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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委會：王志華、梁夢粦、陳純妮、張洁鈺 非 賣 品

會訊

第8、18、28、38、48、58、

夜 6 屆 各 位 聯 絡 員 ， 請 動 員 組 織 自

己屆校友，準備出席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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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本人謹代表全體現屆理事向各位師

長、校友們問好。祝願大家新春大吉、萬事如意、馬

到成功、吉慶滿堂！

承傳母校優良愛國傳統、配合國家及香港特區未來發展的趨勢，我們將繼續同心同德、協

力辦好會務工作，為廣大校友提供更優質服務。校友會工作有賴各方友好及長輩，以及中、青

屆校友的持續支持才能取得今天成果。期盼未來將有更多校友加入校友會服務香島大家庭，為

母校的愛國教育事業多貢獻一分力！

在未來新的一年𥚃，期望我們一起並肩前行，走進新世紀的另一新台階。以祖國為根、香

港為家、世界和諧而共同努力。

祝福祖國國泰民安、香港昌盛和諧、香島桃李滿門以及我們的家喜氣盈門、溫暖人間！

 主席：殷浩然

               

呼  籲

 
 

會址：九龍上海街638號旺角海景中心五樓   電話：2381 7262   傳真：2397 7296   網址：http://www.heungto.org.hk   電子郵件：htmsaa@heungto.org.hk   

日期：2014年4月3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七時半

地點：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4樓 

費用：$300. 每券壹人  每席$3,600.(十二人)

內容：

1. 抽獎助興；

2. 頒發2013年度校友及校友子女獎助學金；

3. 同時為中學第8、18、28、38、48、58、夜6

  慶祝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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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香島中學68週年校慶暨
校友會55週年會慶聯歡餐會



2013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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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屆馬國強校友即場贊助1000元百佳禮券，黃建新校友和33屆無名氏

各贊助1000元抽獎，多謝他們的熱心支持。中業校友會即席送上健

康又美味的棷棗 令活動更添歡樂氣氛。

蛇 宴 聯 歡

男甲三甲大合照

男乙三甲大合照
女子三甲大合照

名譽會長毛浩輯
頒發男甲獎項

名譽會長司徒宏頒
發男乙獎項

名譽會長周華焯
頒發女子獎項

全體大合照

黃建新校友頒獎給幸運兒

馬國強校友頒獎給幸運兒33屆代表黃妙瑩校友熱鬧場面

第十一屆日新盃籃球賽
日新盃籃球賽繼續在周華焯、毛浩輯兩位名

譽會長的贊助下於11月17、24日以及12月1日假

九龍塘香島中學室外場舉行。頒獎禮請來兩位贊

助者以及名譽會長司徒宏校友擔任頒獎嘉賓。

成績如下：

男甲

冠軍：老友鬼鬼 

亞軍：快樂黃蜂 

季軍：老友記

男乙

冠軍：尚書 

亞軍：HTMS(TSW) 

季軍：MOWER

女子

冠軍：群星 

亞軍：樂神 

季軍：H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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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中學校友會於一九五九年成立，至今已屆五十五週年了。本會一向秉承「心連祖國、關心香港，貢獻

社會、團結校友」為宗旨。長期以來，荷蒙廣大校友和社會各界之愛戴及支持，會務有所發展。  

為慶祝五十五週年會慶，理事會籌劃系列慶祝活動，「籌募香島校友發展基金」便是其中一項重頭戲。

這次活動具有雙重意義。首先，藉着籌款活動凝聚和團結各屆校友，展示香島人同心協力，促進愛會情

誼；其次，通過籌款成立「香島校友發展基金」，關心支持校友會會員福利，開展校友文康體活動，進一步

發展校友會會務。  

「香島校友發展基金」主要用途：

(1) 頒發校友及校友子女獎助學金；         (2) 頒發母校學弟學妹體藝優良獎；

(3) 支持舉辦各項文康體活動，發展校友會會務；   (4) 建立和發展校友義工隊。  

期盼各位校友積極支持參加是次有意義的活動。

捐款表格
致：香島中學校友會

   本人 樂捐         元正，支持香島校友發展基金。

現附上          銀行劃線支票，號碼             ；/ 銀行入數紙   張

捐款者資料：       年中學 / 預科 / 畢業 / 肄業 (第    屆)；姓名 :

