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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賣 品

熱烈祝賀
2013年獲香港特區政府授勳的校友：
金紫荊星章：李祖澤 S.B.S.
榮 譽 勳 章：鄧燾、鄧廣成、鄧飛

慶祝55週年會慶籌委會會議
2014年將迎來校友會成立55週年會慶，理事會計劃籌辦一系列慶祝活動。8月17日於九龍塘
香島中學舉行慶祝55週年會慶籌委會會議，出席的名譽顧問、籌委委員約四五十人，每個活動負責
人都向出席的校友介紹來年的一連串活動。明年更適逢新一屆理事改選，呼籲各屆校友推選熱心會
務的校友參選理 事選舉。出席籌委們也積 極提出寶 貴意見，最 後大家來 一張 大合照留念 。
系列慶祝活動簡介：
活動名稱

慶祝五十五週年會慶
徵文比賽

活動內容
組別: 校友公開組 (香島中學全體校友)
大專同學組 (現就讀於各大專院校的香島校友)
初中學生組 (現就讀於香島中學各校中一至中三全體學生)
高中學生組 (現就讀於香島中學各校中四至中六全體學生)
獎項: 各組別均設
冠軍一名: 獲頒獎狀及$1000獎金
亞軍一名: 獲頒獎狀及$800獎金
季軍一名: 獲頒獎狀及$500獎金
及 優異獎若干名: 獲頒獎狀及$200書券劵
出版文集: 獲獎作品將會結集成書，由香島中學校友會出版《香島校友情》
文集，一切版權歸香島中學校友會所有。

截止日期

大合照留念

即日起至2013年12月1日

2014新春團拜、會員
召開會員大會、徵文比賽頒獎禮、節目表演
大會暨徵文比賽頒獎禮

請留意第四期會訊通知

出版香島校友情—55週
「慶祝55週年會慶徵文比賽」的得獎及優秀作品
年會慶文集

2014年4月2日前出版

慶祝55週年會慶餐會

日期：2014年4月3日（星期四）
地點：金鐘統一中心名都大酒樓
費用：待定

目的： 關心支持校友會會員福利，開展校友文康體活動，聯繫及凝聚廣大校
友，進一步發展校友會會務。
籌募香島校友發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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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音樂會

請留意2014年
第一期會訊
即日起開始接受捐款，不
設截止日期。
捐款100元以上者可申請
豁免稅款。

舉行日期：2014年11月(日子待定)
舉辦地點：葵青劇院或荃灣大會堂音樂廳(暫定)
請留意2014年會訊通知
內容(暫定)： 大合唱、男、女聲小組唱、男、女聲獨唱、男女聲對唱、民樂合
奏及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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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五十五週年會慶徵文比賽
主題:香島校友情
比賽章則
目的： 香島中學校友會主辦「慶祝五十五週年會慶徵文比賽」，
目的在提供平台予廣大校友交流思想，促進感情；
提升在校學弟學妹文學修養和寫作能力。
評審團： 周淑娟老師、陳潤芳老師、屈穎妍女士、
洪若震博士 (排名不分先後)
組別： 校友公開組
大專同學組
初中學生組
高中學生組

(香島中學全體校友)
(現就讀於各大專院校的香島校友)
(現就讀於香島中學各校中一至中三全體學生)
(現就讀於香島中學各校中四至中六全體學生)

獎項： 各組別均設
冠軍一名： 獲頒獎狀及$1000獎金
季軍一名： 獲頒獎狀及$500獎金

及

亞軍一名： 獲頒獎狀及$800獎金
優異獎若干名： 獲頒獎狀及$200書券

出版文集： 獲獎作品將會結集成書，由香島中學校友會出版《香島校友情》文集，一切版權歸香島中學校友會所
有。
賽事詳情： ~ 根據命題方案中的題目選擇一題以中文撰寫,文體不限。初中學生組字數不超過800字；高中學生組
字數不超過1500字；大專同學組及校友公開組字數不超過2000字。
~ 作品須儲存至一個小於6MB的 PDF 格式檔案，中文字型為新細明體，字體大小為12並須隔行。每
份作品以其題目及個人姓名作為檔案名稱以電郵方式遞交（例如： 香島歲月_陳小明.pdf）。
~ 校友公開組及大專同學組參賽作品須聯同附件二的參賽表格A在2013年12月1日或之前透過個人電
郵地址寄往香島中學校友會：htmsaa@heungto.org.hk。參賽表格A亦可在本會網址下載：
http：//www.heungto.org.hk 。
~ 初中及高中學生組作品由各校中文科組評選初、高中組各六篇作品，每份作品聯同附件三的參賽表
格B在2013年12月1日或之前透過負責老師電郵地址寄往香島中學校友會：htmsaa@heungto.org.
hk。參賽表格B亦可在本會網址下載：http：//www.heungto.org.hk 。凡校內遞交作品，均自動獲
頒發優異獎。
~ 截稿日期：2013年12月1日。
~ 頒獎： 比賽優勝者將獲邀參加2014年香島中學校友會「新春團拜、會員大會暨慶祝五十五週年會慶
徵文比賽」頒獎禮。
查詢： 電話： 2381 7262

