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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委會：王志華、梁夢粦、陳純妮、張洁鈺

慶祝香島中學校友會
55週年會慶音樂會
慶祝香島中學校友會55週年會慶音樂會已於10月26日假荃灣大會堂演奏廳圓滿結束。由香島校
友會合唱團和民樂團主力擔綱演出的音樂會能夠順利舉行，實有賴多位校友的居中協調，無私奉獻，
包括13屆溫聯華，15屆林風，21屆嚴志強，22屆葉敢新，23屆邱少彬(岩生)，25屆溫明、27屆李國
材、黎漢明、趙贊夏，30屆李光明和33屆陳錦標。在此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是次音樂會是校友會近三四十年來的罕有舉辦的活動，吸引校友們的興趣，反應相當熱烈，早早向
校友會登記索取入場券，除了當中二成入場券需給荃灣大會堂派發外，其餘八成都讓校友們登記了，還
有長長的後補名單等待。當晚有接近九成的入座率，校友們三五成群相約到來欣賞，場面熱鬧非常。
林風的琵琶獨奏

溫聯華的笛子獨奏
香島校友會合唱團

觀眾開始進場

等待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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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聲三重唱，左起李炳仁、
李國材、黎卓能

女高音林茂翹

音樂會正式開始，上半場以香島校友會合唱團的演出為主，包括
大合唱，分別演唱了「楓橋夜泊」、「東方之珠」、「獅子山下」
以及「森林啊綠色的海洋」；男聲三重唱「三套車」和「大海啊故
鄉」；女聲小組唱「紅豆詞」和「茉莉花」；獨唱有林茂翹的「願
君心記取」、林玉鳳的「小河淌水」、黎卓能的「跳蚤之歌」、周
潔華的「梅花引」以及廖文慧的「十萬毫升淚水」。下半場則以民
樂為主，一開場以「電視主題曲組曲」開場，熟識的樂韻配以有力的
「呵呵」聲，現場聽眾情緒隨即高漲，贏得不少的掌聲和歡呼聲。隨
後是聽眾們引頸以待的兩位大師溫聯華和林風的演奏，功力果然名不
虛傳，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陳錦標校友特別為此音樂會而作的「別
思」，曲調優美，大獲好評。
音樂會的最大亮點是，合唱團和民樂團的合作。民樂團為合唱團
伴奏了「一點燭光」、「我和我的祖國」以及「香島之歌」，邱少彬
校友特別為校歌伴奏配器，雖然兩團只練習三次，但出來的效果卻是
不錯，尤其全場大合唱校歌，那種激動的心情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想重溫當晚精彩的節目？感謝關啟興校友將當晚的節目全部上載
Youtube供觀賞和下載，相關的相片也已擺放在校友會網頁供瀏覽。
女聲小組唱，左起林茂翹、周潔華、
陳純妮、莫德心、黎瑞芝、林玉鳳、
黃麗霞、馮玉蘭、蘇玉蘭

女高音周潔華

男低音黎卓能

李國材領唱「獅子山下」

女高音林玉鳳

流行曲獨唱廖文慧
聚精會神伴奏的溫明
2

指揮葉錦新和「別思」作曲陳錦標

右起楊若齊、杜錫礎等校友投入地
演出

左起關麗儀、曾群玉投入琵琶彈奏

民樂團為合唱團伴奏三首歌曲

出席嘉賓上台與全體演員合照

校友把握機會與葉敢新合照

慶 祝 6 5週 年 國 慶
友會歌唱比賽 2 014
友會歌唱比賽今年由漢華中學校友會主辦，並於9月7日假小西灣漢華中學完
滿舉行。今年是合唱團大豐收的一年，囊括了大合唱冠軍、小組唱冠軍、民歌藝術
歌曲獨唱冠軍以及流行曲獨唱季軍。能有此佳績實有賴合唱團全體團員的積極投入
練習，克服困難，眾志成城。指揮嚴志強校友、伴奏溫明校友、各聲聲部長加班加
點，互相指導，互相提高唱歌技巧。好人好事不計其數，確實在不同層面上，不同
崗位上相繼發揮了我們香島精神。
合唱團領獎後大合照

小組唱領獎

黎卓能(中間)領取民歌
藝術曲獨唱組冠軍獎項

廖文慧領取流行曲
組獨唱季軍獎項

香島校友合唱團招收團員
招收各聲部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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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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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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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

