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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屆 理 事 會 成 員 介 紹

主席
屆別：11屆(1957年)
姓名：司徒宏
職位：董事長
機構：宏德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簡歷：1961年大學畢業後在社會工作及不斷進修，現任職宏德
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平德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海堅有限公司董事長；美國林肯大學榮譽工程博士。
抱負：傳承校訓，愛國愛港，香島有世界，世界有香島！

副主席
屆別：43屆(1989年)
姓名：王華峰
職業：教師
機構：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簡歷：在母校接受中學教育，為個人成長打下堅實的基礎；
隨後於香港中文大學取得理學士、哲學碩士學位及教
育文憑；並取得澳洲墨爾本大學教育管理碩士學位。
大學畢業後，投身教育，長期從事教書育人工作，化
作春風伴桃李。
抱負：願 為橋樑，真誠服務校友；凝聚校友力量，回饋母
校；傳承香島精神，報答師長教導之情。

秘書長
屆別：29屆(1975年)
姓名：梁夢粦
簡歷：在母校擔任教師工作逾30年，擔任
校友會理事工作也超過30年。
抱負：服務校友，不忘初心。

副主席
屆別：30屆(1976年)
姓名：李光明
簡歷：本人畢業後即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多
載，期間亦很長一段時間參與校友
會工作。
抱負：現在退休後有更多時間可投身於校友會工作，希望能
在校友會推動各類校友的文康活動，團結校友。

副主席
屆別：45屆(1991年)
姓名：林衛平
職業：銷售經理
簡歷：1994年開始擔任校友會理事，曾任
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副主席。
抱負：發揚香島精神。

財政
屆別：22屆(1968年)
姓名：王志華
職業：行政人員
機構：香島教育機構
簡歷：1969年香島第4屆大學預科畢業後，一直留在母校工作。
抱負：為校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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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
屆別：51屆(1997年)
姓名：陳銘艷
職業：會計
機構：香島專科學校
簡歷：預 科畢業(1999年)、暨南大學畢業(2003年)、中山大
學碩士畢業(2012年)、香島專科學校任職(2003年至現
在)。
抱負：希望起到校友與學校的橋樑作用。

常理
屆別：33屆(1979年)
姓名：葉青山
職業：金融投資顧問
機構：安信國際證券
簡歷：香島小學、中學；廣州暨南大學金融學學士；日本兵
庫縣立大學經濟學碩士；香港鄰舍輔導會義務司庫、
校董；香港城北扶輪社前社長；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
常務理事；暨南大學經濟學院香港同學會創會會長；
聯合國海陸絲綢之路城市聯盟專案科教文傳委員會香
港創始成員；海外青少年權益保護與發展聯合會創會
會長；亞太文化創意產業總會理事。
抱負：匡扶會務、服務校友

常理
屆別：34屆(1980年)
姓名：馬如慶
職業：銀行從業員
機構：中銀香港
簡歷：自2002年起參與校友會理事會工作至今。
抱負：作為母校培育的一份子，堅定支持母校的愛國教育事
業，支持校友會以愛國、愛港、愛校的態度，參與為
校友服務。

理事
屆別：19屆舊(1965年)
姓名：李華強
職業：現任長者学院導師
機構：香港中國婦女會李樹培夫人啟知
長者學院
簡歷：曾任南方影業公司及銀都機構廣告製作副經理、華南
電影工作聯合會秘書處職員。退休後在長者學院和女
青年會柏儒中心任數碼多媒體和電腦導師、剪紙藝術
導師。
抱負：為各屆校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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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理
屆別：夜中第8屆(1976年)
姓名：朱志雲
職業：銷售業務經理
機構：中國中發有限公司
簡歷：自1972年以來在華潤集團屬下公司工作。
抱負：希望能為校友們略盡綿力。

