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  籲
　　第4、14、24、34、44、54、64、夜
2屆各位聯絡員，請動員組織自己屆校友，
聯袂出席4月3日晚在金鐘統一中心4樓 名都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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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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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香島中學74週年校慶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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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統一中心4樓 名都酒樓
費用：每劵320元（每劵壹人）／每席$3840（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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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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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委會：王志華、梁夢粦、陳純妮、張洁鈺

會址：九龍上海街638號旺角海景中心五樓 電話： 2381 7262 傳真：3694 2165 網址：http://www.heungto.org.hk 電子郵件：htmsaa@heungto.org.hk WhatsApp：5403 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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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非 賣 品

　　2019年過去了，這年確實是不平坦的一年。
　　這一年，校友會迎來了60周年的會慶，我們邀請了
校友會創會主席楊觀亮校友與校友會現屆理事一起分享
當年創會時的點點滴滴。當年的各位師兄師姐，不畏艱
辛險阻，成立了香島中學校友會，團結廣大的愛國愛校
校友們，為祖國的建設和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我
等後輩要傳承他們的優良傳統，繼續發揮愛國愛港愛香
島的精神。
　　這一年的中國，仍然和美國打曠日持久的貿易戰，
雖然有了第一階段協議，雙方貿易戰稍為降溫，但仍不
能樂觀；70週年國慶閱兵，這是史上最大規模的閱兵，
打破了沉悶的貿易戰氣壓，中國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個崛

起大國具備的軍事實力。
　　這一年的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因修例風
波引發社會動亂，黑衣人的暴力破壞活動，讓許多商
店、鐵路、基礎設施和政府機構面目全非，這一切不僅
讓整個香港社會越來越分裂對立，經濟負增長，也使香
港這顆「東方之珠」傷痕累累。
　　踏入新一年，校友會將進行新一屆理事換屆選舉，
希望有更多校友參與理事會工作。藉此讓我們送上一
份祝福，祝願我們國家繼續繁榮富強，人民安居樂業；
祝願香港早日回復正常，東方之珠繼續發放光彩；祝願
香島各位老師們及海內外各位校友們身體健康、家庭幸
福。

主席：周國強

▼

多謝33 屆張明東校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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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第一時間收取更多
校 友 會 資 訊 ？ 想 查
詢？想報名？想提供
稿件相片？請加校友
會WHATSAPP專線
54038598。訊息請寫
上姓名、畢業學校和年
份便可。

新加坡分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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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 宴 聯 歡

▼

   33屆代表頒獎

▼

   馬國強校友頒獎

▼

   黃建新校友頒獎

▼

   徐月華理事頒獎



　　為了迎接我們13屆畢業60周年，特別安排了中山－順德－清遠三天逍遙遊。

　　28/10清早，一行43人(包括家屬和親友)乘搭旅遊巴，經港珠澳大橋到達中山，品嚐美食，晚上包了兩大貴賓
房，盡情唱K或漫談回憶往事。

　　第二天往古龍峽玻璃橋，是這次旅程「戲肉」。嚴格要
求70歲以上長者必須簽免責生死狀才可登橋。此行程約需三
小時步行和上落梯級，各人因應健康狀況和體能，量力而
行，未正式登玻璃橋前可中途返回。此行著實不簡單，沿途
風景如畫，透過玻璃地板往下望，確實有點心寒，但為了不
枉此行，一於下定決心，勇往直前。此行除體力外，還需要
有膽色。沿途我們互相呼應，互相支持和鼓勵，最終有30多
位團友完成此壯舉，對於我們這群長者來說殊不簡單啊！

　　第三天參觀博物館後，懷着意猶未盡，依依不捨的心情
乘搭高鐵回港。

清遠三天遊

13屆  梁滿泉

　　與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敘會，六十年
前的校園生活又浮現腦海，遂提筆填詞
一首以抒懷：

