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4月3日晚，本會假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慶祝香島中學70週年校慶暨香島校友會57週年會慶，筵開148席，近2000嘉
賓、老師、校友、家長出席，新知舊雨，濟濟一堂，共申慶典。

	 當晚的主禮嘉賓有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夫人；一同出席晚宴的還有香港基本法委會副主任委員梁愛詩、身兼行
政會議成員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李魯等。

	 張曉明主任應邀致辭，高度讚揚母校。他表示，香島中學的歷史和取得成就有三點讓他感觸良多：一是堅持愛國教育，不變如
初；二是追求優質教育，社會公認；三是應對形勢變化，注重創新。他將這三點概括為一句話，就是要把握好變與不變的關係。把愛國教
育比喻成香島中學的根，把優質教育比喻成香島中學的本，而創新則是香島中學應對未來各種變化與挑戰、立於不敗之地的法寶。他冀望
在特區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一代又一代香島人的同心協力，香島中學一定會愈辦愈好。

	 梁振英行政長官讚揚香島中學幾代人秉持教學熱誠，建設學校，將學生培育成材。祝願香島中學精益求精，繼續為香港、為國家
培育才德兼備的社會棟樑。

	 張曉明主任還與行政長官梁振英等嘉賓一起主持亮燈儀式，代表學校向多位捐款人士致送紀念品，感謝他們對香島中學的關心和
慷慨捐助。

	 整晚的程序豐富緊湊，頒發了一年一度的校友及校友子女獎學金，今年有5位同學獲得獎學金。此外，為畢業週年紀念的屆別送
上蛋糕和禮物，祝賀第10屆、20屆、30屆、夜8屆、40屆、50屆以及60屆畢業60、50、40、30、20以及10週年紀念。節目方面，香
島校友會合唱團選唱了兩首慶祝七十週年音樂會的歌曲。校友會名譽會長毛浩輯校友贊助燃放舞台煙花，為典禮儀式增添光彩。

	 活動尾聲全體賓客高唱校歌，把晚會氣氛推向高潮。	

賓主齊唱國歌 

香島教育機構楊耀忠教育總監致詞 梁振英行政長官致詞 中聯辦張曉明主任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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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 聯歡餐會週年校慶
週年會慶

香島中學
香島校友會慶祝 聯歡餐會週年校慶

週年會慶
香島中學
香島校友會

張曉明主任代表母校向香島中學校舍擴建
籌款大額捐款人楊孫西校友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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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女士代表向正校校舍擴建籌款捐
款人致送紀念品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董會主席袁武校友向
葉慧珍校監致送紀念品

黃定光校董向校慶餐會主要贊助人陳燕
兒校友致送紀念品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董會主席袁武校友向
曾錦祥校董致送紀念品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董會主席袁武校友向
黃美英校董致送紀念品

天水圍校董會主席葉國華校友向在校服
務30年以上的退休教工致送紀念品

將軍澳香島中學李祖澤校董向在校服務
30年以上的退休教工致送紀念品

沈雪明校董致送給在校服務滿20週年的
教工

天水圍香島中學楊孫西校董向在校
服務滿30、40週年的教工致送紀念

品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董會主席袁武校友向
李寶幹校董致送紀念品

葉國謙議員代表向正校校舍擴建籌款捐款
人致送紀念品

黃定光校董代表向校慶餐會主要贊助人
毛浩輯校友致送紀念品

慶祝 聯歡餐會慶祝 聯歡餐會週年校慶
週年會慶

香島中學
香島校友會

週年校慶
週年會慶

香 島 中 學
香島校友會



鳴謝鳴謝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請指正)