夜中校友聯歡聚餐
第五次香島夜中校友聯歡聚餐於2014年9月14日(星期日)假
出席師長、校友會理事合照
旺角倫敦酒樓舉行，當晚筵開了28席，三百多位校友、家屬出
席，熱鬧非常。當晚亦邀請了母校葉燕平行政總監、黃頌良校長、吳容輝校長出席。曾在夜中任教的老師，其中
出席有：胡偉棠老師、張慧明老師、莫北權老師、吳端源老師、麥興華老師、陳柏齡老師、楊若平老師、吳傳廣老
師、何廣麟老師。校友會有主席殷浩然，副主席李光明、王華峰、伍禮賢、秘書長梁夢粦、理事何思行等。
餐會開始先由夜中召集人危志光講話，他讚揚了夜中校友愛國愛校，支持校友會活動，支持夜中舉辦的各項
活動，希望大家今後繼續支持。跟著葉燕平行政總監講話中講及母校的教育政策，有關中學生罷課等熱門的話題。
殷浩然主席講到香島校友會於10月26日在荃灣大會堂舉辦音樂會，歡迎各校友及家屬即席登記領取入場券。
當晚餐會的氣氛很熱烈，校友們見面互相問候，互相訴說近況。活動的成功，全賴召集人及各屆的聯絡員的
投入工作，從贊助禮金、禮品，動員自己屆校友、家屬出席，參加當晚各項工作。又whatsapp又開會，又小會又
大會，雖然眾人已有數次搞餐會的經驗，仍非常重視是次的活動，力求把活動搞得盡善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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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中第一屆

夜中第二屆

夜中第三屆

夜中第四屆

夜中第五屆

夜中第六屆

夜中第七屆

夜中第八屆

星加坡校友會分會
十九屆（新）的岑德昌和區雪敏校友（夫婦）移民澳洲已逾卅
年，八月廾七至廾九日從澳洲經星加坡往歐洲旅遊，短短兩天在星加
坡的逗留就由同班的兩位旅星校友余錦漢和李婉微充實地安排好，嚐
盡星加坡特色食物，也親身體驗了地道的街坊餐室。岑、區兩人皆喜
種植蘭花，在星加坡植物園的蘭花就讓兩人歡渡了一個早上。余錦漢
不愧為最佳導遊，除了精心選擇路線外，也能詳盡介紹該景點情况。

攝於植物園的恆溫室，左起陳浩洲，羅蕙君，
區雪敏，岑德昌，李婉微和余錦漢

第十七 屆校 友中山順德 三天 旅 遊 記

聶鳳萍

金風送爽，11月初，17屆同學一行31人，在識搵食的陳觀優同學帶領下，往中山順德三天遊。
此行路過東莞參觀了寮步的一個影城，因尚在建設中，故只開放一部份給我們參觀。內部古色古香，遊客要披上
古裝進入以配合裏面的環境、氣氛，大家在此體驗了古代的住屋環境、賭場、耍樂，觀看了古裝舞蹈及精采的雜技表
演，感覺也蠻有趣的。到順德遊覽了順峰山公園建的大牌樓。此建築運用了古代入筍技術，最寬的拱門跨度27米，數
根雕刻精美的成噸重龍鳳柱子懸空高掛，宏偉而漂亮。這裏令大家不停舉起手機，終於還是向當地專業拍照者購買了
紀念相。而這裏還有一石碑介紹了大良原名民太艮，為甚麼？這裏容許我賣個關子，大家運用一下想像力猜猜，或到
當地去找答案吧！
此行最難得的是陳同學和政府來往密切，關係甚好，故我們得到政府工作人員熱情接待，招呼入政府大樓參觀，
講解一切，我們紛紛拍照留念。
至於美食就更棒了：鮑魚火煱、荔枝木烤雞、水蛇雞絲湯、桂花翅、淑鹽肚尖、美味燒鵝、脆肉鯇魚煱。陳同學
更請大家吃地道鮮美的豬什粥宵夜，當然也不會錯過了雙皮奶，真難為肚
皮了。
短短三天，大家在車上，路上、餐桌上暢談高歌交換保健心得……
而最令人感動的是為11月份生日的五位同學舉辦了一個小型生日會，齊切
蛋糕，拍手唱生日歌。那份溫馨、歡樂仿佛回到當年青春的十五二十時。
這次旅遊不但見聞廣了，感情深厚了，心境也年青了！