傳真： 2397 7296

電郵：htmsaa@heungto.org.hk

參賽規則：
1. 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個人原創，不可抄襲及未經任何媒體發表，作品不可一稿兩投，一經發現，即取消資格。
2. 參賽作品題材、內容不限，惟題目則要依據大會規定的命題方案內選取。(參照附件一)
3. 初中及高中學生組參賽作品必須經就讀學校遞交參賽。由該校中文組初選，每組別遞交六份。
4. 所有參賽稿件恕不發還，本會保留使用參賽作品的權利。
5. 評審結果以本比賽評審團之決定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
注意事項：
1.參賽者請自留底稿，主辦機構恕不退稿。
2.所有獲獎者，均獲贈《香島校友情》
55週年會慶文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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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 主辦機構有權修訂上述章程，恕不另行通知。

慶祝五十五週年會慶徵文比賽
主題: 香島情
命題方案

一、總主題解讀
時光荏苒，闊別母校多年的校友是否也曾記起在學時期的青春與夢？匆匆幾個寒暑的學生生活，如
今確實變得遙遠了，那些年……敬業樂業的師長、真摯懵懂的同學、寒窗苦讀的歲月、揮灑淚與笑的青
春。每個香島學生都會有和母校相聯繫的夢和記憶。而如今在校的學弟學妹們必然也一同與老師在香島
這校園裏觀賞著一片又一片的風景，或是難忘的恩師、或是凝神的瞬間、或是回味的故事、或是幽靜的
校園、或是青春的印記……緩緩流動。
校友會期待各位圍繞「香島校友情」——歲月中流逝的或遠或近與母校的情感記憶，紀錄曾經盡是無言
之美的難忘歲月。
二、總主題下的命題要求： 命題作文、半命題作文。

校友公開組、大專同學組
一、命題作文
1. 香島歲月
3. 當年我們如此年輕
5. 香島，我是你的孩子
二、半命題作文
7. 懷念
9.

二三事

2. 記憶的鱗片
4. 我們的班主任
6. 致青春

8. 回眸
10. 寫給

慶祝五十五週年會慶徵文比賽
校友公開組
參賽表格A
大專同學組

(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
作品題目
校友姓名 ( 中文 )

先生 / 女士 / 小姐

畢業 / 肄業年份

屆別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
聯絡地址 ( 中文 )
# 請刪去不適用者。
每份參賽作品連同本表格須在 2013年12月1日或以前，以同一電郵一併遞交到 htmsaa@heungto.org.hk。

評判填寫

本表格可在下列網頁下載：http://www.heungto.org.hk

校友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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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校友會合唱團消息
香島校友會合唱團自三年前成立，已兩次代表校友會外出參加聯會歌唱比賽，並取得一定的成績；除此之
外，合唱團還不時在校慶會慶餐會、校友會團拜上表演，贏得不少校友的掌聲。今年7月29日應荃灣葵青居民聯
會邀請，參與假荃灣大會堂舉行之「親親爹娘綜合晚會」演出。是晚準備了三個節目：男聲小組唱、女聲小組以
及大合唱，得到觀眾熱烈的掌聲，安歌之聲不絕於耳。這是合唱團第一次外出演出，得到觀眾熱情的回應，無疑
打了一支強心針。
為了提昇團員的水準和提供團員一展歌喉，互相切磋學習的機會，合唱團在8月25日假上環文娛中心七樓排
練廳舉行團內觀摩音樂會。團員報名熱烈，共有二十多個節目，包括獨唱、二人合唱、三重唱、女聲小組唱、男
聲小組唱、大合唱。團員們各自為自己的演出努力練習，相當投入。這次的觀摩，不但發掘了不少獨唱人才，還
提升了團員的自信心，希望在明年慶祝校友會55週年音樂會上有耳目一新的演出。
合唱團首次對外演出

香島校友合唱團
由劉孝揚老師指揮合唱「東方之珠」

觀摩會由嚴志強校友指揮合唱「東方之珠」

招收男高、男低、女低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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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9:45 假上海街會所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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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團員合照

聲樂班同學與導師黃偉樺小姐合照留念

全體大合照

廣 告

香島校友民樂組消息
為慶祝校友會55週年會慶，校友會將於明年底籌
辦一次由合唱團和民樂組擔綱的音樂會。早前校友會幾
位負責人邀約葉敢新校友茶聚，分享構思，得到葉校友
的大力支持，並於9月1日在九龍塘香島中學小禮堂舉
行首次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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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友會陳純妮校友聯絡。民樂團暫時安排
每月練習一次，下次練習時間為10月6日（星期日）上
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地點在九龍塘香島中學小禮堂。
葉敢新校友指揮團員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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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樂組練習情況

第十一屆「回歸盃」乒乓球邀請賽

得獎者與出席理事合照留念

梁夢粦秘書長頒公開組男單：冠軍吳國光、
亞軍譚祺光、季軍張錦強

梁夢粦秘書長頒公開組男雙：冠軍譚祺光、梁景
就；亞軍曾啟樑、黃誠基；季軍孫進強、張錦強

周國強常務理事頒女子雙打：冠軍郭麗蘭、林曉芳； 曾 曉 靜 常 務 理 事 頒 女 子 單 打 ： 冠 軍 李 穎 琦 、
亞軍蔡詠欣、鄺穎淇；季軍陳珊珊、麥濬思
亞軍林曉芳、季軍蔡詠欣

