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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021年教師節活動隨筆教師節活動隨筆

慶建黨百年慶建黨百年
包場欣賞電影《1921》包場欣賞電影《1921》

	 1921一個簡單的數字、年份，但加上7.1，卻是標
誌苦難的中國，經過百多年的屈辱，出現的第一道
曙光。經過1917年的俄國10月革命及1919年的五四運
動，給中國傳來新的革命理論和夢想、實踐；一群充
滿理想、熱忱的青年，為中國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枷鎖，建立獨立自主的人民國家，就在這天，衝破
重重困難，成立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從此7.1就
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生日，與10.1國慶雙雙成為全國普
天同慶，特別重要意義的日子。
	 在香港，回歸以來，7.1只標誌著英國把治權交回
中國，開始一國兩制的生活模式的日子，對大部份人
來說，是一天假期，與國家及黨，掛不在一起。但今
年正值黨的100周歲，香港經過過去兩年的蹂躪，在
港區國安法實施1周年後，正經歷回歸理性時刻，在
港推出一系列的慶祝活動。校友會在7月3日為校友
們舉辦一場電影欣賞會，正是全國首映的《1921》，
把黨的成立，通過電影的嶄新形式、手法，向我們展
示，更具特殊意義。
	 近兩年，社會活動受多樣限制，校友們的聚會或
校友會的活動也多告停頓，這一場電影欣賞會便喚醒
了期望中的校友，消息一出，大家都奔相走告，並約
同一起出席，很快便告滿。當日，電影院大堂內好不
熱鬧，大家見面時互祝安康，拍照留念，一洗年多半
隱居的生活，並期望校友會在疫情漸退情況下，恢復
並加料為校友們組織更多、更好的活動。
	 《1921》是一部全明星陣容的「獻禮片」，是一
部集合了當下最熾手可熱的明星與偶像參與的大製作
影片。影片片長兩個多小時，沒有震撼人心、賺人熱
淚，慷慨激昂的情節，但以群像的方式展現了中國共
產黨建黨前後的一系列故事，這與以前的愛國主義電
影截然不同，對不同背景的人展示共產黨人性化的另
一面，建黨的抱負、初心及薪火相傳的宏願，歷史將
會慢慢還原。

文康部陳銳明理事

	 校友會荃灣分會第二屆委員會成立2年來，因為
新冠疫情的嚴峻，無法進行各項師生交流活動。	直
到今年年初，政府開始幫助市民免費接種疫苗，受感
染人數逐步回落，逐步放寬社交限制。委員會羅耀銓
主席提議今年的師生交流活動要一一展開，第一個活
動：敬師節。
				2021年6月16日委員會會議確定敬師節活動，各委
員雀躍萬分，即時通過活動內容、財務、時間、地點
等。
	 7月14日的特別會議，詳細討論敬師節活動和分
工，並即時展開籌備工作。
	 經過兩個多月委員的努力籌備，敬師節晚宴終於
在2021年9月10日晚上舉行。晚宴上並無甚麼表演或
特別項目，師生們却流露着當年在校的真摰感情，訴
說往事，嘘寒問暖，閒話家常，拍照留念。同學們
一一緬懷學生時期與老師們上課的點滴回憶。由於疫
情關係，場地限制等因素，這次活動也有過百師生參
與，委員們的努力應記一功。
		 	 	今次活動，一些校友不單積極參與，還贊助各項
禮品和校友會荃灣分會的營運資金，席上擺放了校友
贊助的紅酒和白葡萄酒，酒杯互碰，相互祝福，增添
晚宴的歡樂，委員會深深感謝校友的支持和鼓勵。
				 	荃分老師們感謝同學的敬師心意，餅券，超市禮
券，月餅，防曬袖和口罩，甚至要贊助老師餐費，這
些隆情厚愛，老師記在心中。贊助的餐費也回饋同學
們，用作今後活動的營運經費。
				 	荃分師生情誼深長，宴會場地狹窄與招待不周等
等問題，都無礙香島師生親愛如姐妹弟兄的感情，這
是一場成功的餐會。

飲食： 中醫界：
保險： 體育、演藝、文化出版：
商界： 同鄉、社團：
漁農： 基層社團：
勞工：

立法會： 內地港人團體中國香港（地區）商會 - 廣西：
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性團體港區成員（全國婦聯）：