同學們合照於大牌樓前

夜中第九屆

廣 告

夜中第十屆

夜中第十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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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屆校友 聯絡組探訪老教師
早屆校友這段時間
安排了兩次探訪老師活動：
9月11日探訪潘姚蕙老師，
11月28日探訪葉柏元老師
左起王天明、劉巧珍、袁碧文、楊觀亮、
周成峰理事、潘姚蕙老師，周嬋霞以及鄺國堯

左起鄒潔珍、潘玉妹、黃澤光、周成峰理事、
陳瑞珍、葉柏元老師、馮容娣老師

在 香 島中學 聯 校 運動 會 上 講稿

12屆 盧德權

編者按：盧德權校友應邀出席母
參加本港甲級聯賽，每天要面對着超過
校11月14日舉行的聯校運動會，擔任
廿多位球員，並且每星期起碼有五天訓
主禮嘉賓並作講話，現將講話內容摘錄
練，如果訓練方法不切實際及落伍，那
如下與校友共享。
麼球員們不但難以進步，戰績便會每下
大家好！我是盧德權教練，也是
愈況。因此，我認為：同學們畢業後不
本 校 第 12 屆 校 友 。 首 先 ， 我 要 祝 賀 運
論在哪一個工作崗位，你們都要不斷自
動會完滿成功。其次，我也十分感謝母
我進修增值自已，儲存能量，便會有成
校的邀請，讓我有機會擔任主禮嘉賓，
功的一日。
盧德權攝於聯校運動會上
出 席 這 個 第 61 屆 聯 校 運 動 會 閉 幕 式 暨
事實上，我自己在進修增值的路
頒獎禮，與各位同學分享我本人運動生涯的點滴。首
上，幸運地碰上「國際足協」與「亞洲足協」兩個世
先講講我本科「足球事業」：要搞好足球隊有四大要
界上最大足球機構，派出最強德國教練團到亞洲國家
素：(1)行政領導，(2)教練法，(3)球隊管理，(4)醫
及地區推廣足球訓練方法，目的是搞高這些地區的足
療。這是一環扣一環的，特別是第一要素，如果是外
球水平，香港也是受惠地區之一。後來我更自己到英
行領導內行，「教練法」就無得發揮，其後的「球隊
國考取高級教練牌照，也跟隨荷蘭前國家隊教練盧保
管理」與「球員醫療」就更加不受重視了。
共事，我把他們的理論與訓練方法以「日記方式」全
而辦學團體也一樣，缺乏了卓越的領導也不會成
部記錄下來，為後來寫書打下基礎，這本書更被香港
功的。但是，香島中學就不同了，因為，它既有優良
科技大學教授們稱為這類足球書的第一位中國人。我
傳統與團隊，更有「內行而優秀」的各位校長帶領，
的意思是，同學們平時努力學習好，儲備能量，當有
也有經驗豐富、想教好學生的專業老師思想教導，更
機會來臨時，就可以及時把握下來，為自己將來的事
重要的是：一眾想學好本領的同學努力學習，即是四
業更上一層樓做好準備。
大要素都具備了， 在「教與學相長」互相配合下，最
沒有強健體魄做甚麼也不易成功，即如足球金
後成績便出來了。香島中學幾十年來的嚴格教導下，
句 ：「沒有體能便沒有一切」一樣，故此，同學們在
人材輩出，有些更是蜚聲國際呢！現在據我知，世界
有機會時便要用心刻苦的鍛練，為將來到社會工作做
各地都有優秀校友，為社會各階層做出不同貢獻，這
出堅強後盾！我最近出版了一本足球新書，「戰術與
就是一個明証。
訓練」，用了兩年時間去寫成，希望能對教練、球員
我是一個不斷進修增值自己，「做到老，學到
和球迷有所幫助，提高足球水平。我送了些給學校圖
老」的人。我用了12年時間考取了共9張大小不同等
書館，同學們若有興趣不妨去閱讀，或者到各大書店
級的「教練文憑」及「教練牌照」，取得可以到全球
購買另一本新作「如何欣賞英超」。
各國出任足球教練的資格。能通過每一張文憑、教練
我這些成就，我認為這主要都是在香島中學讀書
牌照是極不容易的，它包括體能、技術、戰術和心
時期參加了田徑訓練、技巧訓練等，打下堅實基礎有
理，要全部過關才行的。即如你們成功考試過關，獲
關，因此，在這裏再次感謝母校在我年輕時的栽培！
取畢業證書一樣，相當不易。
最後，我再次感謝各位的耐心聆聽，希望各位可
為甚麼我要不斷學習考取進一級的文憑，最終成
以從我的講話中有所得著，多謝各位！
為國際級足球教練？因為要帶領頂級賽球隊的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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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科 28屆慶祝
畢業 20週年聚會
1994年香島中學第一屆中七畢業至今有二十個年頭了，校友們在畢業十週年曾搞了一次聚會，那時
同學們剛離開校園不久，大家都在職場和情場上奮鬥，十年後的前天再聚，大部份同學都事業有成，家庭
幸福美滿，的確讓一班教導我們的老師們感到欣慰。
是次的餐會由構思到實行只有一個月時間，這與現代通訊工具發展有莫大的關係，分別在Whatsapp
和Wechat設立群組，同學們紛紛提供自己聯絡資料，所有的籌備工作和報名工作都在群組進行，幾位籌委
也設立工作群組互相溝通工作進程，既減少見面開會時間，也提高工作效率。同學們的反應非常熱烈、熱
情，甚至熱心贊助禮金和禮物，務求將聚會搞得有聲有色。
8月30日的聚會，席設旺角維景酒店，共7圍。到會的老師包括楊耀忠校長、梁國照主任、何炳權主
任、黃建中老師、何劍威老師、范玉琼老師以及黃偉玲老師。吳端源老師、麥伯明老師、麥漢標老師、李
子文老師、韓湛恩老師則因事未能出席。當晚的程序不算多，但都有意思：播放舊相片懷舊一番、由幾位
識酒賣酒的同學分享如何品紅酒，大家更即席品嚐同學贊助的紅酒、競猜下一代，高潮是由當年幾位參加
歌唱比賽的男神再次為大家演唱當年的金曲，將大家帶回二十年前的讀書生活。除了豐富抽獎外，同學們
臨走還每人帶走一袋紀念品，一隻精美的校服公仔以及一隻真空水壺。