聯歡餐會承蒙香島教育機構、

同珍集團王賜豪醫生、第6屆

鄧德濂校友、港星多媒體製作

有限公司 11屆毛浩輯校友、

毛偉誠先生；日新牛仔褲11

屆周華焯校友、運豪集團夜2

屆 陳 曉 暉 陳 燕 兒 校 友 伉 儷 、

27屆郭麗婷、28屆張聲偉校

友、海天堂集團主席吳耀明博

士、30屆陳自瑜校友、智庫

教育有限公司30屆簡永基校

友、錦興隆海產有限公司、林

師傅食品有限公司、32屆李志

雄校友、33屆李志權校友、

34屆殷浩然校友、心觸樂健

康服務社46屆霍愛粦校友、

預科27屆薛來鏹校友以及預

科34屆金弘汀校友的鼎力支

持，贊助禮金或禮品；更獲得

會展職工大力協助，使餐會得

以順利進行，謹致衷心感謝！

沈雪明校董致送給在校服務滿10週年的
教工

毛浩輯校友贊助的幻彩煙花賀校慶

學校領導及主禮嘉賓祝酒

校友會合唱團表演助興

姊妹學校向學校獻禮

校友會祝酒

校友會及各地分會向母校獻禮

陳燕兒校友頒發獎學金

畢業60、50、40、30、20、10週年校
友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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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樂合奏大合唱

司儀譚錦萌校友

嚴志強校友獨唱

陳敏莊校友琵琶獨奏

大合照

周潔華校友獨唱 

溫聯華校友笛子獨奏

男聲小組唱

女聲小組唱
4

﹣慶祝母校七十週年校慶音樂會﹣慶祝母校七十週年校慶音樂會

  母校七十週年校慶，校友會精心泡
製4月11日香港大會堂「火紅的年代」音樂
會，作為送給母校的獻禮。早在兩年前，校
友會已開始為是次音樂會做準備。兩年前適
逢校友會的五十五週年會慶，我們便藉此組
織了一場音樂會，先將一班一直有參與樂隊
的校友組織了起來，再呼籲一些早已放下樂

器的校友回來，不少校友為那次演出重拾樂器，刻苦排練。該場音樂會獲得不少校友的讚賞，亦
給出不少寶貴的意見。我們深受鼓舞，更有信心籌劃慶祝七十週年校慶音樂會。

 我們幸運地租得大會堂音樂廳舉行慶祝校慶音樂會，便立即組織音樂會的籌備委員會商討
演出的事宜。在籌委會的第一次會議時，各位籌委均很懷念學生時代的排練及演出的歲月，大家
便一致決定這次音樂會的主題是『火紅的年代』，所選的曲目均是六十年代經常演出的曲目，讓
演出的校友及觀眾們均能藉此回想起在校的歡樂時光。

 這次演出得以順利進行，實有賴於民樂團及合唱團的全體團員的努力排練。兩位指揮更是
居功不少，在葉敢新校友的指導下，樂曲的演繹更臻完美，在嚴志強校友的指導下，合唱團的水
平亦不斷進步，藝術水平日漸提昇。在長達半年的練習中，校友們發揮了香島精神，互相幫忙，
無私奉獻。黎漢明校友組織音樂會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在他的大力協助下，組織工作才得以順利
進行。樂隊的首席杜錫礎校友，他主動積極協助指揮指導樂隊團員進行分組練習，多次利用空
餘時間在會所指導拉弦組，在他的指導下明顯進步。溫聯華校友也是如此，耐心指導年輕校友吹
笛，盡心盡力。在此，向所有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表示衷心謝意。



向音樂總監嚴觀發致送紀念品

三校合唱

天水圍香島家教會成員

手鐘手鈴表演

三校家教會大合唱

將軍澳香島家教會成員

無伴奏合唱

九龍塘香島家教會成員

九龍塘步操樂團

﹣慶祝香島中學七十週年校慶音樂會﹣慶祝香島中學七十週年校慶音樂會

籌委會主席黃頌良校長致詞

5月3日母校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音

樂廳舉行「樂韻悠揚香島情」音樂
會慶祝七十週年校慶。參與演出的
有香島校友會合唱團、香島校友會
民樂團、香島三校合唱團以及香島
三校家長教師會等。師生、家長、
校友，為母校校慶共同努力，體現
了「香島同心、奮進創新」的精
神。20屆嚴觀發校友應邀擔任音樂
總監，組織民樂團、合唱團和校友
會粵曲班排練其粵曲清唱劇「張羽
煮海」。同時特邀國家一級演員黃
偉坤先生和廣州粵劇團青年花旦莫
燕雲小姐擔任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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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雅絲校友古箏演奏