熱烈祝賀校友當選新一屆選舉委員會委員熱烈祝賀校友當選新一屆選舉委員會委員

熱烈祝賀
27屆 黃國健校友榮獲2021年金紫荊星章

夜10屆 李麗容校友榮獲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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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為校友會做點事我要為校友會做點事
 日前突然接到校友會邀請函，邀請本人參加校友
會基金籌款大會。我那時的心情是激動的，興奮的。

 六十年了，我離校後顧工作和生活，從來没有回
校探望過老師們，心里在想：母校怎樣﹖周圍環境怎
樣﹖學校門前那幅青年球場現在仍在嗎﹖老校長，
老師們和職工們，相信他們退休的退休；離開我們的
也離開了，這時我心潮起伏，腦海中湧出一幕幕求學
時，老師們的慈祥面孔，和天真爛漫的同學們的歡樂
聲，那時我的眼睛模糊了，熱淚滴在原稿紙上。我口
中念着：香島像一個熔爐，把我們鍛煉成長，師生如
姐妹兄弟；這是母校的校歌，只有香島才培育出我們
今天在社會上作出貢獻！

 我收到邀請後，我在想：我是香島中學培養出來
的，校友會是我們離校後的大家庭，我決心要為校友
會做點事！籌委會當天，校友們坐滿會議室，濟濟一
堂，主席介紹了籌備基金的目的和意義，因為目前校

友會會址不夠應用。母校每年都有師弟妹畢業離校，
他們定會融入校友們大家庭。因此目前會址是太小
了，要換大些，多辦些班組，豐富校友們的工餘活動
場所，與會者一致贊成，鼓掌通過基金的成立。有校
友立即席上寫支票捐助，有五十萬元，有二十萬元，
有十萬元，也有一萬元，場面令人鼓舞和感動！

 我受命回來，把曾在香島畢業或肆業的校友算了
下，把一些經濟條件許可的校友列下名單走訪，校友
們都義不容辭地捐助，有捐助十萬元的，也有一萬元
的，更有一些愛國人士，他們也樂於捐助；他們熱情
地說：我雖不是香島校友，但香島中學是一所旗幟鮮
明的愛國教育學校，香島校友會更是愛國團體，我們
也應出點心意！

 我希望：通過這次校友的籌募基金工作再次激起
校友們的愛國愛校友的熱潮，加強團結，為愛國愛港
事業作出貢獻，為一國兩制在港行穩致遠而努力！

親切、美好的回憶親切、美好的回憶
 月前，校友送我一
張國慶匯演的門票。在
10月4日晚我和幾位校
友一同到香港文化中心
觀賞了這場匯演，表演
節目豐富，歌唱、舞
蹈、器樂演奏等都一應
俱全。

 中學年代我也曾是
香島民樂隊的一員，當
然期待民樂演奏一環，
第一首聽到是耳熟能詳的琵琶獨奏曲《唱支山歌給
黨聽》，獨奏者高思嘉小姐高超的技術、精湛的演
繹，把我帶回當年按着錄音機收聽劉德海大師彈奏
此曲的畫面。接著香島長青中樂團小組演奏《洗衣
歌》和《小城故事》，都是當年熟悉的旋律，我又
再一次回到青蔥歲月的年代，熟悉的旋律和優美的
洗衣舞仿佛又在眼前躍動。

 壓軸的民樂大合奏更是把全場和我的情緒推至
高峰，《瑤族舞曲》一響起，我像走進時光隧道一
樣回到我有份參加音樂節比賽的那些年，跟着旋律
進出，在樂隊當年的一幕幕美景全湧出來。接着葉

敢新指揮舉手一揚，
《我的祖國》旋律響
起，全場觀眾都被迷住
了，杜錫礎校友二胡領
奏出親切的琴聲，電影
《上甘嶺》中漂亮女兵
在防空洞輕輕哼起這歌
的畫面活現舞台，樂隊
的澎湃演奏更是像電影
內一幕幕祖國的美好山
河呈現在我們眼前。最