周成峰理事頒學生組混雙：冠軍張俊峰、蔡詠欣；
亞軍何樂其、麥濬思；季軍黃振邦、陳珊珊

曾大常務理事頒學生組男子雙打：冠軍
黃振邦、潘俊業；亞軍李家輝、梁凱傑

福利

1. 9月中旬至12月底將提供大閘蟹訂購，有興趣可來電查詢。
2. 憑 永 久 和 年 度 會 員 証 前 往 旺 角 登 打 士 街 3 5 C 地 下 A 舖 錦 興 隆 海 產 ， 特 價 貨 品
除外，一律有九折優惠。
3. 現提供 美洲野生乾海參 ，直接由美國入口，現以實惠價格銷售。校友會直銷價：
乾海參
$450/ 磅 (約35-43隻/磅)
已浸發海參* $120/ 磅 (約 7-10隻/磅) (冰凍保存)

2013年6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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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
增了一個團體賽，對象是校友會
理事和各分會幹事，每個單位派
出兩男一女組成一隊比賽。經過
連場激戰，各組的優勝者順利產
生，賽果如下：
王華峰副主席頒公開組混雙：冠軍李穎琦、梁展
銘；亞軍錢瑞儀、陳定中；季軍陳純妮、鄭凱鍵

王華峰副主席頒團體錦標賽：冠軍將軍澳分會、
亞軍理事會、季軍：天水圍分會

* 自家浸發海參，絕無使用哥士的、雙氣水等化學品處理，保證放心食用。

4. 訂購優質面膜
Code

Derma Medream 肌之夢

優惠價

DM004

胎盤素激活細胞儲水面塑膜

1盒5片

199

DM005

植物幹細胞去紋收緊面塑膜

1盒5片

199

DM006

3效擊斑去黃白滑細緻面塑膜

1盒5片

199

DM016

高滲玻尿酸+泛醇活水導向凝膠膜 1盒10包

DM017

八胜肽極速緊緻去紋凝膠膜

1盒10包

290

DM018

乳糖酸去斑換白光滑凝膠膜

1盒10包

290

DM019

CDM 蘆薈防敏降紅水份凝膠膜 1盒10包

有興趣可參考此網址：http://shop33747060.taobao.com
訂購可電2381 7262，取貨地點：校友會會所

楊志明天水圍分會幹事頒學生組男單打：
冠軍黃振邦、亞軍李家煇、季軍何樂其

29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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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會慶盃」麻將王大賽
校友會第十屆「會慶盃」麻將王大賽於七月二十八日在油麻地花園酒家舉行，參賽者非常
踴躍，還沒有到約定的比賽時間，大部份校友已到達會場，並自行耍樂。時間一到即刻抽籤，
講完規則立即開賽，經過七十五分鐘激戰後，李卓立、陳秀英、李旺、梁愛蓮、鍾志成、劉麗
華、黃志偉、劉雪芳、郭德、鄧德濂、朱月雲、周國強等取得出線權，進入複賽，同樣七十五
分鐘後，由下列四位爭奪最後勝負，結果成績如下：冠軍：陳慧珠；今年出現雙亞軍，經由大
會以及得獎者的協商，亞軍：佘靜華，季軍：彭發和，而獎金則齊齊平分，皆大歡喜，殿軍：
葉慶。晚宴筵開９席，有卡拉OK助興，讓喜歡唱歌的校友大展歌喉。在此多謝活動籌委們的落
力工作，包括周成峰、危志光、黃添成、徐月華、李賜輝、陳振輝以及周國強。校友在炎熱天
相聚在一起，談笑風生，品嚐佳餚，不失是一種消暑好方法。

王志華常務理事頒獎
給殿軍葉慶
李光明副主席頒獎給冠軍陳慧珠

周國強常務理事頒獎給亞軍佘靜華

曾曉靜常務理事頒獎給季軍彭發和
籌委黃添成頒獎給出線
者鍾志成、劉麗華

危志光常務理事頒獎給出線者
朱月雲、周國強

何思行理事頒獎給出線者鄧德濂、郭德

各得獎者與出席理事、籌委合照

籌委李賜輝頒獎給出線者李旺、梁愛蓮

周成峰理事頒獎給出線者
黃志偉、劉雪芳

籌委陳振輝頒獎給出線者李卓立、陳秀英

67校友午間茶聚

出席茶聚的53師生事件的校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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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合照留念

本會於2013年6月11日中午於旺角維景酒店舉行一次簡單的午間茶聚，當日
邀請了部份參與1967年「香島53師生事件」的校友出席，校友見面都互相問好，
話當年。茶聚席間，有當年親身經歷67事件的校友出來分享他們的所見所感，那
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曾宇雄校友給我們看了當年的舊相片，還介紹了屈穎妍校友
的著作《火樹飛花》
以訪問記載當年因67「反英抗暴」而入獄的愛國同胞的事
蹟，母校葉燕平行政總監、楊耀忠、黃頌良、吳容輝、羅永祥等幾位領導及袁武。
吳亮星、黃富榮等多位校友亦應邀出席，讓我們尋回香港那一頁失落的歷史。