滿江紅
─ 畢業六十週年有感

時光飛逝  驀回首  六十年頭

曾記否  同學少年  風華正茂

朝夕與共手牽手  姊妹弟兄情深厚

到如今  風霜凝兩鬢  白了頭

光陰轉  似水流  永逝去

不回頭  淚凝眸  憶念故人舊友

珍惜健在常聚首  舉杯暢飲滿福樓

齊祝願  健康更長壽  復何求

13屆  關觀麟

十三屆同學畢業六十週年，寫詩兩首誌慶

時光浮游
時光游轉一晃然，醒來已過六十年。

悠悠歲月容顏變，生命光輝不停閃。

人間美妙情
不完滿處，人之常情。發揮潛能，善用生命。

珍愛親情，享受人倫。滋潤心靈，人生美景。

繼續奔前，不管敗成。父母辛勞，不忘孝敬。

康和逸樂，意在心境。友誼萬歲，盡歡忘情。

童心永駐，未知何年。太陽落下，餘溫聚凝。

滿懷希望，不問年齡。富貴浮雲，返璞歸真。

真愛相連，不枉此程。胸懷豁達，海闊天青。

生命直航，不設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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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隨着大橋高鐵順德清遠三天遊歸來，我屆同學共
同慶祝畢業60週年的活動，繼有11月4日，葉允鴻同
學宴請十三屆全體同學的大聚餐，於灣仔萬麗海景酒
店滿福樓中餐廳舉行。

　　酒店的宴會廳，下午六時開放，周成峰較早前到
粉嶺接陳永松到來，與幾位較早到達的同學在酒店大
堂聊天。吳燦明是機靈小子，他熱心地在灣仔地鐵站
出口處等候，齊集和帶領不太熟路的同學，一起到
來。

　　六時前後，同學們衣履清爽，儀容整潔，笑容滿
面，陸續到場，相見相歡，熱情握手，互道短長。

　　海外專誠回港參加是次甲子聚會的同學有：余偉
森(吉叔)夫婦，周德珍，羅筱芬、黃碧玉、陳小慧(陳
瑞珍的妹妹)、廖騰光、何佩環幾位。他們被同學們團
團圍抱，問候連連；而同學們也三三兩兩，時而喁喁
笑語，時而一窩蜂圍繞在一起，像回到少年玩樂時的
天真、開心，興奮……攝影師忙個不停，也繞着同學
們團團轉，捕捉同學們的身影，務求反映出自然而真
實的同學真情的一面，這是葉允鴻同學的一份心意，
也是我們出席同學的殷切期盼！

　　晚餐會榮幸地邀請到胡海倫老師， 施永和校友
(學弟)，首屆首任校友會主席楊觀亮學兄─他是十三
屆的姑爺(袁碧文的丈夫)，張燕萍(黃觀興的太太)和黃
秀華(吳仕宗的太太)蒞臨，與我們一起歡聚，共享歡
樂！

　　司儀李慧珠宣佈，晚餐開始，葉允鴻隨即站出
來，向胡海倫老師問好，感謝老師當年殷切的教導。
談到目前的局勢，他以平常心說，相信一切都會向
好。更懇切地與同學們閒話家常，說他多次因工作需
要，要匆忙搬家，所有的照片都失去了，包括最珍貴
的十三屆畢業照片。今晚同學們如他的心願，張佩芳
找出珍藏了一個甲子的原相，經複印，由袁碧文代表
十三屆全體同學的心意，交到葉允鴻的手上。

　　劉巧珍代表同學們致謝辭後，葉允鴻站起來，以
茶代酒，向全體嘉賓和同學敬茶；周成峰連同幾位活
動籌備小組的同學回敬，場面親切！

　　餐會的抽獎，首先葉允鴻向胡海倫老師致送一封
利是，並贊助七封利是作圍獎(即每席一封)。全場的

抽獎由同學們主動贊助獎品、獎金，非常豐富。除每
人有一封100元現金的利是外，肯定還有另外的，其
他的禮券、餅卡、彩金或由旅居加國多市的杜知勇送
來的加幣，面額不等的現鈔(絕版紙幣極具收藏價值)
共八張。再一次人人有獎永不落空。