後一個音符完結，全場掌聲雷動、良久未停。我也
是心潮逐浪高，久未平復！

 我是一名香島民樂隊的過氣團員，不彈樂器久
已，但看到校友們組成的香島長青中樂團精彩演
出，不僅奏出精彩的樂章，更把親切、美好的回憶
都送給我，也真切地演繹了他們的團名，把長青的
音樂送到每位聽眾耳裏。歲月在校友們的面上留住
了痕跡，卻沒有帶走他們對民族音樂熱誠。祝樂團
青春常駐！

 再次感謝樂團為我帶來難忘的一晚！期待樂團
將來更精彩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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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工程及建築界專業資格的關秩安多年來一直關注香

港房屋問題，與不少專業人士及社會有心人，不斷為本港

房屋問題出謀獻策。他有感香港近年地產市場有點被扭

曲。「近15年來香港房地產市場已經沒有上升下降週期性
的調整可言，樓價持續攀升，今天隨處都是豪宅置業者逐

漸失去置業的階梯，加深了社會問題及矛盾。試問看看現

時市場最大得益者是誰？但最受害的是輪候公屋的市民及

劏房戶，尤其後者，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租金只有

加沒有減。」

　　近年本港劏房問題嚴峻，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
人口統計結果顯示，全港約有27100個單位內有分間單
位，分間單位總數估計約有10萬戶，住戶人數約有21萬
人，而住戶的人均居住面積只有57平方呎。住戶長期蝸
居惡劣的環境。關秩安認為，本港的劏房問題已經十分嚴

重，若不再解決，容易埋下社會危機。「我想到今天香港

經濟那麼發達，他們為何住劏房？加上近年土地及房屋供

應出現斷層，市民買不到平價樓，樓價高又上不到車，低

下層惟有長期捱劏房。」

創立廣廈居香港  回饋社會
　　關秩安明白，增建公屋固然是長遠解決基層住屋良方

之一，但本港地少人多，填海造地增加土地供應需時，所

以想到取易不取難，不會考慮如貨櫃碼頭等建屋方案；故

始3年前開始積極研究貨櫃屋/組合屋之可行性，得出結論
認為可以解決劏房戶的住屋問題，短期增加房屋供應。事

實上特區政府方面亦非無提出利用組合屋的政策建議，關

愛基金早前已批出3,574萬元，在深水埗南昌街興建90間
組合屋，單單以成本計算，平均每間近40萬元，而且只可
以住2年時間太短，關秩安認為此舉不太符合成本效益。
　　故此，年前關秩安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成立

一間專門研發及製造平價組合屋公司——廣廈居(香港)有
限公司，以社企的定位來運營，主要目的是冀盼能減輕劏

房戶租金負擔和改善他們的惡劣居住環境。「我在想，

組合屋在香港有無市場，世界各地低下階層人口龐大，住

屋需求卻是無限！港大博士研究生和明愛莫張瑞勤社區

中心在這方面進行實地視察200和114幢舊樓，見到沒有
窗的板間房，一幢10個單位唐樓間20至30戶劏房。如果
每個單位可間2至3間，那麼香港約有10萬間劏房能交吉
的話，二手住宅可供應市場就約有4萬個單位(10萬除以
2.5)。無疑這是相當大的供應量，物業市場的租金及售價
肯家會向下調整。」