態
動
友
校

早屆校友最近組織探訪老教師

2013年5月28日，鎮以和老師（前右二）
和胡海倫老師（前右三）與早屆屆聯絡員
在油麻地彩福酒樓茶叙。

2013年5月30日，十三屆
校友與胡景慈老師茶叙。

第十四屆畢業校友通訊

黃澤光老師（右一）和諸少慧老師
（右四）與早屆屆聯絡員茶叙。

鄺寶安

踏入2013年我屆於一月九日組織了一次深圳東部華僑城茶
溪谷一天遊，一行十六人，於景區全天候四季植物園欣賞了各
種奇珍花卉植物，此外更參觀了茵特拉根景區漂亮的建築，乘
座小火車穿越大峽谷自然生態景區，連候車近一小時的車程，
正是各人交談最好時光。當天旅程安排，早上丹桂軒茶點餐，
晚於新梅林四季酒店晚餐，享用美點佳餚，觀賞到美麗景色，
連交通各人只需支付壹佰元人民幣費用已足夠，真是廉價旅
遊，各人盡興而歸。
茶溪谷四季植物園大堂前合照
三月初楊炳光、唐奉基與邢必英等返港，於三月五日在尖
沙咀鴻星酒家舉行一次茶敍，出席校友共23人，值得一提是
濶別我們超過半世紀的唐奉基，與各人圍敍之情景，興奮激
動之情實難形容。隨後唐奉基與邢必英更分別回國內參觀旅
行，前往上海與北京等地。邢必英自北京飛返加拿大後，即致電返港，感謝安排是次敍會，並
圓探望何卓儀老師與李寶幹校監之願。在此轉告她向各同學校友問好，祈盼再次叙會。
三月底陳炳忠偕符月眉夫婦倆人返港，正好趕及本屆逢雙月首個週(三)日，即四月三日之茶敍，
是次出席校友竟達四十人之眾，他們倆人出席真見號召力，為歷次茶敍人數最多一次。各人見面，精
神飽滿，身體健康，交談熱烈，大家同感安慰。
結語，本屆畢業校友自2010年慶祝畢業五十週年活動起至今，已經過三個年頭，通過製作紀念
畫冊與輯錄十年活動DVD影碟，各校友努力傳閱，更積極聯繫到近十位失散的校友，包括畢業五十
多年未見過面的，如唐奉基、馮志潔、歐劍蘭、黃錦怡、戚卓光、許繼秋、游錦章、孫福成、孔憲榮
與曾元照……等，可說是各校友努力的成果，彼此增
強凝聚力，各人紛提出建議多搞旅行，安排活動。最
四月三日鴻星酒家茶敍大合照
後祝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盡享晚年多彩人生。

深切悼念
近期離世的校友有：前埔分教工陳佳章；6屆徐達德、
吳錦濤；7屆吳文輝；8屆方志英；9屆黃偉文；
10屆蔡祥杰；13屆柯葵；14屆陳力濠；15屆劉演宜；
21屆林志玲；22屆黎漢持；29屆林玲；預科39屆黃朗星。
謹向其家人致以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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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15屆學友晉七榮壽聚餐

張錦華

今年6月24日，十五屆校友假中環華商會貴賓廳舉行雅敘
聯歡——《香島15屆學友晉七榮壽聚餐》，筵開三席，情況熱
鬧而饒有意義。席上，發起人溫超元說，我屆同學完成中學階
段時的中位數是18歲，今年大家差不多都已〝晉七〞大壽了，
故這個晚會很受歡迎。晚會嘉賓有古麗兒老師和一位13屆的學
長。席上校友說，古時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說法，現今社
會已少提了。尤以港人平均已超八十餘，且數字不斷向九十靠
攏，不難預見，我屆同學將會有晉八、晉九甚或晉百的歡樂敘
會。席間，校友們議論怎樣的長壽才算好日子？總的來說，首
先我們應積極面對人生，鍛練好身體，平時多走路——高壽者必須是個
人能行能走才是最重要的；其次平時亦要接觸社會，關心社會事務，參加有益的活動；還要多看書報，唱
歌跳舞，打麻將，打太極，練書法等，總之要發展一些個人的愛好。同學們肯定今後應多舉辦交誼活動，
畢竟同是香島兒女，意趣相近，和諧友愛。以前大家多被業務或被兒女成長事宜纏身，未能常聚首聯誼，
今後已是孔子所說的〝七十隨心所欲不踰矩〞了，大家要珍惜常見面的機會，暢敘抒懷，要開心過好每一
天。晚會的紀念品也是別出心裁——繡有香島校徽的毛巾和長壽麵，寓意長壽不忘母校作育之恩。

夜中第十屆 三十五週年 聯歡晚會 後記

校友家屬

七月六日，我有幸跟隨伴侶參加夜中第十屆三十五週年假南豐中心煌府酒樓舉行之聯歡晚會。
我非夜中同窗，與各學友亦不太熟絡，起初有點疑惑，想三十五年不是一段短的時間，籌備晚會的學友會有
號召力？會犧牲工餘時間籌辦？各同窗友情還存在？但一踏入會場，疑慮全消。場面熱鬧，師友與學友共聚一
堂，有為贈興而高歌的一組，有在一起追憶那些年的一群，有為增進窗誼而切磋牌技的一班，大家樂也融融。
整晚節目歡樂而緊湊，亳無冷場。籌辦的學友準備了豐富之禮物抽獎，各人毫無私心，在抽獎過程中大家為
同席學友打氣，有得獎者亦即時捐出獎品再抽獎，但求大家能盡興。同時出席的當年老師既贊助獎品亦百忙中抽
空參加，我相信只有香島中學這個大熔爐才能孕育出這樣深厚師友學友感情。而這感情完全印證在給師友之紀念
品中，有學友用巧手做出美麗剪紙配上媲美王羲之字體的書法的感謝咭，導出了對昔日老師尊敬心聲。
在席間，各學友舉杯暢飲，有充當攝影師為各人留倩影，有充當司儀主持大局，在感謝大家參與同時亦多謝
酒樓侍應之招待。我亦聽到酒樓工作人員竊竊私語道“香島中學之學生確與別不同，會給我們正能量，在宴會中
多謝我們的招呼，用掌聲肯定我們的工作，三十五年之情並不虛假。”此刻使我覺得席中所有盆中餐變成了甜品
配點，晚會之主菜乃是大家重義之風範。
最後，晚會在影集體相中結束。會後大家用手提電話互傳當晚相片，互傳多謝參與鼓勵之留言，相片留下了
大家開心滿足的笑容，留言刻記了大家的友情。同時特別感激李錦添學友及各位籌辦學友為大家營造了歡樂感動
之一晚。希望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週年的來臨，大家友情永在。
莫北權老師