捐款收據名稱(如與捐款者不同)： 

地址： 電郵地址：

聯絡人： 先生/女士 電  話：

日期： 簽  署：

 為慶祝校友會五十五會慶，理事會第15次會議決

議，由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4月30日止，申請做永

久會員只需$150.(原價$300.)，請把握良機哦！

好
消
息

附註：

一. 如蒙支持，請將捐助表格及捐款寄交：九龍上海街638號旺角海景中心五樓  香島中學校友會

二. 支票抬頭上請寫：「香島校友基金會有限公司」(Heung To Alumni Associ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三. 上述捐款可直接存入：中國銀行 012-552-0000-6099 (戶名「香島校友基金會有限公司」)，並將入數紙和 

 捐款表格寄回或傳真至2397 7296。

四. 捐款滿一百元以上者可申請政府免稅，欲詢詳情，請致電2381 7262。

五. 您提供的個人資料只限作捐款活動及寄回捐款收據之用。

六. 如沒有反對意見，本會將在會訊上刊登捐款者姓名以示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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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13 陳煥卿 67 吳志培 67 李嘉熙 67 陳曉君 67 黃靜宜 67 曾翠瑩 67 林曉東

13 李惠清 67 伍宏軒 67 李偉鵬 67 陳家瑩 67 黃莕嵐 67 温佩詩 67 李金鵬

15 李錦華 67 黃俊傑 67 羅成科 67 陳敏玲 67 黃錦星 67 黃展文  67 葉家杰

21 梁健英 67 葉 昕 67 雷庭溢 67 陳曉莹 67 胡德盈 67 黃諾文 67 周家聲

22 伍雪蘅 67 陳淑楨 67 馬子軒 67 鄭楚琳 67 姚錦昌 67 黃彥龍 67 黃卓心

22 周璐菲 67 戚志穎 67 麥啟立 67 張銀英 67 陳曉鈿 67 葉詩詠 67 王子堯

27 張紹雄 67 秦廣怡 67 文奧斯 67 周倩瑩 67 蔡曜銓 67 陳靜儀 67 鄧皓天

27 黃艷紅 67 夏樂婷 67 譚炯宏 67 李德儀 67 鍾浩文 67 陳可俊 67 杜浚東

27 賴永光 67 何小玲 67 滕信智 67 劉 蓓 67 何啟俊 67 陳幸瑜 67 梁源鋒

27 梁凱欣 67 何殷儀 67 黃尚禧 67 劉楚瑜 67 簡俊然 67 陳文傑 67 李世鈺

28中途 鄧連成 67 林學偲 67 陳美君 67 廖芷筠 67 高靖媛 67 朱豊嵐 67 凌儷瑜

29 黃潔蓮 67 李玉仙 67 陳朝霞 67 勞恩怡 67 梁雋勤 67 黃啟邦 67 盧俊霖

33 陳錦虹 67 廖文麗 67 張鈺珮 67 伍曼清 67 梁冠宏 67 洪子鈞 67 伍穗鈿

33 陳燕儀 67 潘翠儀 67 韓嘉欣 67 蔡冰冰 67 梁一凡 67 洪子惠 67 魏家倫