    他續說，該公司研發及引入由本港和國內設計及改良的
組合屋，每間居住面積近200呎，每層樓底較一般貨櫃屋
高，並設有獨立廁所及開放式廚房，每間建造成本較低；

該公司正計劃在新界預租一塊面積逾10萬平方呎的農地，

計劃安裝經濟型組合屋588間，他透露，若計劃能獲得政
府部門批准，將交予慈善/非政府組織管理及營運。

增建組合屋  短期紓解劏房問題
　　關秩安提及，若經濟型組合屋成事，同時能夠找尋合

適土地，廣廈居便可啟動大量生產組合屋，年產量以萬

計，所以能迅速解決劏房問題。「我們生產的組合屋有別

市場上以普通貨櫃改裝的模樣，這些新式設計的組合屋，

樓底與空間感足夠，室內面積比劏房大一倍，而且由工廠

生產，可以量產型保證品質及降低生產成本。」他表示，

該組合屋品質更有保證，估計可使用逾10年時間以上，是
適合本港環境，理想過渡性房屋的類型之一。

　　他又認為，組合屋管理也十分重要，據他了解，民間

慈善團體，如香港賽馬會、香港聖公會、東華三院等，皆

可為經濟型組合屋計劃注入發展動力，壯大社會服務的力

量。關氏期望，這些經濟型組合屋計劃，能夠為政府「買

時間」，短期紓解香港劏房戶的擠迫問題。「我們建立廣

廈居(香港)，絕對不是牟利，我們希望利用專業知識，回
饋社會，若計劃成事，會把組合屋項目與慈善機構及非政

府組織合作，把租金降低三分之一至一半，紓解劏房戶的

租金支出。」

短期、中期、長期解決辦法

　　關秩安特別強調，關於香港房屋問題，他有三步的解

決方式。第一是短期的方案，大量興建經濟型組合屋，以

惠澤基層及弱勢社群之急；第二是中期策略，建設「迷你

型」的新市鎮，在新界區共33條公路旁的政府自留土地
上，建設每個可容納約2,000人的小型市鎮；第三是長期
規劃進行造地填海，正與現時《施政報告》的部分建議不

謀而合。

　　關秩安認為，移山填海方式才是最有經濟效益的造地

方法，而開發大嶼山本身的土地，與珠海地區接軌，共建

(大香港)藍圖。「在我心目中的構想，大嶼山將開發成環
保及智慧城市，島嶼四面環海，但仍有不少的平地可供

發展，只要

做好城市規

劃，交通配

套，即可發

展大嶼山本

土與大灣區

接軌。」

廣廈居廣廈居((香港香港))經濟型組合屋經濟型組合屋
迅速紓解房屋問題迅速紓解房屋問題

▼▼

	 	12屆校友關秩安	 	12屆校友關秩安



昭昭華華香香薰薰治治療療  

當您面對人生種種壓力，感到身體不適疲累煩躁，又唔想食藥打
針，相信自然療法可以幫到您，請您聯絡我。  
 
我是您的香薰治療師黎昭華，憑我的專業、細心和豐富經驗，一
定可以照顧您身心需要。 
 
香薰治療是自然療法之一，使用百份百大自然植物精油，以瑞典
式按摩手法達到深層肌肉放鬆，促進血液循環新陳代謝，改善身
心種種問題。 
 

治療室地址：沙田第一城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10:30—20:00 

聯絡WhatsApp電話：9086 8095 敬請預約 

 

治療收費： 

1小時  一次550元  / 五次2,500元 

1.5小時 一次650元 / 五次3,000元 

2小時 一次850元  /  五次 4,000元  

上門服務  /  男士服務 (須有介紹人) 收費面議 

為為香香島島中中學學校校友友特特別別安安排排：：第第一一次次11..55小小時時只只須須550000元元 

 

我們的外籍英語老師我們的外籍英語老師

5

26屆 陳銳明一相一
故事

2021年離世的老師、校友：
葉慧敏老師、李秀蘭老師；1屆 周天一；3屆 潘克
廉；7屆 李惠玲；9屆 莫北權、劉成湘；10屆 崔符
曾；14屆 潘國材；17屆 陳耀廣；21屆 黃葉治；
23屆 陳煦泉、李善磊；夜2 陳國球；夜3 楊紹先；
夜6 林志英；30屆丘永順以及33屆張勝

謹向其家人致以慰問！

深 切 悼 念深 切 悼 念深 切 悼 念深 切 悼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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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三屆（1969一1984年）全國政協委員的吳炳昌先生
今年86歲了，仍然精神矍鑠，十分健談。十幾年前筆者就已
認識了他，但最近才有機會與他長敘。回顧幾十年的人生旅
程，吳炳昌感到最難忘的事有一件，最有意義的工作有兩樁。
1956年10月12日下午，舉世敬仰的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接見
了他，中僑委副主任廖承志在場作陪並兼翻譯，接見時間幾近
一個小時，這是他終生感到最為榮幸和難忘的事。兩件最有意
義的工作是：第一，復辦香島中學，擔任董事長長達半個世紀
之久。在他的主持下，香島中學一直堅持愛國主義路線，為社
會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材。第二，與國家第一機械工業部合作，
在香港創辦華盛昌機械企業有限公司。十多年來，為國家機械
進出口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吳炳昌先生誕生於1912年，為台山市赤溪鎮人。小學畢
業後，轉赴澳門念中學，後又考進廣東國民大學土木工程系。
大學畢業後，曾一度在廣州從事建築業。1938年，日寇攻陷
廣州，吳炳昌懷著滿腔悲憤，逃難香港。所幸他有一技之長，
很快就在香港站穩了腳跟。1941年日寇佔據香港，吳炳昌又
輾轉到了廣西、貴州等地，曾參加柳州機場和貴陽機場的建
設，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貢獻了一份力量。1945年8月，日本投
降，吳炳昌重返香港。