　　最後的壓軸大獎，由尹鎂勝送出，名貴碎鑽翡翠
玉吊咀一個，幸運兒是小病初癒的鄺惠順獲得。祝她
盡快康復！好運連連！

　　臨別依依，今宵珍重！雖然沒有高唱校歌作結，
「香島像一個大熔爐，把千百青年鍛鍊改造，香島又
像一個大家庭，師生親愛如姐妹弟兄……」的歌辭，
在每一位同學的心中響起，香島精神永在，時刻都縈
繞在我們的腦海中！

　　最後葉允鴻同學在晚餐會的出口處，逐一與嘉
賓，同學握手告別，情意殷殷。

　　香島中學第十三屆畢業60週年大聚餐，圓滿成
功。除葉允鴻贊助餐會外，活動籌備小組領導有方，
值得表揚！他們是周成峰、鄒潔珍、李慧珠、岑碧
材、陳超常、黃玉泉、鄺惠順等等。

　　正如葉允鴻所說，他一個人不能成事，只要大家
共同努力，齊心協作。明年，後年……年年都可以有
如此的聚會。乾杯！

　　恭祝友誼永固，身體健康！歡樂今宵，明年再
會！

▼

   周成峰和袁碧文代表送贈畢業相給葉允鴻

十三屆通訊員  陳煥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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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聚餐追記

▼

   今年12月初夜一的同學們於香港木球會慶祝畢業50
週年及生日敘會，大家興奮地談過不停

▼

   難得與很久未見的朱洪輝同學於九龍倫敦酒樓午茶暢談近況

夜中第一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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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啦！當時全家人都在香港，我
還是13歲的初中學生，尚無定型的政治頭腦，平日看報主要看
文藝副刊與電影消息和評介，政治內容很多看不懂。但童年時代