33 鄭淑芳 67 譚嘉雯 67 候慧怡 67 葉曉珊 67 駱俊傑 67 郭蕙瑜 67 王瑋聰

36 林永輝 67 蔣玥雯 67 何鈺媛 67 虞詠嵐 67 莫嘉欣 67 辜庭豐 67 曾卓濠

36 劉成坡 67 黃琬文 67 黃瀚德 67 余曉婷 67 吳采芯 67 羅啟恩 67 黃俊穎

36 陳寶燕 67 陳國豪 67 黎嘉儀 67 陳安欣 67 吳少峰 67 李嘉峰 67 黃錦梓

37 陳穎思 67 陳國銘 67 羅慧敏 67 陳婉盈 67 王婉貞 67 李卓妍 67 黃兆鳴

37 岳 冰 67 鍾文軒 67 麥倩婷 67 陳鈺塱 67 杜偉倫 67 李銘勤 67 王子軒

37 梁淑玲 67 黃 濤 67 施穎珊 67 張建豐 67 曾昭詠 67 李子茵 67 嚴穎欣

37 黃桂蘭 67 孔子俊 67 譚曉君 67 趙心望 67 蔣玥靖 67 李燕庭 67 姚嘉欣

37 馬千里 67 李建勳 67 謝慧儀 67 招柏熙 67 蔡嘉婷 67 梁晧文 67 梁奇峯

37 梁敏華 67 林靜秋 67 徐倩雯 67 莊子浩 67 王致樺 67 伍進來 67 彭業棠

44 董芬芳 67 吳煒南 67 王 珮 67 周曉賢 67 黃子灝 67 潘澤豪 67 黃詠琪

56 劉晨育 67 譚浚文 67 黃安婷 67 朱梓豐 67 胡鍬鎔 67 譚貝妍

預20 趙偉漢 67 黃仕霖 67 許咏霖 67 方子盈 67 楊傲詩 67 湯蕙飴

預25 沈國雄 67 王彥皓 67 張洁樺 67 馮浩南 67 歐詠心 67 曾昫聰

預33 丘麗華 67 嚴俊樂 67 陳嘉煇 67 關志恒 67 陳俊豪 67 謝秉燃

預42 雷曉雲 67 張紫穎 67 陳冠匡 67 黎子穎 67 陳凱欣 67 蔡詠珊

預45 甘蕊林 67 招佩欣 67 鄭智航 67 林嘉俊 67 蔡卓為 67 韋心堯

夜3 鄧志熙 67 崔綽鈞 67 莊成斌 67 林樂禧 67 馮嘉欣 67 黃俊華

夜7 祝少祥 67 鍾曉婷 67 何孝文 67 林暐然 67 郭嘉欣 67 王進業

夜7 李平正 67 鍾詠詩 67 何德泓 67 劉凌霜 67 林明進 67 王賡浩

08專科 張嘉文 67 葛泳琳 67 何韋熹 67 李婉儀 67 羅仲科 67 黃詩敏

12專科 陳少楷 67 郭穎彤 67 何旭達 67 梁凱傑 67 羅佩炘 67 楊靜儀

13專科 周凱偉 67 廖鳳玲 67 黎浚德 67 梁殷綾 67 李霈瑩 67 葉燊華

13專科 陳 耀 67 廖苑蕎 67 劉宗諭 67 盧智恒 67 梁浩維 67 陳穎怡

13專科 王思琪 67 馬  歡 67 盧達偉 67 盧展峰 67 梁啟鋒 67 鄭志燊

13專科 梁淑薇 67 潘卓瑜 67 馬學賢 67 盧天欣 67 羅子詠 67 鄭禮賢

13專科 龍思俊 67 吳小敏 67 吳景威 67 吳穎朗 67 馬倩瑢 67 趙仕雋

67 陳俊傑 67 許玉芳 67 伍梓豪 67 岑逸朗 67 麥峻源 67 趙煜灝

67 陳儀正 67 鄭卓犖 67 岑志禮 67 蘇欣意 67 吳致宏 67 傳漢鴻

67 關梓榮 67 張  健 67 譚文俊 67 沈嘉偉 67 吳皓騫 67 關文薏

67 梁海濤 67 蔡志賢 67 曾敬峰 67 譚葦諾 67 吳嘉豪 67 劉玉錕