常理
屆別：33屆(1979年)
姓名：李麗芳
職業：家庭主婦
簡歷：從 事醫護工作近四十年直至數年前
退休。
抱負：加強校友間的聯繫，並參與校友會活動和作。

常理
屆別：51屆(1997年)
姓名：楊星波
職業：教師
機構：香島中學
簡歷：理工大學電子及資訊工程學碩士學位。
抱負：願為聯誼校友工作出一分力。

理事
屆別：13屆(1959年)
姓名：周成峰
職業：退休
簡歷：1951年9月入讀香島小學五年級直至
1959年7月高中畢業。長期在交通行業任職司機直至退
休。
抱負：服務校友，無上光榮。

理事
屆別：20屆(1966年)
姓名：區燕萍
職業：退休
簡歷：離 開 母 校 後 曾 在 社 團 優 惠 店 任 經
理，後轉到協青社為邊緣青少年做工作直至退休。
抱負：為各屆校友服務。

理事

理事
屆別：夜中第2屆(1970年)
姓名：危志光
職業：裝修東主
機構：藝星室內設計裝飾工程
抱負：願為各校友盡一份力，起聯繫校友之橋樑作用。

理事
屆別：26屆(1972年)
姓名：陳銳明
簡歷：26屆畢業，中六第8屆。		
1973-2016年服務於亞洲貿易(集團)
有限公司。
抱負：服務校友會，服務同學。

屆別：25屆(1971年)
姓名：何樹華
職業：退休，舞蹈班導師
簡歷：曾 任職長城電影制片公司製片部場
記及編劇工作；90年代回上海、廣州等地籌辦美國夢
幻樂園，任職節目製作總監。退休後開辦健體舞班任
導師。
抱負：為校友推介、籌辦各類文娛康樂活動，豐富校友退休
及工餘生活。

理事
屆別：夜中第4屆(1972年)
姓名：徐月華
簡歷：退休前任職會計工作。
抱負：結識多些校友，能為校友服務。

理事
理事
屆別：33屆(1979年)
姓名：陳穗明
職業：銀行
機構：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簡歷：雖然沒有按照慣例在畢業後直接進入中資機構工作，
但其後因緣際會下進入了這家銀行的前身工作，並且
任職至今。這些年看着這家由十家小型銀行重組及逐
漸發展成為一家本地主要銀行，能成為它的一份子感
到十分榮幸。
抱負：加強校友間聯繫，與校友交流生活心得。

屆別：34屆(1980年)
姓名：蕭潤芬
職業：行政
機構：達津顧問有限公司
簡歷：34屆畢業生，取得威爾斯大學工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和
核准財務策劃師資歷。現任顧問公司總經理，為中、
港、歐美公司提供市場營銷開拓、發展、架構重組、
人才培訓及招聘的專業意見和支援；亦為個人及公司
提供財務策劃服務。
抱負：期望能為校友會提供多元化意見，維繫校友之間的溝
通，發放正能量，透過校友會的網絡平台讓校友們增
加對校友會和學校的歸屬感。

理事
理事
屆別：43屆(1989年)
姓名：林瑞興
職業：司機
機構：中化香港
簡歷：離校多年，有幸參加了上屆理事的工作；使我有機會
重返母校，遇到了很多同學和老師們，找回很多過去
的記憶，令人興奮！
抱負：希望可以繼續為校友盡綿力！

屆別：46屆 (1992年)
姓名：何思行
職業：教師
機構：天水圍香島中學
簡歷：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香港城市大學碩士
抱負：服務校友 服務母校 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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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屆別：52屆(1998年)
姓名：謝育元
職業：教師
機構：香島中學
抱負：盡心盡力為校友服務。

理事
屆別：將軍澳香島中學老師
姓名：王蠡
職業：教師
簡歷：香島中學（旺角分校）教師、將軍
澳香島中學教師
抱負：聯繫學校與校友，協助校友會事務。

當然理事
屆別：36屆 (1983年)
姓名：羅耀銓
分會：荃灣分會主席
簡歷：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財務策
劃顧問、星加坡龍藝文化協會榮譽會長、馬來西亞善
福宮文化局海外會長、香港廣東社團 總會會董、香港
工商總會副主任、TIGER CLUB 主席
抱負：希望能為國家及社會各界付出多啲