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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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若平老師

麥興華老師

廿七屆慶祝畢業40週年師生聯歡會後記

趙麗嫦

藉校慶聚餐慶祝我屆畢業40週年紀念後，當晚我屆有近百位同學參加，同學們
表現得很開心，有些是畢業後四十年來，第一次見的，有些讀書時都不認識的，是
當晚才相識的，大家都滔滔不絕，講過沒完沒了。此時，大家都意猶未盡，於是，
有個別同學提議自己屆再搞一次獨立慶祝會。
馬可同學自動請纓，由他來搞，於是在馬可帶領下，我們成立了籌委小組，商
議時間和地點，迅速地決定於七月十四日(星期日)假尖沙咀百樂門喜宴酒樓舉行第
27屆慶祝畢業40週年師生聯歡會。當晚筵開八席，有八十多位同學參加，也邀請了
近十位老師蒞臨，場面相當熱鬧。席前，我們不斷播放舊照片供大家欣賞，當中有
預備班、小學、中學的活動，比賽和旅行照片；有慶祝畢業20和30週年的照片，同
學們邊欣賞，邊滔滔不絕話當年，頓時沉浸在那些年的回憶裹，場面相當溫馨和懷
舊。臨開席前，又進行了一項男、女子組飲啤酒大賽，參加者認真，投入，惹得台
下老師同學拍掌叫絕，是為第一個高潮。比賽完畢，阮國棟、麥磊安兩位司儀穿著
學生時期的校服——藍褲、白恤衫，胸前佩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身上斜揹着一個
寫着「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的布書包出場，霎時，全場嘩然大叫，像時光倒流，
回到六、七十年代學生時期那樣意氣風發，風華正茂似的，他倆由潘記早餐……說
到香島學習生活，內容相當搞笑，帶來全場歡樂，是為第二個高潮。席間，又進行
分班和眾老師一起拍照留念，又進行玩BINGO，着「冷衫」、估西瓜、蜜瓜和提子
重量遊戲。還有，梁惠萍、張星鴻、傅德祺等同學 送出贊助禮物給全場抽獎之用，
為晚會增添不少歡樂氣氛。出席者，都獲得紀念品
筷子，這都歸功於傅德祺之
子，為我們四處尋找，討價還價，用合理的價錢，訂造一批優質的筷子，尤其是筷
子上端刻着「香島廿七屆四十週年誌」很醒目，很有紀念性。李本年、李煥志等同
學，顧不得吃、喝、玩樂，拿着相機走來走去，為我們拍下每一角落的珍貴鏡頭。
不久，到了玩「着冷衫」遊戲，男同學猛力拍打「冷衫」，女同學協助男同學用力
撕開「冷衫」、「着冷衫」，台下觀眾大叫快！快！快！加油！加油！是為第三個
高潮。當遊戲，抽獎完畢之際，有幾位同學有感而發，拿起「咪」訴說心中之情，
從而表達對老師多年來諄諄教導致以萬分感激之情，全場響起如雷貫耳的掌聲，藉
此，表達對老師的謝意，是為第四個高潮。晚會最後由幾位合唱團同學帶領全場高
唱校歌結束，全體同學起立拍掌歡送老師們離場，表現出對老師的尊重。此時，籌
委小組和部分同學紛紛走上前和老師們一一握手道別。
今次 晚會辦得出色和成功，得到好評，值得一讚的是各勞心勞力的籌委，由選
擇酒樓，聯絡同學，準備遊戲和抽獎禮物到臨場發揮及節目程序的安排都出了不少
力，還有，現場的拍攝，會後的剪輯，燒碟的工作人員都出了不少力，最重要的全
賴於每位老師、同學的參與和投入，使整晚笑聲不斷，高潮迭起，帶來一個又一個
愉快歡樂的氣氛。
值得一提的是七月十四日的聚會全靠校友會慶祝校慶的聚餐造就出來的，因
此，大家都認識到今後要圍繞在校友會周圍，做好聯絡同學工作，搞多些聚會，為
了答謝校友會的幫忙造就，決定將聚會剩下的餘款捐贈給校友會。
盧德權送贈自傳給岑玉楠