67 李羽果 67 朱庭樂 67 楊資源 67 譚詠津 67 顏聰敏 67 李灝慈

67 羅展聰 67 高廷坤 67 葉振洋 67 曾毅琪 67 施 敏 67 梁慧兒

歡迎2013年加入永久會員的校友

如
有
錯
漏
，
敬
請
指
正

4



香島校友民樂組消息

11月下旬，初冬季節，28日當天，風和日麗，藍天白雲，和暖

的陽光灑遍大地，是最適宜郊遊的日子。早屆屆聯絡員相約好在這

天上午十時半在福田口岸集合，十一時來到新都酒店丹桂軒，飽餐

一頓，正式起行。

在十四屆鄺寶安校友帶領下，十四人步行附近的公共汽車總

站，乘上387路往大小梅沙的公交車，約一小時後，抵達大梅沙，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到達東部華僑城的大峽谷。

七位年齡70歲或以上的長者，免費乘坐旅遊車往返茶溪谷景點，遊罷茶溪谷，十四人來到小梅沙。七位年

長校友同樣可以免費進入沙灘泳場範圍，腳踏微黃的幼沙，極目遠眺，海天一色，蹓躂一會兒，會合七位較年輕

的校友乘387號公交車返回市區。在鄺寶安的指導下，我們在黃貝嶺地鐵站轉乘地鐵來到深圳北部的清湖站（龍

華線的終點站），出站就是四季酒店，入內共晉晚餐，晚飯後乘坐地鐵（總站到總站）八時回到福田口岸。

今次的一天遊活動，鄺寶安事前探路，做足準備，各位校友對於行和食的安排非常滿意！行程合適，以及享

受到極佳的口福和服務。

通過一天遊，屆聯絡員之間增加了瞭解和友誼。

欷歔光陰虛度，瞬息年逾古稀，大家希望能為社會做點事情，抱着

「幫助別人，快樂自己」的願望一致同意發動我屆全體校友參加「匡貧興

學」工程。第一步通過香港中國星火基金會捐助山區學校（廣東省紫金縣

鳳安鎮覺民小學）建立一座教學樓定名「香島中學第五屆校友教學樓」。

參加捐助的校友達70餘人，大家一致同意謹以此樓奉獻給我們敬愛的母

校—香港香島中學。光陰似箭，瞬息十年校友們再接再勵，捐助了十座教

學樓分佈在祖國大地—廣東省、廣西省、湖南省、河北省的邊窮山區。同

時通過中國星火基金會校友們也參加了廣州華南農業大學貧困學生助學金

運動，我們認捐了18位同學，使他們能繼續他們的學業。

2014年4月3日是我們母校的68週年，謹此向您滙報，您的兒女們遵循

您的教導時時以大愛無疆的精神盡我們之所能將愛散播到所需的地方。

合照留念

早屆屆聯絡員深圳一天遊  

通訊員

五屆校友生活點滴   五哥

 記得在2004年的一個冬天，香島中學第五屆校友聚首一堂，離別近50多年悲喜交集

廣 

告
我住農家舍，窗前草木萋。

東籬花影瘦，北苑竹枝低。

粉蝶雙飛舞，黃鸝獨唱啼。

夜來霜露白，皓月照泉溪。

喋喋陳年往事

歷歷戰火烽煙

人生黃梁一夢

日月急

白鬚故人稀

23屆 羅國生

校 友 近 況

臨窗遠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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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十二月十四日我屆校友在班長盡力籌辦下惠州温泉之