香島校友會合唱團合唱阿里山之歌，沁園春‧雪

民樂團合唱團合作演唱「張羽煮海」

鋼琴伴奏溫明校友

民樂大合奏豐收鑼鼓

特邀粵曲嘉賓黃偉坤先生、莫燕雲小姐

排鼓領奏甘峯勵(穗穎)

演出後全體大合照

李國材校友領唱沁園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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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紅的年代"慶祝香島中學七十周年校慶音樂會，4月11日在香港大會堂的演出十分成功。晚會在
全場齊唱嘹亮激情的"香島之歌"中完滿結束，師生校友愉快地走出音樂廳，互相高興地交流，齊聲稱讚："精
彩！許久沒聽過這麼精彩的音樂晚會了，太難忘了！"

    有的說：中樂隊的陣容氣勢，在本地除了"香港中樂團"，就該數我們"香島校友會中樂團"最整齊
了，而且當中高手如雲，能獨當一面以至三數面的大有人在。無論是整體的水平或個人的造詣都是行中翹
楚。他們許多都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參與到中樂的教育，培育後進，又身體力行，數十年來堅持演
出，承傳發揚中國民樂藝術工作，推動本地民樂的發展。這回又鼎力合作為籌辦母校校慶演出而盡力，發揚
香島兒女團結合作的傳統。這就是正能量，一直以來都存在每一位香島校友的心中，在需要的時候就發揮出
來。

  合唱團的進步更叫人驚喜，人數不太多，可音部齊全而且有高水準，不但合唱和諧協調，配合得
宜，其他獨唱，小組唱都拿得出來，還很受歡迎，給大家非常美妙的聽覺享受，用餘音繞樑來形容也不為
過！

   我請了幾位從沒有接觸"紅歌曲"的朋友來觀看，他們都很接受，即使內容不甚解，他們都看得出，
聽得出水準高，一間中學的校友能夠有這麼多中樂高手，歌藝出色的人才實在罕見。所以我認為演出精彩節
目之外，還為母校加分，是正能量的傳播！

   搞一回這樣的演出背後的付出是無法估量的，金錢物力之外，所有參與者付出精神，心力和時間都
難計算，相信都本著團結愛校的精神去做，不會考慮和計較個人的得失的。

   當前的大，小環境(家庭，學校，團體，社會，香港，內地以至國際)都好像欠缺了我們上面所說到
的精神，所以要辦好事情總是很困難，很難齊合協力，如果都有我們師生校友這種精神，正能量，事情就好
辦得多了。

   越來越覺得校歌好！詞好，曲好，全場校友高聲合唱是最好聽的。

   要謹記最後一句：有了你，祖國多一份光榮！

  香島校友，無論在何時何地幹何事都不能丟中國人的臉！有一把尺子在心中！

 慶賀我們4月11日的音樂會演出成功！我的心情與大家一般振奮！在這裏也談談我從指揮者的角
度對「成功」的一些看法（不談大的，祇談點滴）：

1）我們雖是來自五湖四海，卻是出於同一熔爐，情懷與思維模式都有很多共通之處，這種特點使得這次
排演過程中無論是樂位編排或是組織分工，藝術的處理或是技巧的要求，都顯得很默契，大家祗有一條
心，就是把音樂做好，從沒有人會去計較排名與得失。這種特點，絕非所有業餘樂團必然擁有，這是我們
樂團驕人之處，更是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礎！