七甲班與出席師長合照

楊校長致訓詞

七乙班與老師們合照

籌委代表花軍倫代表致送禮物給
楊校長，籌委為出席老師精心安
排一份海味包和一隻真空水壺

七丙班與老師合照

老師、同學齊齊分享飲紅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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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活
期
近
乙未年新春團拜、會員大會
暨新一屆理事就職禮
日期：2015年3月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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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職禮
3. 節目表演
4. 茶點招待

香島中學校友會
舉行二零一五年度會員大會通告
本會定於2015年3月8日(星期日)下午二時正假九龍塘香島
中學三樓禮堂舉行二零壹五年度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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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為免招待不週，請先致電2381 7262

慶祝香島中學69週年校慶暨
校友會56週年會慶聯歡餐會
日期：2015年4月2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七時半
地點：金鐘統一中心四樓 名都酒樓
費用：待定
內容：1.抽獎助興
2.頒發2014年度校友及校友子女獎助學金
3. 同時為中學第9、19、29、39、49、59、夜
7慶祝畢業60、50、4.0、30、20、10周年紀
念，該等屆別校友上台接受與會賓客的祝賀。
4. 節目表演

歡迎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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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行大運
東莞豬肉婆任食乳鴿宴

食足兩餐

出發日期：2015年3月1日（星期日）
集合地點：深圳福田口岸
旅遊路線：深圳集合 東莞 東莞袁崇煥故居 午餐(東
莞滋味餐) 香市公園(寮步鎮首個以莞香文化
為主題的城市休閒公園) 晚餐《東莞豬肉婆
任食乳鴿宴》 深圳福田口岸解散
費 用：會員$190. 非會員$210. (大小同價)
（費用已包旅遊服務費、2正餐、門票及旅遊綜
合保險）
截止日期：2月7日
報
名：23817262
承
辦：大航假期 牌照352829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利是封掛飾製作班
農曆新年臨近，特再次安排利是封掛飾工作坊，裝飾家居
以增新春氣氛
日期：2015年1月13日（星期二）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本會會所
需自備材料：利是封：標準的50個，長形的30個，釘書
機一個及釘書釘，膠紙和膠紙座各一。
費用：全免
導師：旅英23屆陳秋蘭校友

隨會訊贈送2015年年曆咭
本會印製精美的年曆咭，深受校友們歡迎。今年也不
例外，2015年年曆咭隨本期會訊寄出。我們希望與諸位
共同迎接未來的每一天。若是有心的校友，可以儲存每年
的年曆咭，同時也儲存我們對你們的一點心意！

工聯優惠中心優惠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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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工聯優惠中心優惠咭亦準備好，可憑咭於工
聯會屬下多間優惠中心購物可享折扣優惠。需要此咭的校
友請電校友會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