旅出發了。大家隨著旅遊車穿過繁華鬧市，瀏覽沿途物換

景移之風光，雖然車窗外霧霾中帶點寒雨，但在車廂內同

學聚舊的熱鬧氣氛襯托下，景物却滲透出一絲絲淒美。在

流連過增城掛綠荔枝出生地後，我們到達了一處寧靜村

落—惠州龍門嘉義莊，一排排客家土圍屋映入眼簾，建築

物新舊交錯，使人體會到農村的經濟發展。莊內圍屋牆上

掛著一幅幅農民畫，純樸的畫功反映出農村春耕，秋收，

祭祖之景象，但吸引大家眼球卻是排屋間革命壁畫，火紅

與前學生們的兩個

   愉快聚會

站立者左起，余昌鴻，梁潤良，陸偉熺，黄婉冰，
林玉清，方瑞雲，朱淑貞，余玉玲。

陳浩洲（19屆舊）

夜中第十屆校友

夜十屆
同學惠州南昆山
大觀園溫泉二天遊記

合照於南昆山溫泉大觀園

2013年11月下旬回港一轉，乘此機會與我曾任班主任的兩

班前學生相約聚會，一班主要是28屆的，以陳錦明為首的11位

學生，另一班是主要為埔分第一屆，以陸偉熺為首召集了8位學

生 ， 兩 個 聚

會 分 別 在 市

區 和 大 埔 墟

進行。

愉快的交談，熱情的擁抱，實是令人難以忘懷。笑談生活

中，逐一觀察每位學生，在歲月痕跡下，掩蓋不了他們年輕時

的面龐輪廓；在座位上，見有沉實的，有活力十足的，但都令

我開心的是他們充滿自信心的表現。有一兩位學生，我雖然未

為其班主任，但她們都來見我面，香島師生情真濃厚呀！

席間，了解到兩組同學間都設立了What's App聯絡群組，

這個現代的網上工具確是一個有效快捷的聯繫方法。幾位未收

到校友會會訊的學生，都樂意希望能收到會訊，多了解母校及

校友會狀况。

年代的標語，領袖的肖像成了學友們攝影的景點。

夜幕低垂，在農家菜晚餐滋養後，各人進入了南昆

山温泉區，有人沉醉於酒泉中養精蓄銳，有人溶入

中藥泉中保充元氣，有人沐浴於花泉中尋覓那初戀

的感覺，有人在水淚青蓮泉中洗滌心靈。在四十五

度的温泉熱霧中，遼闊的天幕下，大家交流生活體驗，懷

緬過去，追憶勤工儉學的日子，炫耀一下今天的成果，輕

輕鬆鬆地渡過温馨的一夜。

翌日，我們在飽嚐客家盤菜宴後，由恬靜鄉郊回歸到

萬花筒般的城市。途中到深圳後海花卉世界感受一下歐式

荷蘭風情，吸收一下擬似瀰漫空中的鬱金香，欣賞荷蘭風

車迎風緩緩轉動。一眾校友爭相在美景中留下倩影，旅程

亦在地標的集體相中結束。雖然同學帶著滿足笑容各自歸

家，但又即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大家都期望我們三十六

年的友情能在班長的主持下繼續編織。

前左起岑惠銘，何珊珊，陳浩洲，趙家安

後左起陳錦明，白雪宜，何榮輝，羅碧儀，黄麗娟，
杜淑貞，孫惠英和候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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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屆通訊員

為慶祝校友會55週年會

慶，校友會將於今年底籌辦一

次由合唱團和民樂組擔綱的音

樂會。民樂組在葉敢新校友大

力支持下，陸續有校友響應，

回來一起練習，喜愛民樂的老

中青校友共聚一堂。我們在此呼籲：各位昔

日民樂組的校友，熱烈歡迎你們的回歸！有

意重拾民樂之樂的你，可來電23817262與

校友會陳小姐和張小姐聯絡。民樂團暫時安

排每月首個星期日練習一次，時間由上午十

時至中午十二時，地點在九龍塘香島中學小

禮堂。

香島校友民樂組消息

香島中學第23屆慶祝畢業四十五週年系列活動

（1）23屆畢業45週年校友攝影展覽

地    點：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大堂展覽廳 

日    期：2014年3月21日〜22日

   (3月21日中午12時舉行開幕禮)   