經歷過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仍有愛國熱情與是非

觀念。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香港各校政治傾向分野鮮明，早晨

校園升起的旗幟就有米字旗、星條旗、青天白日旗……有的學校

什麼旗也不升、不掛。從1949年10月1日起，就有三所中學的校
園，每天“五星紅旗飄揚”。我就讀的香島中學即其中之一，當

時的校長是盧動校長，不久後被港英政府無理遞解出境。

香島中學的早自習，同學們除了讀英語、國文（語文），還

分小組閱讀《大公報》、《文匯報》等左翼報刊，有時還展開討

論。我們為祖國建設日新月異、捷報頻傳而歡欣鼓舞。經父母同

意，我隨兄、姊回祖國內地升學、工作。在九龍火車站送別時，

父親殷切教誨：“好好學習，將來報效國家、民族、社會”。在

中英交界處，我邁步跨過羅湖橋，抬頭仰望五星紅旗在藍天白雲

間飄揚。廣播裡傳來雄壯、豪邁、歡快的歌聲：“沒有共產黨就

沒有新中國……”“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團結就是力

量……”。從此，這些歌聲就銘刻心房，融入了我的血液，永難

遺忘，至今仍可登台獻唱。

在祖國母親的懷抱裡，在母校武漢大學的珞珈山的綠蔭、在

東湖水的碧波，我沐浴著燦爛的陽光，茁壯成長。因童年正處在

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顛沛流離，我從小體弱多病，患過傷寒、

胃潰瘍等疾病。剛來長江中游，冬天手腳也常生凍瘡。在建國初

期的50年代，毛主席就高瞻遠矚，向教育界發出了“健康第一”
的號召。我開始重視體育鍛煉，積極參加文體活動，體質由弱轉

強，性格也日益活躍、外向。我曾經是武大游泳隊成員，參加過

三屆全市橫渡長江的水上檢閱，增強了體質顯而易見。更深層次

的意義是通過與激流、風浪的搏鬥，培養了同困難、挫折鬥爭的

勇氣、毅力與冒險精神、團隊觀念、集體榮譽感，在漫長的人生

旅途上，受益匪淺。至今我已年滿83周歲，仍經常游泳，每次一
小時左右，永葆青春的活力、革命的朝氣。

我學習的專業是漢語言文學。因有良師教導、高年級學長引

領，我理論聯繫實際，喜愛文學朗誦、節目主持、話劇小品表演

與詩歌、散文寫作，是課外活動（第二課堂活動）的活躍分子，

也當過學生會的文體幹部。我是先登上舞台，後登講台。游泳

肺活量好，講話底氣足，至今開會發言、登台演講，仍然嗓音洪

亮。朗誦經典宋詞——民族英雄岳飛的《滿江紅》仍語言氣勢豪

邁，手勢剛勁有力。

“文革”十年，大學停止公開招生。我在河南鄭州教高中語

文，同時輔導學生文學社團，經常在寒暑假帶領一、二十名學生

赴農村廣闊的天地進行社會調查與文學寫作，去過林縣紅旗渠水

利工地、焦裕祿生前任縣委書記的貧困蘭考縣與太行深山區的老

革命根據地。我生長城市，大學畢業以後又一直在省會城市，久

居如象牙之塔的校園從事教育工作，有此機遇深入農村，近距離

地接近農民，對他們的勤勞、淳樸、善良印象深刻。以前，我偏

愛有文學天賦且作文寫得好的學生，從此以後，也關愛品學兼優

的農民工子弟，直到如今。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寬廣，不斷登上

新台階。1986年我在任教的師範學院率先開設在湖南省高校演講
與口才課程。1998年參與創建湖南省演講與口才學會，並擔任第
一、二屆會長，至今已在全國各地發表演講2000多場，擔任全
省、全國性的朗誦、演講、辯論等口語性大賽的教練、評委200
多次。2003年，毛澤東主席誕生100周年紀念，湖南省演講與口
才學會以“龍的傳人”為主題的演講大賽，選手與評委均來自全

國各地。決賽之前，我們組織全體選手與評委集體前往湘潭韶山

毛澤東故居瞻仰、學習。決賽在國防科技大學禮堂隆重舉行，全

場愛國熱情高漲，革命精神高昂，在全國演講界反響熱烈。

1995年，全國省級黨政機關公務員普通話大賽，此賽項目
有演講、文學朗誦、話劇小品表演等。湖南省代表團的演講選手

是省教育廳的一位女處長楊曉北，我是教練及講稿作者。演講限

時4分鐘，講稿不能超過800字。為寫好這篇講稿，我絞盡腦汁，
靈感觸動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活節奏加快，“時間就是

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我就以《有話則短，無話則免》命題。

真沒想到，湖南省代表隊奪得演講比賽唯一的一等獎。北京、

上海、長沙等地報刊紛紛刊登並發表評論。這篇不足800字的短
文，因選題角度新穎，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其影響大大的超過了