成功的球星

五甲班

五乙班

五丙班

五丁班

五戊班

12屆 岑玉楠太平紳士 (MBE勳銜)
盧德權送贈其自傳給校友會

月前，獲香島中學第十二屆學友盧德權所贈，其剛出版之自傳
《足球之旅》。讀畢感其內容精彩，圖片實錄與歷史記載兼備，有珍
貴之紀念價值。蓋觀其成就，可分三段過程：學，用，教。
學： 盧德權選擇足球為職業，中學畢業後，從往體育學院鍛鍊，
到加入球隊參賽，從小型班開始，累積經驗，打下良好事業基礎。
用： 體力和思維成熟，加上技術奠定了基礎，累積經驗，球
岑玉楠將《足球之旅》送贈給蘇格蘭
技進入高境界，從普通水平的球隊，被吸納到超級班霸球隊効
鄧迪市中央圖書館
力。由於球技有出色的表現，更被選為香港足球代表隊球員出
賽，成為了香港眾球壇明星之一。
教：退出作賽球員後，成為球隊教練。由於盧德權好學不
倦，考取了“國際足協＂和“英格蘭足協＂教練執照，任職球隊教練，並且任職香港足
總隊之教練，擔任了第一、二屆省港盃教練。
接著，香港星島日報記者專訪了盧德權校友的球壇成功史，刊登之後，益使其卓
越成就在海內外讀者中有目共睹。據知盧德權校友仍將會出版《足球之戰術和戰略》一
書，內容具體描述他的工作經驗及心得，這將是一位傑出足球員總結其足球事業的心血精晶。
本人閱讀過盧德權校友的自傳之後，認為是一本具香港足球歷史發展和文化價值之作品，遂要求於本人居住的蘇格蘭鄧迪
市中央圖書館，收藏了盧德權校友的《足球之旅》自傳，以期讓海外華僑和學生們閱讀，發揚其努力奮鬥不懈的精神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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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華人之光！

28屆校 友 尋 人 啟 事
各位第二十八屆嘅同學，話咁快畢業咗已經將近四十年啦，為咗紀念呢個難得日子，我哋一班有心有力嘅同學最近忙於
開會，籌備喺明年七月舉辦一次大型聚會，旨在重新聚集大家呢班可能已經四十年都冇見過嘅同學，共話當年，把酒言歡。
由於好多同學畢業後即各散東西，各自忙碌，彼此可能漸漸失去聯絡，為咗讓更多同學能夠參與呢次難得盛會，我哋希
望藉著今期會訊，號召各位二十八屆同學，一齊同心合力，尋找下列失去聯絡嘅同學，並且將消息盡快向以下同學報告︰
甲班： 葉健康 老國信 劉明輝 劉建洪 李少鵬 杜德偉 李曉初 林慶輝 周 添 陳輝良 陳漢財
梁偉雄 梁柏寬 孫平發 張耀庭 閻紹基 蔡偉文 呂慶豐 李玉珍 何鳳姿 余玉玲 容寶蓮 陳惠妍
陳小萍 陳巧玲 陸婉儀 曹翠賢 曹潔貞 鐘志平 彭燕儀
乙班： 李 偉 何嘉恩 吳健明 馬克勇 梁中堅 姚國華 黃錦義 張步龍 賴秋明 文麗芳 丘佩蘭
葉嘉麗 李家蝶 何淑儀 林淑美 梁玉瓊 黃紅莉 趙美玉 賴小珍 顏惠如 翁琪珍
丙班： 王偉宗 劉偉倫 劉華庠 羅萬良 范佐榮 陳超傑 徐泰豐 崔永全 龔永華 黎俊祥 顏成武
李聯群 何惠玲 何月蘭 劉健芬 林燕梅 香巧玲 陳秀芬 黃惠愛 靜素容 馮惠瓊 秦月雲 蕭筱筠 蔡健英
丁班： 李永輝 李偉增 劉俊榮 鄒港生 鄒景源 鄭澤恩 陳偉強 陳炳華 梁智謙 梁澤偉 黃國威
黄 黃炳泉 黃利光 郭賢雄 曾偉康 畢耀佳 蔣家駿 蔡舜傑 鄧學原 韓錦安 韓才光 王同欣 田梅多 伍小珠 劉燕萍
劉少芳 劉玉鳳 李多加 李通明 梁淑珍 梁寶珠 黃愛冰 溫麗娟 鄧佩虹 蔡國明
戊班： 劉國峰 李振堅 李永順 何正忠 高 峯 邱民星 梁錦明 許德深 郭賢標 李慧霞 鄭彩花
陳惠蘭 張麗嫦 黃梅芳 楊彩靜 潘靜賢
各校友如有上述同學消息，請與下列各班負責同學報告或以 email:e3288@hkstar.com給陳錦明校友！多謝各位同學合作！
甲班︰邱炳發9353 5383；
乙班︰陳錦明9337 1384，鄭少芝6082 8324，李佩霞9387 3707；
丙班︰黃麗娟2361 0906， 黃國偉9213 8421；
丁班︰黃玉明9230 1420；
戊班︰鄧世傑9177 0727， 張麗貞9041 8201。

哈 爾 濱 、漠河之旅

羅國生 作

2013 年 6 月 12 日，我屆同學一行 12 人，聯袂前往哈爾濱及漠河旅遊，
行程六天，遊覽了中國的最北疆，成詩一束，記載了我們的足跡。

（一）漠河印象

（四）參觀最北哨所

漠河是我國黑龍江省最北端的一個邊陲小城市。地處北緯53度，夏季日長
夜短，冬季則反之。當地經濟以林木業為主，1987年5月6日，大興安嶺
發生一場特大山火，燃燒了28天，把漠河鎮都燒毀了。現在的漠河市是重
新建造起來的新城，建築物風格酷似俄羅斯。在這裏是觀北極光的最佳地
點，可惜我團隊緣慳一面了。