當然理事
屆別：50屆 (1996年)
姓名：曾大
分會：天水圍香島中學分會主席
簡歷：中小學就讀荃灣及大埔香島中學，
現從事地區工作。喜歡運動和旅遊。
抱負：希望聯絡及推動校友關心母校，參加活動，藉此加強
校友們溝通，維繫友誼，相互交流學習，為母校的發
展盡一分綿力。

當然理事
屆別：57屆
姓名：王婉儀
分會：將軍澳香島中學分會主席
職業：公務員
簡歷：於 2003年9月入讀將軍澳香島中學，並於2006年畢
業。畢業後，一直參與社區服務，現擔任西貢區公民
教育委員會及西貢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
抱負：利用工餘時間，參與校友會工作，成為母校及校友的
溝通橋樑。支持母校，傳承愛國愛 港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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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理事
屆別：2011年香島專科
姓名：葉臻龍
分會：香島專科分會副主席
簡歷：手機店負責人
抱負：盡心盡力做好份內事

認識新一屆理事會主席 司徒宏校友
司徒宏先生，香島中學第11屆校友。是香港宏
德發展集團、平德置業有限公司、海堅有限公司執
行董事長，也是亞洲知識管理學院院士。除了在自
己公司任職，他同時身兼多項公職，為香港房地產
協會副會長及創會人之一、香港中華總商會資深會
員、香港工業商會資深會員、油塘灣海灣重建重大
項目召集人、廣州華南師範大學香港校友會名譽會
長、香港司徒氏宗親會會長、香島中學校友會名譽
會長、廣州培英中學校友會名譽會長、廣州真光中
學校友會名譽會長、世界薜司徒鳳倫聯誼會永遠榮
譽會長、香港少年警訊觀塘分區榮譽會長、香港董
事學會資深會員及資深董事。成就無數榮譽和頭銜
的背後，是他那能快速適應時代變化的強大心臟，
是他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辛勤工作，更是他八十
多年如一日的愛國愛港的熱情。讓我們一同走進他
的人生故事——

戰亂童年多劫難，一腔鐵血立大志
1941年風雨飄搖的香港，在經歷了18天的負
隅頑抗後，被迫迎來三年零八個月黑暗的日佔時
期。在十個兄弟組妹中排行第九的司徒宏校友當時
的年紀還不滿五歲，正是受人寵愛的年齡，卻因為
戰亂，被迫提前結束自己無憂無慮的童年，為家中
的生計奔走。大部分親人都在戰亂中匆忙逃難到內
地，十個兄弟姐妹中，只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
一個妹妹及司徒宏與父母一同留在香港。父親被迫
停業，全家人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最後只能冒着被
處死的生命危險在街頭巷尾做起小買賣。由長兄奔
走於中港兩地，從內地買進咸菜、豆豉等基本生活
物資回港銷售，而不滿五歲的司徒宏則帶着一歲的
妹妹沿街叫賣幫父母分憂。
這樣的艱苦日子持續了一段時間後，局勢越來
越不明朗了，戰爭還是真真切切地帶走了自己親人
的生命——長兄在中港用水路運送貨物時被盟軍炸
死了。童年的戰火紛飛，國難當頭並沒有嚇倒司徒
校友，反而激起了他一腔愛國心，也造就了他自強
不息的性格。