我寫的長篇學術論文與主編的學術專著。1996年，我被湖南省社
會科學界聯合會評為先進學會工作者，直到十多年後的今天，讀

者只需在新浪網點擊我的博客“華夏英豪”，再點擊講稿題《有

話則短，無話則免》，就可以讀到這篇文章。這正好說明此文內

容至今仍有一定的針對性，其社會效益遠超那些評職稱而寫的長

篇論文與專著。學生一味圍繞考試分數轉與教師一味的圍繞晉升

職稱轉，只會扼殺創新精神，都不值得提倡。

1997年，香港回歸，洗刷鴉片戰爭以來百多年國恥。當時
全國旅遊業剛起步，港澳遊尚未開放，我就以探親訪友的身份赴

港搜集材料，組織“迎回歸”的系列演講，先在省圖書館宣講，

再分赴全省各地宣講。徐佐林是國防科技大學的教授，就請他講

“駐港解放軍”；中南大學的歐陽友權教授在校內主講影視欣

賞與創作課，就請他講“香港影視”。我主動去邀請當時省委宣

傳部的劉思平副部長也講個題目，他確定講《香港回歸與中美關

係》。當時有些人不理解，香港回歸是中英兩國談判多年的難

題，與美國有何利害關係呢？香港回歸已22年，今夏以來香港的
暴亂，全球有目共睹，“港獨”的主要後台是美國而非英國。劉

副部長理論修養高，預測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向高瞻遠矚，對我啟

發頗大。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周遊世界，只有俄羅斯因有語

言障礙，而且當地無至親好友接待，只好隨旅遊團集體“走馬

觀花”。但三次赴台、六次赴港，赴西歐各國與美國各地全是自

由行一個多月“下馬觀花”。因為我終身從教，出身國際書香門

第、教育世家，所以旅遊排程三分之一以上是參觀學校，且有當

地親屬陪同。英國的牛津、劍橋與美國的耶魯、哈佛、普林斯

頓、麻省理工等世界頂尖級名校，我都參觀多次，有時乾脆在名

校附近住幾天，深入教室、寢室、書店、圖書館等處與師生面談

交流。回來以後，又寫成調查報告或校園遊記在長沙、北京、天

津等地公開發表，供全國教育界同行分享、爭鳴，為中國從教育

大國邁向教育強國效微薄之力。為此，省委統戰部與省僑聯授予

我僑界先進個人稱號。

人的時間、精力有限，我的夕陽歲月約有20年，方向是演
講與口才，而且社會活動多。近幾年才逐漸從“舌耕”為主轉向

“筆耕”為主，初步確定以原創影視小說、劇本為主要體裁，以

國際主義為主要題材。一部原創的影視優秀作品，從開始策劃到

公開放映，至少需要三、五年時間，而且要遠赴國外搜集素材、

題材，當然是集體創作，歡迎既有文藝特長且有強烈事業心的中

青年參與。我已年滿83周歲，萬一中途去世，中青年合作者可
繼續完成。屠呦呦與袁隆平都已89歲高齡，仍在為國家富強、
民族復興、全人類的幸福而奉獻夕陽歲月。我身為受黨和人民教