2）我們更擁有赴心赴命的、精明能幹的領頭人，我相信黎漢明校友首居其位是不容置疑的。從音樂會
的策劃，以至搬運樂噐的苦力，事無大小，親力親為。他給我總的印象，就是在他手中「沒有辦不成的
事」，這是我與他長期交往中的總的觀感，說話好像誇張、神奇，但這確是事實！還有我們的豆沙包，杜
鍚礎校友，我很欣賞他一貫以來待友的直率、坦誠和對工作的極端熱忱與一絲不苟。這次排演過程中，無
論是弓法的編排，甚或改寫樂譜；聲部的分排，以至進出台的禮儀細節，都主動出心出力，提供過不少有
建設性的見地，保證了這次演出的質量與順利。黎、杜是我們一眾校友的縮影或表表者，樂團有這樣的無
私奉獻精神，演出能不成功嗎？

3）我總感受到我們樂團擁有一種特有的「土」氣。樂器技巧方面，說實的，我們大部分都不是科班出
身，過往大都用著我們自己較「土」的方法去學習，這種方法自然有它不完善之處，譬如說缺乏系統性
等，然而這些方法絕不是一無是處，正是它孕發了一股難以用言語形容出來的「土」氣，這股「土」氣絕
非未經歷那火紅年代的人所能嗅得到。正是這種「土」氣互動地啟發了我演繹的處理方向，像這次演出的
曲目中「草原」和「大寨」都散發著這股濃濃的「土」氣，這是我過去多次地指揮其他樂團奏同樣曲目時
所從未嗅到過的！還有更難能可喜的是：我看到了這股「土」氣在這次演出中已煥發著昇華。這次演出我
們有幸得到一班樂林高手的無私協助，人數雖不算多，卻起了無以估量的作用。他們既填補了樂隊聲部的
不足，更在過程中與我們產生著互動與磨合，擦出了新的火花。援手們已不單祗是援手，而已是我們的不
可分割的骨肉。再次衷心感謝各位友好！有你們的磨合，這股「土」氣已變得更濃郁、更醉人！指揮這樣
的樂團，使我屢屢拾回五十年前的無數回憶，我的感受就祗能用兩個字來形容：十足的「過癮」！

 「成功」卻非「功成」！好戲還在後頭。我們拭目期待：五月三日，我們的發記嚴觀發老師將施
展渾身解數，指揮我們的樂團與合唱團走向更新一頁，我們的團隊將更光彩奪目、更熱力充沛！

    讓我們一起加油！

22屆葉敢新

13屆鄒潔珍一個散發並傳播正能量的音樂晚會

指揮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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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告校友

牧騎蹄輕大寨紅，

豐收鑼鼓徹長空。

洪湖烈女翻身曲，

妙韻悠揚百日功！

其二    又見發記

圍爐共箸過良夜， 註1

吞血球場愧不聞。 註2

協奏《青年》方謝幕，註3

張生煑海又逢君。

註

(1)曾與發記、長宗兄到大坑東街市買得菜肉;向工友康叔借來火水爐。三人遂於工作室
“打邊爐”，共渡寒夜。

(2)留校之青年員工，每喜於“清場”後打籃球作樂。一次爭球，本人撞傷發記咀唇而不
察。及後累得他要到醫院縫針治理。翌日啟鑅老師告之此事。惟當年少不更事，雖心有不
安卻無當面道歉。現想來心中仍大愧焉!

(3)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校友會中樂團與蔡崇力先生合作，於香港大會堂表演鋼琴協奏曲
《青年》。發記為指揮，本人是樂手一員。彈指間四十多年矣!