躬屈膝，也曾哀嘆這片土地留下的血與淚，更立下
大志，要為社會、國家出一分力，做一份貢獻。

潛心向學赴內地，三次啟蒙開靈竅
痛苦黑暗的日佔時期隨着戰爭的結束成為過
去，戰火過後的香港開始重整旗鼓。小學五年級
時，司徒校友轉學到香島中學的小學部，這成為了
他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這裡，他不僅開
始實踐他的愛國事業，也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位恩
師——李麗珠老師。
1949年，年僅14歲的司徒宏走進了香島中
學，第一次在這裡接受了愛國教育的啟蒙，「『國
家』、『民族』，這些名詞由我最敬愛的恩師，李
麗珠班主任所啟蒙，在她身上感到了人間有愛，是
她改變了我的一生，帶我走上光明的人生歷程。」
為甚麼說李麗珠老師改變了他的一生？原來小
時候的司徒校友十分好動，過度活躍的他常常令家
長老師感到頭痛，更因此經歷了多次的轉學。但
當時的班主任李麗珠老師在接手司徒宏後，並沒有
一味地訓斥指責他的好動，而是十分有耐性地教導
他，並通過家訪發掘了他的優點，讓嚴厲的父母對
自己的孩子產生了認同和信心。得到老師關愛的司
徒校友深受感動，並第一次主動愛上讀書學習，成
績也節節提升。
除了恩師，來自同齡學友的正向影響也效果卓
絕。當時的香島中學猶如大家庭，團結友好，上下
擰成一股繩，大家積極主動參與到「抗美援朝」
「建設祖國」的愛國行動中。司徒校友也不例外，
他抱着一股熱愛祖國和追求理想的熱情，加之性格
獨立果斷，即使在家人的堅決反對下，也堅持選擇
回內地讀書，希望能光復中華、壯大國力。小小年
紀下這樣的決定並不容易，但他卻能選擇放棄舒適
的生活，走向一條人跡更為罕見的不平凡的道路。

在二哥的秘密行動影響下，年幼的司徒宏萌生
了立志報國的念頭。他的二哥司徒(英)輝先生也是
著名的愛國愛港人士，建國後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第五、六、七、八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當時
的二哥與幾名同學將一台電報機藏於家中，並叮囑
司徒宏不要亂動，也不能告訴任何人。一直到解放
後，司徒宏才明白這是地下情報工作，負責給抗日
行動傳遞情報。神秘的行動讓當時年少無知的孩子
感受到這場對抗活動的奧妙。

1952年司徒宏初到廣州，遠離家人、朋友，獨
自一人從香港來到內地這樣一個全然陌生且截然不
同的環境讀書生活已是十分不容易。在他心中，教
忠中學(現廣州十三中學)是他在內地讀書的第一個
站，而這個站給予他的溫暖、關懷、希望和目標是
他留在廣州的最大源動力。多得老師的關懷備至，
讓他不因每年假期回到香港而動搖他的意志力，在
繁華的物質生活中依舊堅守本心。當時任教的邱惠
琳老師(歷屆廣東省模範教師)對司徒校友而言，是
真正的師者風範。跟隨邱老師學習了中國浩瀚的英
雄人物群像後，他的內心也開始憧憬英雄，渴望成
為英雄，這對他未來五十年的人生都有着重要的指
向作用。

這些經歷激勵着他不斷思考甚麼是正義？甚麼
是愛國？在那些悲慘的歲月裡，他曾無數次追問為
甚麼，為甚麼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給外國人卑

除了學習，司徒校友在體育方面也展露了他的
天賦。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他參加了初中學校的運
動會，過往十幾年未能展現的運動潛質一下子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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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他的短距離100米跑出了12秒的優異成績，
跳高也拿到了1.65米的好成績，而後還被選入廣州
市田徑隊接受訓練，並代表廣州出席廣東省運動
會。正是在這期間，他遇見了他的第三位恩師——
李顧三教授。李顧三教授是華南師範學院(華南師範
大學前身)的體育系教授。高考前夕，司徒校友本來
意欲選擇天津南開大學等工科專業進行學習，沒想
到最終是被華南師範學院錄取。雲裡霧裡的司徒校
友在畢業之後留校做助教時，李顧三教授才道出了
真相。原來司徒校友高中三年級時，李顧三教授就
已經看中了司徒校友並暗中選取了他做了自己的學
生，就連畢業留校當老師也是李顧三教授對司徒校
友的安排之一。錯有錯着，能來到華南師範學院，
司徒校友亦十分感激，因為當時能升入大學的人數
寥寥無幾。入學之後，司徒校友還被老師看中，被
推選為學校學生會主席。深知自己的能力未必能應
付過來，司徒校友還是推辭了這份厚愛，轉而在大
一時擔任了體育系學生會的副主席。大學期間，他
代表廣東省田徑隊，出席多次全國性比賽，並獲得
多個分區賽的名次和「國家一級運動員」的稱號。
從讓家長老師頭疼、幾度轉學的「另類」學生
到品學兼優，司徒校友的變化不可謂不大，而這也
是三位啟蒙老師給他的信心與支持，支撐着他走向
更好的自己，更好的未來。