育、受祖國母親關愛70年的僑界人士，亦當“不忘初心，牢記使
命”，夕陽歲月，餘熱滾滾。

崢嶸歲月七十載 夕陽餘熱滾滾來
——我和我的祖國徵文

8屆 李仲華



23屆 羅國生

（一）蘇隄春曉
此時未見百花開，

垂柳千條任剪裁。

舉目風情皆似畫，

何須計較待春來。

（七）雙峰插雲
天目山巒景色葱，

鍾靈毓秀接蒼穹。

雲霞掩映如仙境，

身處蓬萊夢幻中。

（二）麴院風荷
信步西湖九月中，

花開過後剩殘紅。

接天蓮葉田田碧，

翡翠枝頭結嫩蓬。

（八）雷峰夕照
高塔巍峨近水邊，

西湖風景倍嬌妍。

夕陽斜照金光閃，

似有神靈接碧天。

（三）平湖秋月
浩瀚烟波小楫孤，

高天皓魄亮如珠。

遊船盪破湖中月，

心繫嬋娟醉壹壺。

（九）三潭印月
醉人夜色伴秋風，

十五西湖別不同。

三十三輪明月現，

清輝如水照碧空。

（四）斷(段)橋殘雪
時屆嚴冬雪未殘，

河深水冷步艱難。

段家伉儷重修葺，

今日橋堅路又寬。

（十）柳浪聞鶯
行將正午日當頭，

樹蔭清凉暑氣收。

楊柳纖纖掀綠浪，

黄鸝配對展歌喉。

（五）花港觀魚
千枝垂柳拂池塘，

錦鯉無憂戲水忙。

秋日荷花新褪色，

明年六月再來杭。

（十二）蘭亭
流觴曲水會稽山，

筆走龍蛇鑿壁間。

鐵劃銀鈎傳萬古，

騷人墨客醉忘還。

（十一）六和塔
雄姿挺拔大江邊，

塔頂如芒刺九天。

震懾妖魔吳越靖，

錢塘馴服逾千年。

（六）南屏晚鐘
南屏峰下聽鐘聲，

音韻悠揚繞古城。

不論晨昏晴雨日，

仙凡入耳也心清。

 時屆深秋之際，與同窗結伴暢遊杭州，翻閱西湖十景，集成組詩以自娛，也供諸同好指正。

（十三）湘湖

山光水色勝西湖，驚歎莊園景物殊。

吳越相争遺舊蹟，春秋更替換新圖。

霜前楓葉黃兼綠，暑後蓮花有似無。

柳岸橫橋行不足，夕陽催我踏歸途。

位於杭州市蕭山區城西，與西湖南北相望。
被譬為錢塘江左右两顆明珠。

▼

   校友優惠價$88元

校
友
優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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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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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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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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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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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4 6000, 2389 0044；
Email: kwong@carreraautos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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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泰磁砭貼一盒(6片裝) HK$30/盒
化橘紅罐裝(120克) HK$250/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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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橘紅盒裝 (60克) HK$55/盒
正泰蜜糖?80克 HK$38/盒

　 

教聯優惠物聯網
　　教聯會於2016年成立「教聯優惠物聯網 www.
jetsoedu.com」，通過網絡為會員提供優質生活用品
及消閒活動。
　　經過一年多來的營運，目前已與香港、國內約
150家商業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取得500多項商品，
包括旅遊娛樂、餐飲優惠、保健護理、各類保險、家
居百貨、書籍文儀、個人產品、酒店住宿等等優惠，
合作伙伴仍在擴大、優化，商品及服務與日俱增。
　　香島校友會以團體會員參加，校友會屬下會員只
需提供簡單個人資料，即可成為「教聯之友」的會
員，享受「教聯優惠物聯網 www.jetsoedu.com」所
提供的各項優惠服務。網址：www.jetsoedu.com
　　歡迎加入「教聯之友」，共享網購優惠。如想享
用教聯優惠物聯網的香島校友會會員，只需致電校友
會，留下個人資料，做簡單確認手續，由本會交給教
聯會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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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1 7262或WS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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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島中學校友會第28屆理事選舉
不覺間香島校友會第27屆理事(有限公司第11屆)為校友服務將屆三
年了，又到了新一屆理事改選的時候。理事會於2020年1月3日的會
議中決議：成立「校友會第28屆理事會選舉籌備小組」，按會章規
定於2020年8月底完成理事會改選工作。

「校友會第28屆理事會選舉籌備小組」
制定新一屆理事選舉辦法如下：

1. 理事會成員：
  理事會成員總數不少於19人但不多於25人。由合格會員投票產生。
 2. 提名人、被提名人、投票人資格：
  須為香島中學校友會永久會員或合格的年度普通會員(已交年度