參演七十週年
校慶音樂會隨想

22屆 杜錫基

夢裏依稀少艾時，今宵聚會共尋之。

四重歌詠雄而壯，一曲琵琶醉復癡。

管笛悠揚吹正氣，弦琴優雅惹遐思。

火紅年代輝煌事，家國情懷總是詩。

第八屆校友，香島體操王子，名體育版記者，商報資深
傳媒人朱錦添老師的感受：懂音樂的人不會相信這個陣
容鼎盛的中樂隊和合唱隊來自一家中學校友，而非音樂
學院。但事實擺在眼前。

23屆   羅國生

校慶音樂會觀後感懷 

13屆鄒潔珍：

 昨晚觀賞了"樂韻悠揚香島情"，感覺沒有上回看"火
紅的年代"强烈，有點不滿足，沒上回那麼興奮，為甚麼？ 
今天在這群組中到現在也沒看到校友的回應，有點失望。其
實昨晚的節目大部分都是精彩非常的。

 我對粵曲不懂，平日甚少接觸，但昨晚的清唱劇   
"張羽煮海"的曲調悠揚，文詞優雅，主唱的聲腔圓潤，音色
華麗，婉轉悠揚很動聽，最難得的是中樂隊的伴奏在嚴觀發
的指揮下與主唱的配合得宜，加上合唱的和聲，以至旁白解說的配合，把整個仙凡美眷的故事演繹出來，讓大
家得賞高水準的視聽之娛，我也從而得悉粵曲的妙韻。

 校友會中樂團的"豐收鑼鼓"喜氣，熱鬧，歡快的氣氛感染著大家，彷彿隨著樂聲走進歡慶豐收的農
莊，樂得鼓掌叫好。校友們說這是校友會中樂團的代表作。

 十七台古箏陪伴下蔡慧儀校友的古箏獨奏"王昭君"一曲，只能"琴聲繞樑"來形容，那清亮悅耳，時而低
迴，時而鏗鏘的琴聲，仍在耳邊迴旋。這個節目的氣勢，質量的上來，本地難有出其右的了。

 校友會合唱團臥虎藏龍，不但大合唱，小組唱，獨唱，都大有人才，昨晚只唱"阿里山之歌"及"沁園
春‧雪"，不過，大家都認真投入，演出保持高水準，尤其是"阿里山之歌"一曲昨晚唱得又較前更出色，周潔華
的一句領唱把全場鎮住了，搏得掌聲滿堂。

 至於其他節目，步操表演歡樂，輕快又有氣勢，服裝配搭整齊，果然精彩，是受歡迎的節目。此外手
鈴手鐘的表演也新穎罕見，有新鮮感，惟人多聲音簡單，沒甚麽技術可言，水平屬一般。至於幾組合唱，無伴
奏合唱，頗有特色，只是主唱的表現平平，未見突出。兩組都選唱英文歌：Stand by me及You raise me up，終
非本色，難有效果，期日後多努力！

 其實與其演一些水平未及的節目，不如精選些，多選校友合唱團或民樂團的小型節目，讓家長，來
賓，校友多看一些有水平的，高質素的節目，效果該更好些！

 那些有待提高的學生節目該在香島三校間互相切磋，交流中再磨練，才拿出來就更好了。同時，三校
若誠邀校友們的精彩節目到校內去演出，讓高水準的演出去帶動後進，是不是可以考慮呢！ 

 我想到什麽就說出來，如有不當，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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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7日是我們加西校友會的春節聯歡，晚宴設於溫哥華市中心的悅
海大酒樓。雖然已過了正月十五日的元宵節，但喜氣洋洋的氣氛仍洋溢滿宴
客廳。

來參加晚宴的校友，從第六屆至第三十一屆都有，校友連家屬63人，濟濟一
堂。不論年紀長幼，人人像靈猴一樣，身手靈活，思路敏捷，正應了猴年願
景。第六屆的學長梁維儉已是八十多歲了，望之猶似壯年，還經常和太太去
跳社交舞。正如已屆七十周年的母校，都有老而彌堅的精神。

老同學相見，總有滿肚子話要說，所以席間有如春蠶吃桑葉，沙沙不絕。康
樂組鄺海清校友設計了一些謎語，考考我們的腦筋。謎面亦莊亦諧，例如
以「一二三四五」猜一成語，謎底是「屈指可數」。看似無厘頭，其實有邏
輯。但卻難不倒我們這些思想敏捷的同學。結果第3席勝出，獲獎甜柑一大
袋，他們主動提出與得第二名的第5席校友「分柑同味」。