跨行跨界跨語言，自強不息報國心
1964 年司徒校友迎來了生命中第二個重要的
轉折點。正當他享受着研究生活時，他收到了來自
家人的信件。在家族的強烈要求和父母的嚴令下，
司徒校友唯有回到香港幫忙打理起家族生意。當時
父親司徒洛正運營修船廠，家族企業亦蓬勃發展，
需要更多人手協助。這對於司徒校友無疑是一個大
犧牲，放下了國內多年來積累的人際關係和剛起步
的科研，從體育人搖身一變，成為採購員、管理
者、工程師，其中的曲折和汗水，更是三言兩筆難
以說清。
走進家族企業面對的第一難關並不是我們預想
的工程技術，竟然是英語。司徒校友雖然少時是在
香港學習，但青年時期在內地所接受的外語教育
比較側重於俄語。因此，回到香港之後，司徒校友
不得不為英語花上大量時間。而在重拾英語的過程
中，他也大量翻閱船業相關文獻作為學習材料，既
學習了英語又吸收了先進的船業知識，並借此機會
為企業打造了第一個圖書館。這樣的學習，可謂一
舉三得。當時的他，雖然沒有專門修讀造船學系，
但在整理和創立修造船技術資料圖書館期間，對造
船機械工程的知識的熱愛，默默地根植在他骨子
裏。當時的香港造船業普遍只能建造小型船，未能
在造船的設計和建造得到新的突破，有時接收到來
自外國或內地的訂單也未必能滿足客戶的需求。面
對如此困境，司徒校友決定「師夷長技」，前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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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習設計和造船工程技術，幫助企業尋求新的
突破。在得到兄長的認可後，他於1971年獲得亞
洲著名的造船顧問公司──海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錄取，以監督的身份前往日本學習深造，在監造期
間還邊工作邊學習日語。在日本學習的期間，他還
有幸進入到「禁區」──工害區。在工害區中，他
能一覽日本造船工業大大小小工業意外及生產規
劃上嚴重出錯的案例，也使得他能在警惕之餘吸取
這些寶貴經驗，盡可能嚴謹細緻，減少可避免的人
為錯誤。正因如此，往後經過司徒校友着手的所有
工程，無論在造船抑或是路上結構工程的設計、規
劃、生產及興建等工序上，他都事事親自監控，確
保工程又好又快圓滿完成，獲得了許多用戶及行家
的肯定及認同。
學成回港後，司徒校友便下定決心，大刀闊斧
地進行改革。正巧在這時，接到了來自招商局的造
船機會。面對特殊的要求和任務，司徒校友二話
不說，立即開工，發揮了學到的先進技術，設計和
製造出一批批港口及遠洋使用的船隻。正如國內政
府要求，需要設計和建造出多艘大馬力、多用途、
全天候無限航區的遠洋救助船。司徒校友連同他的
工作團隊(包括日本、歐洲的資深工程師一起)經過
詳密的設計和討論，船隻已具備了當時世界最為先
進的設計和科技設備──先進的導航設備、全自動
化裝置都應有盡有，更有水下割切、水下焊接、防
爆、消防、自衛等功能。任何船隻及遠洋輪在中國
沿海區域遇上海難，遠洋救助船都可進行搶救、打
撈、供電等工作。這批船成功完成後由招商局轉交
交通部使用，為後來的開放政策、內地沿海的港口
建設、遠洋航運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司徒校友還積極充當中間人角色，
將先進的船隻設計和建造技術引入中國。當時的大
連造船廠就通過技術合作，成功引入巨輪船鼻艏破
浪設計建造和「Z Peller」全回轉推進器系統技術，
並透過招商局曾給司徒校友發來口頭表揚。「能夠
為國家做出貢獻，是我本人一生中的幸運，是國
家、民族、家族給予本人的光榮。我對英雄的欲望
已經達到了。老師教導我們要將榮譽讓給別人，將
困難留給自己，因此我將再次潛造，做一顆永不磨
損的螺絲釘。」 司徒校友如是說。
在他的身上烙印着五六十年代艱苦奮斗、無私
奉獻的光輝品質，「為人民服務」就是他內心最堅
定的信念。
盡管已至耄耋之年，司徒校友依舊堅持每天上
班處理大大小小的會議事務。每天馬不停蹄努力學
習。雖然比起年輕時是吃力許多，但他認為能和一
群年輕人拓展拼搏未來才是煥發青春的重要方式。
他說道：「我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我的生
活。兩者相至糅合成我的人生，分不開，亦不必分
開。」
轉載華南師大校友2018年12期刊