國家安定繁榮，有賴邊防戰士為我們站崗放哨，謹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北訪邊城到漠河，晝長夜短日偏多。
樓房亮麗民敦厚，未睹奇光歎奈何。

（五）遇冰雹雨

（二）從漠河赴北極村途中
從漠河到中國最北疆的地方-------北極村，距離70公里，現有優質高速公
路相連。沿途全是綠油油的草植和樹林，種滿樟子松、樺樹及楊樹，是名
符其實的氧吧。

仙姬玉帶降林場，曲折伸延往北方。
樺樹樟松翻綠浪，風來偶覺野花香。

（三）夜識星座

南是中華北是俄，保家衛國靠兵哥。
慕名來訪諸賓客，火熱情懷敬仰多。

我團隊在東北賞北極光不遇，幸得天公略作補償。在哈爾濱參觀太陽島景區
時，遇上一場特大冰雹雨，如彈珠般大小的冰雹隨著豪雨而下，打得旅遊巴
車頂乒乒作響，好不駭人。很多團友也從未見過如此天象，難得機會也。

銀河水滿裂隄開，王母珠璣落玉台。
一灑熱情冰雹雨，歡迎我自遠方來。

（六）參觀哈爾濱冰雪藝術舘
哈爾濱市的冰雕藝術馳名全國，有緣見識，大開眼界。

冰雕雪砌似仙宮，剔透玲瓏夢幻中。
燈映紅藍多色彩，心靈手巧賽天工。

入住北極村當晚，為求一睹北極光，走出戶外觀天象。可惜北極光無出
現，郤見滿天星斗。團友蘇樹恩兄通曉天文，教大家識別星座名稱，並樹
立腳架拍攝，圖像尚算清淅，亦不枉捱更抵夜也。

（七）參觀東北虎園林

夜候奇光賞不成，抬頭卻見朗天清。
牛郎織女遙相對，辨識銀河北斗星。

曾經馳騁大山林，一嘯能驚百獸心。
在此無愁溫飽事，若然是我定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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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入大學名單

2013 年香島母校文憑成績

( 截至 2013 年 9 月 3 日 )

九龍塘香島文憑穩步前進
四大核心成績優異
1 、核心科目成績優秀
香島學生一向中英兼擅，是次文憑試中文科合格
率達97.5%，英文科合格率達98.8%，遠高於全港；
另外，數學科合格率為98.8%，通識科合格率更高達
100%。
合格率

香島

全港

中國語文

97.5%

80.3%

英國語文

98.8%

78.1%

數學

98.8%

80.7%

通識

100%

88.0%

2 、整體表現出色
我校考獲5級或以上共161個，包括：15個5**、
45個5*、101個5級，考獲4級或以上達46.6%(全港
32.7%)，整體合格率為98.9%(全港82.8%)。4級或以上
逾60%的科目共八科，包括：地理、物理、M1、M2、
生物、化學、文學、資通；12個科目合格率達100%，包
括：通識、生物、企會財、化學、中史、文學、世史、
資通、物理、視藝、M1、M2。
考獲大學學位入學資格為50.9%(全港34.7%)，副學
位入學資格為96.3%(全港68.6%)。

香港大學
李金鵬 新聞學學士
滕信智 理學士
楊資源 工學學士

陳曉君 語文教育-中文教育
高廷坤 工學學士

中文大學
何鈺媛 專業會計學
林靜秋 宗教研究
侯慧怡 工程學
伍曼清 護理學
譚曉君 理學
麥倩婷 理學
何旭達 理學

吳景威
陳美君
莊成斌
陳曉瑩
何韋熹
施穎珊

專業會計學
酒店及旅遊管理學
數學及數學教育
藥劑學
理學
理學

科技大學
葉曉珊 工程學

張

理工大學
廖健亮 護理學
陳敏玲 服裝及紡織
万 遷 市場學 温
鄧淑貞 服裝及紡織

葉家杰
王 珮
溫嘉浩
許咏霖

浸會大學
勞恩怡 工商管理
盧達偉 文學士
陳柏而 中國研究

李德儀 理學士
朱庭樂 文學士
馬 歡 中國研究

健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廣泛學科
地產及建設測量學
電子計算廣泛學科
運輸系統工程學

天水圍香島
經過師生上下的努力，今年仍然有頗多科目合格
率高於全港，其中尤其值得注意我校今年首次應考的
BAFS(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合格率達100%；而生
物科過去數年合格率偏低(由於採用英語應考)，今年回升
至高於全港；中史及歷史科均能優良率高於全港，尤其
是歷史科，數據相當穩定，實屬難能可貴。
五科合格的百分比有51.4%，反映我校在中一收生
程度頗弱的情況下，補底方面依然有一定成績，能讓超
過一半的畢業生以中學畢業的資格升學或就業。