跟著便是大抽獎，還包括了為校友會籌款的獎券。獎品豐富，差不多人人有
份，也為校友會籌得經費二百五十元。席間一邊抽獎一邊上菜，菜餚豐盛：
雞、魚、肉、菜、炒飯、炒麵、甜品俱全，還有卑斯省大蟹，校友們大快朵
頤。當他們興高彩烈用餐抽獎之時，卻辛苦了一群理事，在席間穿梭來往，
為猜謎、抽獎等節目忙碌。他們忙於工作，我們只好把一些菜餚留起，讓他
們打包回家吃夜宵。

在座63人大多數是”香島人”得悉母校七十週年校慶，不其然唱起校歌，雖
然沒有指揮但在第十屆關麟煊和第三十屆蔡啟榮的領唱下也唱得有板有眼。

每次聚會都安排拍大合照留念，這次也不例外，全部人迫在一個樓梯上層層
疊疊也頗壯觀呢！

感謝校友會各位理事的付出，令老同學能聚首一堂，盡歡慶春。聽說校友會
又將會在六月舉辦威士拿一日遊，屆時又將會有一番熱鬧了。

今年加西校友會春節聯歡晚宴已於二月廾
七月舉行，但早屆校友個別因身體不適及
大部份因晚間出入不方便等原因，未能出
席。理事會有見及此，分別致電邀約第五
屆至第九屆校友於三月九日舉辦一次春節
茶聚，想不到反應熱烈，除了有個別身體
抱恙及有幾位外遊未返外，大家都爽快應
約。

連理事共二十人於當日上午十時半已經到
齊，席間大家談笑風生，閒話家常及分享
健康資訊等等，有說不盡的話題。各學兄
學姐雖年過八十仍精神飽滿，在座還有舞
林高手、乒乓高手、游泳高手、杏林高
手、籃球高手和麻將高手……佩服佩服！

今次的聚會是一個好的開始，日間茶聚較
適合早屆校友參與，大家贊成多搞這樣形
式的聚會，所以即時暫定五月份再見。

四月卅日上午，加州陽光特別燦爛，趁此百花盛放的時節，部份旅居美西的香島兒女們相叙於三藩市華埠陳鏗然會計稅務
所，是日主題是「慶祝母校校慶七十週年」。

與會校友有：趙頌駒（6屆）、李本簾（7屆）、陳錦洪（10屆）、譚惠剛（21屆）、陳鳴（22屆）、林植樑（22屆）、
温雁寧（22屆）、周潔芙（22屆）、胡子娟（31屆）、譚仕明（屆別不詳）、譚華羨（夜中3屆）和兩位教工：姚周勳及
陳鏗然。参加叙會的還有三位校友家屬：譚惠剛太太、譚華羨太太和胡子娟的先生。譚仕明校友曾是温雁寧任教分校時的
學生，因中途離校致屆別不詳，今番在相隔四十多年後竟能在海外重叙，緣份啊！

校友們平時工作較忙，且分別散居於美西各城鎮，平時少有聯絡，更少有機會共叙一堂，因此當天的叙會，大家都興高釆
烈、談興甚濃！

好合拍的老同學，他們是13屆
的余偉森及羅筱芬，開席前拍
下這照片，還有會長林玉英做
背景。值得一讚的是兩位雖然
是高屆校友，當收到校友會電
郵通知有活動要舉辦，便在很
短時間內覆實：預我！他們的
熱烈支持對於我們一班理事是
很大的鼓勵。(這只是其中兩
位。) 謝謝！ 

（左圖）又一年的大聚會，出席的共有六十三位校友及家
屬，聚餐後影下這張合照。六十人擠在樓梯口看起來地方小
了點，但勝在夠熱鬧、親切，你話是嗎？

陳鏗然老師

十八屆   陳華英

美西香島校友聯誼會慶祝校慶七十週年

香島加西校友會猴年春晚 加西校友會第
五屆理事與早
屆校友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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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幾多個十年，不經不覺已過38年。回想學校生活真是回味無窮，歷歴在目。