會 員福利

本會代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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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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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况

23屆 羅國生

退隱田園足自珍，
遠離廛市避紅塵。
輝煌業績如閒事，
(1)
澹泊生涯似野人 。
(2)
多閱書經能養氣 ，
勤揮墨瀋可修身。
(3)
栽花種菜翛然過 ，
(4)
讀史知今莫步秦 。
來日江河靖，
三鎮更嬌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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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橘紅盒裝 (60克)

HK$55/盒

長白山黑木耳160克/盒/10小盒

HK$55/盒

正泰蜜糖梘80克

HK$38/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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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帶（痛經、宮寒、子宮肌瘤、便秘、胃氣脹、胃痛及減肚腩）
腰帶（腰酸痛、腰椎間盤突出、骨刺、坐骨神經痛）
踏板（三高、睡眠、便秘、性功能、腳脫皮、灰甲、凍瘡、暖腳、腳氣）
頸帶（頸部酸痛、頸骨刺痛、頭痛）
前列腺帶（前列腺炎、腫脹、刺痛、小便暢通）
膝套（膝蓋痛酸、半月板撕裂、膝冰冷、骨刺）
肺披肩（鼻敏感、咳嗽、支氣管炎）

HK$1,600
HK$ 2,000
HK$ 2,000
HK$2,400
HK$ 800
HK$1,400
HK$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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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廉物美口罩
中童 / 小童 折實$42，每盒30片 每5片一個袋。
韓版 / KN95 折實$60，每盒20片，每片獨立包裝。
成人 折實$46，每盒50片，每10片一個袋。
全部中國製造。
請 whatsapp 香島校友會54038598訂購。

：
價：
惠價
優惠
友優
校
校友

$200 /

盒
/盒

注：1）野人：指回歸自然，非野蠻之意。
2）摘 自《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
3）翛然：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也。
4）莫 步秦：不要重蹈秦朝覆亡之轍，意
指吸取歷史教訓，做人與治國亦同一
道理。

7

熱烈祝賀

30屆崔世昌校友
榮穫2020年香港特區政府榮譽勳章

近期活

獎助學金章程
一. 設立宗旨：
二. 類

別：
甲.獎學金部分

動

辛丑年新春團拜、會員大會、
理事就職暨獎學金頒獎禮
日期：2021年2月27日正月十六（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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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就職禮
3. 頒發獎學金
4. 節目表演

歡迎各屆校友參加，為免招待不週，
請先致電2381 7262 / 5403 8598留位

香島中學校友會
舉行二零二一年度會員大會通告

乙.助學金部分

本會定於2021年2月27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假九龍塘香
島中學三樓禮堂舉行二零二一年度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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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呼籲贊助

三. 申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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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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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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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提 你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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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