　　香港淪陷後，人口銳減。重光後，走避內地的港人紛紛返
港，住房因而十分緊缺。吳炳昌此時重操舊業，從事建築、地
產業，當然大有可為。但看到許多失學兒童急需培育，他也十
分關心教育事業。在其夫人潘比薇女士的大力支持下，在教育
界熱心人士盧動、楊夷、朱治平、甘偉光、黃健鋒、方紹謙等
先生的襄助下，吳炳昌積極推動香島中學的復辦工作。1946
年，香島中學正式復校，吳炳昌任董事長，盧動先生為第一任
校長。由於各方熱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學校發展很快，從開始
只有300多名學生，發展到兩年後1000多名學生。由於教學的
需要，學校設有正校和分校。這時，中國正處於兩種命運、兩
種前途決戰的前夜，吳炳昌和學校領導人富有遠見，堅決把香
島中學辦成新型的進步學校。由於爆發戰爭，內地許多民主人
士來到了香港，其中著名的有：何香凝、李濟深、蔡廷鍇、譚
平山、沈鈞儒、郭沫若、章伯鈞、柳亞子、鄧初民、章漢夫、
夏衍、饒彰風、楊奇等。香島中學堅持愛國民主的辦學路線，
吸引了不少民主人士的子女前來就讀，如郭沫若的兩個孩子就
曾在該校學習。1948年，郭沫若參加家長會議，發表演說贊
揚香島中學。他說：“假如我年輕四五十年，我也願意進香
島。我有兩個孩子在香島，我感到很光榮，很慶幸。”他揮毫
以朱子格盲贈學校：“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
物力維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香島中學在香港最早升起了五星
紅旗，得到熱愛祖國的廣大港人的衷心支
持和愛戴，但也受到蔣幫特務的仇視。蔣
介石集團在大陸失敗以後，盤踞台灣，妄
圖東山再起，一再叫囂“反攻大陸”，不
斷派遣特務潛入內地進行破壞。同時，利
用英國對華的兩面政策，也在香港加緊活
動。繼1954年4月11日製造“克什米爾公
主號”空難事件，妄圖謀害敬愛的周總理
後，又在1956年10月制造“九龍暴亂”
事件。從10月8日開始，蔣幫特務強迫港
人懸掛青天白日旗和各種反動標語，如有
不從，即遭毆打。整個事件都由台灣蔣幫
特務策劃和指揮。因此暴亂越鬧越大，到
10月11日下午5時止，被洗劫或燒毀的工