會費)，贊助會員除外。
3. 成為候選人資格：
  只要經理事會提名，或經由一名合格會員提名及一名合格會員和

議，填妥提名表格，提交校友會，經選舉籌備小組核實資料，便
可成為候選人。

4. 現屆理事將被提名成為新一屆理事候選人。
5. 提名人提名方法：
  提名表格將於2020年4月15日發出。提名表格可以親身遞交、郵

寄、傳真、電郵或whatsapp本會。每名提名人最多可提名2-4人
被提名人。遞交提名表格截止日期為2020年5月14日。

6. 投票方法：
  選票將於2020年7月3日發出給各合格會員，8月3日截止投票。

選票只接受親身遞交或郵寄。投票以不記名形式，每張選票可少
選但不可選超過25人，否則視為廢票。

7. 當選：
  獲取最多選票的前25位候選人當選為理事。餘票最高者為首選候

補理事，依次排序。若候選人不多於25位，則全部自動當選，無
需投票。若同票未能決選出25位理事時，需由選舉籌備小組召集
人為同票的候選人主持抽籤產生25位理事。

8. 開票安排：
  開票訂於2020年8月7日在校友會進行，歡迎校友報名監票。選

舉結果將於九月份第三期會訊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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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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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會慶盃」羽毛球賽 
日　期：2020年4月26日、5月5日（星期日）
地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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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或以前出生)
　　　　乙組(1980年或以後出生)
　　　　學生組(中一至中六)
獎　項：每組設冠、亞、季軍
賽　制：視乎參賽人數而定
報名費：單打$50.、雙打$80.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或whatsapp 5403 8598
截止報名日期：4月12日

潮汕高鐵美食純玩三天團
高品質純玩團，全程無購物，不進店！精選潮汕特色美食，
助你一網打盡！
日期：5月8-10日（星期五至六）
費用：全包價會員$1900.，非會員$1930.，兒童$1650.
行程： 第一天：早上乘動車到潮汕站。抵達後，前往紅船餐廳享

用傳統迎賓宴。午餐後前往清代海防建築的崎碌炮臺【石
炮臺公園】，隨後前往汕民俗大觀園【百花尖大廟】，
參觀結束後品嘗達濠蒂蒂香魚丸。隨後遊參觀【達濠古
城】，參觀結束後前往晚餐，晚餐品嘗澄海日日香鵝肉
宴，晚餐後返回入住酒店休息。

　　　 第二天：早餐後，乘車前往硯峰山【淡浮院】。午餐前往
品嘗潮州打冷。午餐後前往【湘子橋】。隨後乘坐電瓶車
环城遊覽潮汕文化發源地——【古城潮州】。參觀粵東古
刹、廣東四大名寺之一【潮州開元鎮國禪寺】（遊覽約40
分鐘），漫步全國規模最大的，代表尊榮顯達，彰揚鄉賢
的紀念性標誌建築【太平路牌坊街】。下午茶品嘗潮州鴨
母撚及春餅。隨後遊覽【韓文公祠】。晚餐品嘗潮州私房
菜館。晚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第三天：早餐後前往百載商埠汕頭老市區【小公園】，參
觀【汕頭開埠文化陳列館】。午餐品嘗特色牛肉火鍋（不
食牛者請報名時提出以便另做安排）。午餐后前往龙湖古
寨，適時前往潮汕動車站，乘坐動車返回溫暖的家！

付款： 中國銀行030-552-000-90256香島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報名方法： 提供舊版回鄉証正面，新版回鄉證正反;面，連

同入數紙WhatsApp到本會專線：5403-8598，
以入數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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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52-000-90256香島中學
 校友會有限公司，後把入數紙(請寫上姓名電話)傳 
 真至3694 2165 或WS 5403 8598校友會收。

第十八屆「回歸盃」
乒乓球邀請賽

日期：2020年5月24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九時半至下午五時
地點：將軍澳香島中學禮堂
對象：全體校友及家屬
費用：單打會員$20、非會員$30  雙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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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各一名 
截止報名日期：5月17日（星期六）
報名及查詢：2381 7262或
　　　　　　whatsapp 5403 8598

校史講座
日期：3月21日(星期六)
地點：香島中學小禮堂
時間：2：00-5：00pm
對象：各屆校友
報名：2381 7262或whatsapp 5403 8598

工聯優惠中心優惠咭
2020年工聯優惠中心優惠咭現已準備好，可

憑咭於工聯會屬下多間優惠中心購物可享折扣優
惠。需要此咭的永久會員可寄貼上郵票的回郵信
封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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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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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員 校 友
4×3.5 吋 內頁 $300 $600

查詢：2381 7262 或 WhatsApp 5403 8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