雖然互聯網的發展是幫助我們重聚了，其實最重要是離開母校三十八年我們仍是情繫每一刻，
在校的日子里，令我們對青春無悔！踏出社會後的三十八年，我們各自經歷了結婚，生離死
別，為事業打拼。歲月給我們留下痕跡，但我們心境依然，搞笑更勝從前。且看我們的真情
對話，句句坦白，豈有隔膜？有同學說"咩芬芬芳芳，誰是芬誰是芳，唔認得啊''；有同學說'"
五十幾歲的女人還有什麼驚喜吖''，何等的毫不留情，又卻是何等的真情風趣。打從去年九月
三十日重遇的一次，又在一月十六日再會至今，我們都沉浸在重拾三十八年情的喜悅……。老
實說，男生也帶給女生驚覺啊，以前的黃毛小子，如今是老頭子呢！

畢竟這棵幼苗栽於超過四十年前，期間因各有各忙而未能施肥灌溉，但開心的是我們的友情依
然不變，盡管今天我們的步伐雖不一致，有人退休過閒適生活，有人弄孫為樂，有人仍為子女
上大學作貢獻，卻無阻我們重拾本已逝去的情誼，重遇令我們生活增添了樂趣。大家都非常珍
惜並努力地以摯誠的友情繼續灌溉，希望它能永遠茁壯地成長。

經過那些年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長大，逐漸變了半百的退休人士，年紀雖漸長但心境卻年青
啊！

在兩次敍會，及兩次的行山活動中，充分體驗31屆同學仍是熱情奔放，身心健康，熱愛社會，
熱愛家庭，熱愛我哋母校「香島」。我們還記得香島之歌的旋律哼在口邊，何等自豪！

今年是母校「香島」70週年生日，真是不簡單能夠屹立不倒地成長到今天，全靠校長，老師，
學生們共同努力的成果。特此向母校送上祝福。

祝賀：香島母校作育英才，千秋萬載！

31屆 陳碧儀
七十週年情與母校共享
三十八年情與同學共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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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屆同學慶祝畢業40週年活動相片29屆同學慶祝畢業40週年活動相片29屆同學慶祝畢業40週年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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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好友聚首、增進窗誼、切磋牌技、豐富生活
日期：2016年7月24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2:00正抽籤(逾時取消參賽資格)
地點：太子長沙灣道31-41號鴻運大廈1-3樓
資格：本會會員及家屬
費用：會員$280.      家屬$310（包晚膳）
賽制：麻將賽為廣東麻雀三三制，活動純屬比賽， 
 以籌碼計算賽果，採淘汰制。
獎品：冠軍現金獎HK$800.、亞軍現金獎 K$600.、 
         季軍現金獎HK$400.、殿軍現金獎HK$300.
         (成功進入複賽者，每人可獲HK$100獎金)
報名截止日期：7月12日（

報名：2381 7262        

為慶祝50週年會慶而設計的校服公仔甚受歡迎，三款
早期校服的公仔缺貨多時。為滿足校友需要，特再訂
做該三款校服一批。如需購買的校友，請即致電校友
會登記，每個$20。因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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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17262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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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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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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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包場包括本會音響設施、卡拉OK、電視機、數碼錄影機。
註(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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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新 屋
更改地址 

賀 一 賀
記 得 做

歡迎自組耍樂

4×3.5吋 內頁 $300. ＄600

校友會員

提提你提提你提提你

第十三屆「會慶盃」麻將王大賽第十三屆「會慶盃」麻將王大賽第十三屆「會慶盃」麻將王大賽

香島校友合唱團招收團員香島校友合唱團招收團員香島校友合唱團招收團員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廣告刊登

場地租用場地租用場地租用

近 期 活 動

以 交 費 作 實 。 先 到 先
得，四人一組，由大會
抽籤 安排組合，最後未
能湊足一組者，作後補
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