會、學校、工廠、商店達300家之多，死傷人數逾300人。香
島中學正校和分校，就是在這一暴亂事件中被燒毀、破壞的。

九龍暴亂發生時，吳炳昌正與一批香港知名人士應邀前往東北
參觀。當獲悉這一突發事件後，他立即中斷參觀，擬由北京轉
飛香港。抵京後，機票已買妥，突接通知：周總理要接見他。
於是，他改買第二天的機票。12日下午2時半，廖承志副主任
親自陪同吳炳昌前往總理辦公室拜見周總理。總理詳細地詢
問了九龍暴亂和香島中學被毀的情況，並對事件進行了分析。
總理認為，九龍暴亂和香島中學被燒毀，罪魁禍首當然是蔣幫
特務，但港英當局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蔣幫特務指使數以百
計的暴徒第一次圍攻香島中學時，師生們堅決奮起保衛，陰謀
沒有得逞。此時，港英當局勸師生們回家，說什麼有他們警察
保護，不會再出問題。然而就在師生們撤離後，暴徒們又第二
次前來衝擊、破壞、縱火，結果大坑東正校被燒毀了，運動場
道分校也遭嚴重破壞。整個九龍暴亂事件也是這樣：開始時，
港英當局沒有採取防範措施；事件擴大後，港英當局才在九龍
半島實行宵禁。一些外出不知情的普通居民，卻被軍警開槍擊
傷。許多滯留在街上的無辜百姓，因來不及離開，被當局當做
暴徒關在禁閉營中。周總理最後鼓勵吳炳昌先生，要團結廣大
師生，再接再勵，一定把香島中學辦好。吳炳昌先生心情十分
激動，表示回港後，一定遵照周總理的指示，盡快修復香島中
學，一定把香島中學辦得更好。他感謝周總理在百忙中接見
了他。他後來還獲悉：就在接見他的第二天，即10月13日，
周總理約見英國駐華代辦，對港英當局縱容蔣幫特務在香港
活動，最終釀成九龍暴亂並隱瞞事實真相，提出強烈的抗議！

　　回到香港後，吳炳昌先生即將接見情況和周總理的指示向
全體師生傳達，師生們受到極大的鼓舞。在祖國人民、港澳同
胞和海外各界僑胞的大力支持下，香島中學迅速修復復課。從
此，“再接再勵”四個字就深深印入師生們的腦海裡，鼓舞著
全體師生不斷前進。1957年秋，香島中學在校學生增至2000
多人。真是：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吳炳昌先生對香島中學傾注了畢生心血。經過50多年的不
懈努力，香島中學規模不斷擴大。現在，除了大坑東桃源街的
正校外，還有旺角運動場道分校、慈雲山分校、大埔分校、土
瓜灣分教處、深水涉分教處、荃灣分校、香島校友會中學和香
島專科學校等。香島中學在校學生最多時達萬人。

　　五十幾年來，香島中學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他們分佈在
香港、內地和美洲各國。其中在港較知名的有：吳亮星，李祖澤
（曾任香港特區籌委），葉國華（曾任香港特區籌委，現任香港
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處理對台關係的代表），楊孫西
（曾任香港持區籌委和港事顧問），袁武（曾任香港特區籌委，

現任招商局集團常務董事兼副總經理），
黃定光（曾任港事顧問），夏松芳（紡織
工業巨子），馮仲良（香港大公報經理）
等。在內地較知名的有：成思危 （現任全
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吳文輝（前中山
大學副校長），王冰（前中國科學院統戰
部長）等。它的歷史功績，為祖國和香港
各界所公認，正如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
周南為香島中學50周年校慶的題詞：“桃
李芬芳，社會棟樑”。

　　正由於香島中學有如此驕人的成
績，吳炳昌先生感到非常自豪，認為這
是他一生所做的事情中最有意義的一
件。

▼▼

	 	1946年創始人合照：前排右一方紹謙先	 	1946年創始人合照：前排右一方紹謙先
生，右二為甘偉光先生，左二為吳炳昌董生，右二為甘偉光先生，左二為吳炳昌董
事長、中間為潘比薇校董，后右二為盧動事長、中間為潘比薇校董，后右二為盧動
校長校長

吳炳昌難忘周總理吳炳昌難忘周總理
本文節錄自《炎黃天地》1998年第l期本文節錄自《炎黃天地》1998年第l期 吳淡初



會員福利

醫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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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東飛外科醫生，精研微創外科中心，查詢
27800869，地址：九龍尖沙咀加拿芬道4-4A號利
嘉大廈10/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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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恆豐中心23751833以及淘大商場
24558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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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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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泰磁砭貼一盒 (6 片裝 ) HK$30/ 盒
化橘紅罐裝 (120 克 ) HK$250/ 罐
化橘紅盒裝 (60 克 ) HK$55/ 盒
正泰蜜糖梘 80 克 HK$38/ 盒

海味代售
大寶號 6 頭罐頭鮑魚 (6J) 4 罐 / $120
原木花菇仔 300g/ $65
無硫磺淮山 600g / $145
大寶號 4 頭罐頭鮑魚 4 罐 / $180
北海道元貝 600g / $500
開邊螺頭 600g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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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折優惠，優惠後實價如下：

