雪山、森林、瀑布、海灣、峡谷。行駛在這條
路上，僅路旁的風景就已經美的讓人透不過氣來。接
着不久便到達馬蹄灣碼頭（Horseshoe Bay  Ferry）。這
裡是溫哥華大陸通往西海岸群島的最大的渡輪碼頭。
渡輪有前往拉拉磨、寶雲島及陽光海岸航線。從車窗
偷眼望去馬蹄灣，半山的周邊環境，一切都是那麼靜
謐，仿佛與世無爭。溫哥華時間上午10時40分我們登
上渡輪，向茫茫大海進發。我們全體校友走下大巴步
上四樓休息室聊天，欣賞碧海藍天，親身體會渡輪乘
風破浪，仿佛置身異國風情的漫畫中。大約40分鐘就
到了蘭代爾（Langdale）碼頭。船靠岸後，我們旅遊巴
沿著海濱公路進發，不久便來到沿岸吉遜（Gipson）
鎮。吉遜鎮是通往陽光海岸的門口，人口大約五千
人左右，距離溫哥華僅32公里。根據聯合國有關公
報說，Gipson鎮是全球人類最適宜居住的社區。說起
Gipson 鎮的名字還有一段來歷的。原來在1886年，一
埸颱風將Gipson 一家乘坐的船從溫哥華吹到來這裡。
他們一家在這裡定居下來，墾荒、開拓，後來為了紀
念Gipson一家，此鎮命名為Gipson鎮。我們的大巴繼續
沿海岸線往前駛，大家感受到小鎮上空氣格外清新，
氣溫徘徊在22度左右，不冷不熱。這裡的大海、藍
天、白雲、森林、公園、咖啡館與戶外休閒設施與周
圍水域是旅遊愛好者必遊之地。我們的旅遊巴繼續沿
海濱公路進發。沿途有眾多寧靜的小漁村及有特色海

濱的小商店。經過一片片原始森林，我們發
現這裡藴藏著一種單純、迷人、過著逍遙自
在生活的人們以及隨處可見的美景等待著人
們去探索的世外桃園。沿途車輛稀少，兩旁
樹木參天，透過樹林，不時可以看到左邊藍
藍的大海。沿途風景宜人，美不勝收。在
溫哥華時間12點左右，我們到達威爾遜溪
（Wilson  Creek）小鎮停下來給校友們休息
及午餐。路邊一處樹木參天，有石枱石櫈，
供遊人休憩。旁邊有快餐車、小食店可提供
新鮮熱辣的炸魚塊、薯條、三文治及當地特
色等小吃。毗鄰處有IGA超級市場，那裡的
熟食部有炸雞炸魚、薯條及其他小吃供應，
還有麵包糕點應有盡有。我們午餐時間有一
個小時，校友們抓緊時間午餐、聊天、拍

照。真的快樂不知時日過，很快便到了下午一時，大
家帶著意猶未盡的感覺又要登上旅遊巴，開始去下一
個旅遊景點。大巴走了大約30分鐘左右在路旁一處海
灘停下來。校友們不約而同地走去海灘，在這裡來一
個與太平洋海水親密接觸。從這裡遠眺大海，一望無
際、碧海藍天的美景，讓人心潮澎湃。在海灘上，我
們就用藍天白雲、一望無際的大海為背景，展開醒目
的紅、黃二色的「香島校友會（加西分會）」的巨大
橫額來一個大合照，拍下我們一張張幸福、快樂、燦
爛的浪漫瞬間！除了拍照，校友們借此機會三三兩兩
的聊起天來，拍起照來，真的開心無比。時間到了，
又得上車爭取時間趕往下一個景點。

不久，大巴將我們帶到一個禮品專門店的地方。
我們全體校友下車自由活動，有些去買紀念品，有些
要解決個人問題，各適其適。不久之後，我們又要上
車趕去碼頭搭下午四時二十分開往由蘭代爾至馬蹄灣
的渡輪。

這天，校友們從煩囂的市區生活逃離到如同世界
桃園的地方，度過神仙般的一天。

大約下午5時20分，我們匆匆結束了陽光海岸一天
浪漫之旅，帶著意猶未盡的心情回到溫哥華。大家就
要分別了。大家依依不捨，互相擁抱，互相祝福，互
相叮嚀。送君千里終需一別，校友們再見了！

18屆李柏山

《沁園春。陽光海岸的浪漫風情》

昔日同窗，陽光海岸，結伴同遊。聽歡聲笑語，
溫馨飄灑；友愛情珍，情意柔柔。

繁花似錦，迎風吐艷，溫馨處處樂悠悠。
君知否，是香島校友，夏日郊遊。

海岸山清水秀，有一灣碧水泛輕舟。
又波光粼粼，白帆處處；群鷗戲水，海立雲垂。

海闊天空，一望無際，水天一色無盡頭。
歸來晚，到廣東餐聚，笑聲盈樓。

加西分會夏日活動 18屆李伯山

左三周基寶夫婦、左四18屆應慧紅、右三22屆周璐菲，右二29屆曾少芳

     這五位是居住在美國專程為這次陽光海岸一日遊而來到這裏的

8



18屆李柏山

23屆羅國生

（一）參觀天眼

（二）黃果樹瀑布

（三）馬嶺河峽谷

（四）萬峰林

（五）梵淨山

18/9～25/9/2019旅遊貴州，成詩一束
梵淨山

萬峰林

黃果樹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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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膠純屬食品,並非中成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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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價$228