  第23屆校友慶祝畢業45週年舉行攝影展覽，自從
數碼相機面世以來，攝影活動已相當普及。因為數碼
相機操作簡易，很容易就影得一張好照片，我屆校友
中就有一批「攝影發燒友」。正好趁畢業45週年這個
值得紀念的日子，在3月21、22日兩天，租用了尖沙
咀文化中心地下E2展區，展出校友們的傑作，照片內
容豐富，有生活照，世界各地風景照、甚至天上的星
星照、深海的鯊魚照……林林總總，多不勝收。歡迎
各屆校友蒞臨參觀指導。

（2）徵收攝影作品

主    題：以風景、人物、生活為主

顏    色：彩色或黑白均可

像    數：800萬像數或以上         

（3）參觀正校、攝影展一天遊

日    期：2014年3月22日

（4）慶祝畢業四十五週年聯歡餐會

日    期：2014年3 月28 日(星期五)

（5）慶祝畢業四十五週年旅行活動 

地    點：台灣四天遊

日    期：2014年3月30日至4月2日  

（6）徵求畢業四十五週年畢業活動贊助費

  為慶祝畢業45週年活動，進行一系列活動，需要

一定的活動經費，歡迎各校友贊助禮物或禮金。如贊

助禮金可把支票（抬頭：甄國獎&駱錦標&杜金添）或

存入中國銀行012-595-10088613 甄國獎&駱錦標&杜

金添 戶口。入數紙郵寄上海街638號旺角海景中心五

樓 香島中學校友會 林慧珍 收

  各校友如需查詢或參加上述各項活動，請向自己

班聯絡員查詢或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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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歡迎各屆校友加入合唱團這個大家庭。

查詢電話：23817262陳小姐。

香島校友合唱團招收團員
收男高、男低、女低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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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會慶盃」羽毛球賽

新一屆理事改選
不覺間香島校友會第25屆理事（有限公

司第9屆）為校友服務已屆三年了，又到了
新一屆理事改選的時候。過去三年各位理事
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汗水，在公私兩忙的情況
下，努力推動校友工作，使各項活動辦得有
聲有色，會務蒸蒸日上。

新一屆理事選舉，歡迎各位校友報名或
推薦合適的校友參選，只要有一名合格會員
提名，一名合格會員和議，填妥提名表格，
提交校友會便可。提名表格將連同第2期會訊
寄上給各校友。

選舉程序：提名理事候選人→徵詢是否
同意接受提名→刊登候選人資料→向合格會
員發出選票→收回選票→公佈投票結果→新
一屆理事會成立。整個理事會改選過程會由
四月中開始至八月初結束。

各位校友，理事會需要你的熱誠及經
驗。不要猶豫了，請立即行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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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4年5月11、18日（星期日）

地點：將軍澳香島中學禮堂

對象：全體會員

項目：男 / 女子 / 學生 單打（只限會員參加）

 男、女子雙打、混雙（所有雙打其中一
人可以為贊助會員）

組別：甲組(1971年或以前出生)

       乙組(1972年或以後出生)

 學生組(中四至中六)

獎項：每組設冠、亞、季軍

賽制：視乎參賽人數而定

報名費：單打$30.、雙打$50.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  

截止報名日期：4月25日

廣 告

會 員 校 友

4×3.5吋 內頁 $300. $600.

如何欣賞世界盃
主講嘉賓：盧德權校友

第十二屆「回歸盃」

乒乓球邀請賽
日期：2014年6月22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半至六時

地點：九龍塘香島中學禮堂

對象：全體校友及家屬

費用：單打會員$10、非會員$20  

 雙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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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軍各一名 

截止報名日期：6月6日（星期五）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

福 利
憑香島中學校友會永久和年度會員

証前往旺角豋打士街35C地下A舖錦興隆

海產，特價貨品除外，一律九折優惠。

  盧德權，香島12屆校友，著名足球

員，曾有「亞洲球王」之稱；後轉任教

練，考取「國際足協」、「亞洲足協」以

及英國教練牌照，有「金牌教練」之譽。

日期：2014年3月2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四時半

地點：九龍塘桃源街香島中學小禮堂

費用：全免

報名：2381 7262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提

提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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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期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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