將軍澳香島
畢業人數 ：144
出路

本地
學位
課程

內地
升學

台灣
升學

副學
位課
程

海外
升學

基礎
文憑 /
文憑

毅進

重讀

工作

人數

6

6

13

38

12

40

8

12

9

百分比

4.17

4.17

9.03

26.39

8.33

8.33

6.25

27.78 5.56

※※篇幅有限，尚有國內、海外升學、高級文
憑和副學士名單未能盡錄，敬請見諒，如想了解詳
情可去各校的網頁瀏覽。如有錯漏敬希指正※※

城市大學
雷庭溢 科學及工程學
廖芷筠 科學及工程學
嶺南大學
陳家瑩 工商管理

陳嘉輝 科學及工程學

梁慧兒 社會科學

公開大學
李景駿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
陳劍波 動畫及數碼特技
陳靜儀 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
李嘉駒 政治及公共行政
孫泳恩 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
簡詠盈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
教育學院
潘翠儀 小學教育
李積航 小學教育
陳穎怡 心理學
樹仁大學
莊子浩 工商管理

鄧安琪
鄧善元
張 泳
劉心弦
張銀英
鄭諾儀

中文
檢測和認證
檢測和認證
專業會計
商業管理學
攝影數碼藝術

吳小敏 小學教育
施 敏 社會科學教育

黃兆鳴 輔導及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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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日新盃」籃球友誼賽
日
期：2013年11月10、1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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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或以前
乙組：1972年或以後
女子組不限年齡
獎
項： 各 組 別 設 冠 、 亞 、 季 軍 ； 每 組 冠 軍 隊 伍 除
每 人一 塊水 晶獎牌外， 還有 YOR K牛仔 褲一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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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年度普通會員*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月31日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

夜中校友大旅行
夜中校友部將於11月3日（星期日）舉行本港一天大
旅行活動。夜中屆聯絡員將於9月27日舉行會議落實有
關安排，有興趣參加的夜中校友可向自己聯絡員了解路
線、費用和報名，也可以致電校友會查詢。

電腦/智能手機(Android)及
數碼相機操作和資料交換課程
本課程教授電腦/Android手機和數碼相機的基本操
作技巧。
內容包括：
1/ 電腦上網，開設電郵地址，facebook 戶口，刪除/新
開/移動及複制資料夾。安裝免費軟件作相片後期制作
/更改相片尺寸等。
2/ Android 手機基本操作，設定行動網路資料限制，網
路共用，利用藍牙傳送資料/相片，刪除/新開/移動及
複制資料夾，手機與電腦連接交換資料，WhatsApp
的使用等。
3/ 數碼相機操作技巧，全自動及半自動拍攝模式 的運
用，曝光補償，光學變焦與數碼變焦，光 圈/快門/
ISO感光度的使用等。
4/ 將相機/手機拍得的相片傳送到電腦/改細相片尺寸傳
送到手機。
費
用：HK$350.
堂
數：6 堂，每堂1.5 小時
上課地點：校友會會所
名
額：最少15個開班（最多18人）
星期二 晚上7:00 至 8:30
備注：學員只需帶手機、相機上堂便可

校友會徵求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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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合唱團誠徵鋼琴用作練習之用，如有校友可以
送出，請電23817262與校友會陳小姐聯絡。多謝幫忙！

大閘蟹宴
自2002年開始，香島校友會為校友、會友提供大閘蟹訂購
服務以及大閘蟹宴，備受讚許，口碑推崇。
良朋知己相約聚舊，持螯把酒言歡正是好時令。今年，校
友會與旺角維景酒店合作推出大閘蟹宴，有關詳情如下：
供應日期：2013年10月1日-11月30日
時
間：晚上7:15入席，7:30開席。逾時不候
地
點：旺角荔枝角道22號維景酒店 荔軒
（港鐵太子站C2出口）
費
用：每席HK$3,980. (每席12人，大小同價)
以一席為單位，不設個人散票
訂購辦法：1. 致電校友會23817262定席，確定後費用如數存
入本會中銀戶口030-552-0-0090256 香島中學校
友會有限公司，把入數紙傳真至23977296或寄
回校友會作實或以現金繳交。
2.直接上校友會訂購
3.請提早三天前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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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0日（星期五）
時
間：晚上 7:30
地
點：九龍大埔道6-8號福耀樓3/F（中業校友會）
費
用：每席HK$1,920. 每位HK$165.
查
詢：2381 7262
如有更改，將另行通知

香島中學校友工作界別調查
各位校友：目前香港產業結構單一，過於集中在服務業，
不利香港長遠發展。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制定全面
的產業政策，發展多元產業，以滿足港人投資、創業、經營和
就業的需要。有見及此，校友會社會事務部及會員部特設計以
下問卷，以了解校友的就業狀況，並及時更新校友資料。
所收資料只作更新校友會資料庫之用，問
卷統計完即銷毀，而統計結果將在校友
會會訊上刊登。
為了鼓勵校友回應，特設雙重獎
勵。凡交回問卷校友，可獲贈校服公仔
乙個或$50校友會活動代用券乙張，並
且可參加明年校慶聚餐會上的『校友問
卷終極大抽獎』，獎品名貴，內容將在
下期會訊公佈。

甜品達人
甜品博大精深，種類繁多，愛好甜品而又想學習製作的你
豈能錯過學習機會？
導
師：溫婉儀校友
日
期：2013年10月中旬起（共4堂）
時
間：逢週六 下午2:30 至 4:30
內容(暫定)：三色香蕉糕、黃/白糖缽仔糕、椰汁馬豆糕、香芒
椰汁西米糕
費
用：HK$200.(已包材料費)
人
數：10人（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報
名：2381 7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