GMP 
(香島校友另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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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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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泰御糖紅心番石榴茶（200克/盒） HK$109/盒
正泰土蜂野桂花蜜（500克/瓶） HK$59/瓶
長白山黑木耳160克/盒/10小盒 HK$55/盒
正泰磁砭貼一盒（6片裝） HK$30/盒
化橘紅罐裝（120克） HK$250/罐
化橘紅盒裝 （60克） HK$55/盒
正泰蜜糖梘80克 HK$38/盒

光波專利產品代售
光生物安全CE認證，改善病痛症，

療效高，安全，無副作用

　　光波精準理療產品，透過光波直入細胞產生生化作
用，活躍、修復及再生細胞，促進新陳代謝，增加蛋白
質、鈣質，排出體內垃圾、毒素，從而增強人體免疫力，
提高自癒能力，對各種痛症尤其見效。元之光查詢方法：
網址：www.perfectlw.com，產品多達三十幾樣，經校友
會購買八折價優惠
肩套（五十肩痛、肩周炎、肩背酸痛） HK$1,600
肚帶（痛經、宮寒、子宮肌瘤、便秘、胃氣脹、
胃痛及減肚腩）

HK$2,000

腰帶（腰酸痛、腰椎間盤突出、骨刺、坐骨神經痛） HK$2,000
踏板（三高、睡眠、便秘、性功能、腳脫皮、灰
甲、凍瘡、暖腳、腳氣）

HK$2,400

頸帶（頸部酸痛、頸骨刺痛、頭痛） HK$800
前列腺帶（前列腺炎、腫脹、刺痛、小便暢通） HK$1,400
膝套（膝蓋痛酸、半月板撕裂、膝冰冷、骨刺） HK$1,600
肺披肩（鼻敏感、咳嗽、支氣管炎） HK$2,000

以 上 代 售 貨 品 ， 有 需 要 的 校 友 可 來 電 2 3 8 1  7 2 6 2 或
WhatApps 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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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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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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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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島中學校友會
舉行二零二零年度會員大會通告

  本會定於2020年2月8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假
九龍塘香島中學三樓禮堂舉行二零一九年度會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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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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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香島中學74週年校慶暨
香島中學校友會61週年會慶聯歡餐會  
日期：2020年4月3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七時正

地點：待定  
        待定
內容：1. 抽獎助興；    

2. 為中學第4、14、24、34、44、54、64、夜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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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年新春團拜、
會員大會暨獎學金頒獎禮

日期：2020年2月8日 年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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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屆校友參加，為免招待不週，請先致電登記

2381 7262 / 5403 8598

新春行大運一天遊
甘坑客家小鎮  鹽田海演棧道  食足兩餐
出發日期：2020年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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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長的海濱棧道「鹽田棧 

道」午餐品嚐「南澳土窯雞+海鮮風味宴」 國
家級5A級文旅特色小鎮「甘坑客家小鎮」，
為深圳十大客家古村落之一。享用晚餐「火焰

醉農家草鵝炆魚宴」 回程羅湖口岸解散

費  用：會員$230  非會員$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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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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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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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名 規  格 包  裝 價  錢$ 備  註 數  量 款  項

1 美國螺頭 XL 2~3隻/磅 5磅/盒 585/盒

2 日本急凍帶子 10-20粒/公斤 1公斤/盒 280/盒

3 廣島蠔 3L 1公斤/盒 195/盒

4 越南大虎蝦 6~8隻/公斤 1公斤/盒 360/盒

5 挪威三文魚柳 4塊/包 500克/包 160/包

6 加拿大珍寶牡丹蝦 15~19隻/盒 1公斤/盒 580/盒 即食刺身

7 智利熟皇帝蟹 1.2~1.4公斤/隻 320/公斤

8 日本一口牛粒 1公斤/包 200/包

9 挪威煙三文魚 500克/包 160/包

10 南非網鮑 300-400G/隻 750/磅 無殼1-2頭

11 江門鮮潤腸 一級 1司斤/袋 110/斤

12 江門臘腸王 頂級 1司斤/袋 140/斤 10%肥90%瘦

14 江門三花腸 特級 1司斤/袋 120斤 20%肥80%瘦

15 江門乾三花鴨肝腸 一級 1司斤/袋 130/斤 20%肥80%瘦

16 江門鮮鵝肝腸 一級 1司斤/袋 130/斤

17 江門臘肉 一級五花 1司斤/袋 120/斤

18 南安臘鴨 約1.5斤/隻 1隻/包 120/斤 以斤計算為準

19 陶源頂湯南非鮑 425G/罐 8頭鮑 388/罐

20 富臨年糕孖寶禮券
臘味蘿蔔糕1底、
椰汁年糕1底

178/張 換領日期16/1-22/1/2020

21 新春金裝鮑魚盆菜禮券 6位用 $1000/張
換領日期22/1-31/1/2020

22 新春金裝鮑魚盆菜禮券 12位用 $1460/張

	 	 	 	 	 	 	 	 	 	 	 	 	現金COD合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購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取貨地點：九龍上海街638號旺角海景中心五樓 香島中學校友會

請於2020年1月10日前將訂購表格傳真或ws回本會以便辦理。
取貨日期：2020年1月14日。
取貨當日請備現金支付。
查詢：2381 7262   傳真：3694 2165  WHATSAPP：5403 8598

責任聲明：上述貨品的質量及安全由有關供貨商負責，與本會無關。

2020年優質年貨代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