頸帶（頸部酸痛、骨刺、椎間盤突出） HK$1,485
肩套（五十肩痛、肩周炎、肩膀酸痛） HK$1,800
腰帶（腰酸痛、腰椎間盤突出、骨刺、坐骨神經
痛、軟骨磨損）

HK$2,175

披肩（肩背酸痛、富貴包、感冒、鼻敏感、咳嗽、肺
虛弱）

HK$2,175 

臍下貼（前列腺炎、腫脹、刺痛、小便暢通） HK$1,485
膝套（膝蓋痛酸、半月板撕裂、膝冰冷、骨刺、關
結炎、軟骨磨損）

HK$1,800

小肚帶（痛經、宮寒、子宮肌瘤、便秘、胃氣脹、
胃痛及減肚腩）

HK$2,175

踏板（三高、睡眠、便秘、性功能、腳脫皮、灰
甲、腳氣）

HK$2,700

日本海鮮蔬果肉類零售批發 
Taylor Foods

https://taylorfoods.store/
校友憑會員證享有92折 (偏遠地區加運費)
聯絡人：陳豪 9387 1528

以上代售貨品，有需要的校友可來電2381 7262或以上代售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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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會後會通知來付款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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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新春團拜、
會員大會暨獎學金頒獎禮 

日期：2022年2月19日正月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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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節目表演
　　　2. 頒發獎學金 

歡迎各屆校友參加，為了便於接待，請先致電

2381 7262 或ws 5403 8598留位

香島中學校友會主辦　香島校友基金會合辦

我的祖國 
—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音樂會 
日　　期：2022年4月14日（星期四）
時　　間：晚上8:00　
地　　點：尖沙咀文化中心音樂廳
節目內容：大 合 唱：閃亮的日子、天路
  小 組 唱：瑤山夜歌、花兒與少年
  女聲獨唱：我愛您，中國
  男聲獨唱：紅棉
  民樂合奏：鋼水奔流、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
  樂隊與合唱：世間始終你好、我的祖國
  特邀節目：四川變臉
為校友基金會籌款，凡捐款滿二百元或以上的校友免費派

發兩張，派完即止。請踴躍支持！

門票索取方法：WHATSAPP5403 8598校友會登記索取

數碼修圖設計應用興趣班 
PS(Photoshop)是攝影愛好者和設計製作人士喜愛軟件，
除了執相修輯圖片外，還能在照片做特別效果，使照片
更豐富；學懂PS還能自己製作海報、橫額、封面、邀請
咭、咭片等，可用於印刷、晒相、噴畫、易拉架、大型電
子屏幕播映、LED投影檔案。課程小班教學，循序漸進式
學習，使學員輕鬆掌握實踐。

導師： 李華強校友（退休電影廣告製作經理‧長者學院數
碼媒體導師）

日期：2022年3月7日—4月11日（逢星期一）
時間：下午3:00-4:30
費用：會員$440，非會員$480（共6堂）
地點：本會會所 需自攜手提電腦上課

報名請Whatsapp54038598

香島中學校友會 
舉行二零二二年度會員大會通告 
　　本會定於2022年2月19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假
九龍塘香島中學三樓禮堂舉行二零二零年度會員大會。
議程如下：
　　一. 會務報告 四. 聘請義務法律顧問
　　二. 財務報告 五. 其他
　　三. 聘請核數師
　　特此通告
全體會員  香島中學校友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價廉物美口罩
中童 / 小童：每盒30片 每5片一個袋，折實$42。
韓版 / KN95：每盒20片，每片獨立包裝，折實$60。
成人：每盒50片，每10片一個袋，折實$46。
全部中國製造。香島校友會享7折優惠，
請 whatsapp 香島校友會54038598訂購。

近期
活動

香島校友會獎學金現正接受申請
一.  設立宗旨：為了繼承母校團結互助的優良傳統，鼓勵校

友勤奮向學，特設此獎助學金。
二. A. 對　　象：香島中學校友、香島中學校友子女。
 B.  資　　格：申請者必須為香島中學校友會永久會員。
 C. 申請準則：
      1.  凡應屆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

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香港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學院、公開大學和樹
仁大學畢業，獲二級甲榮譽學士或以上者；或

      2.  凡應屆在內地大學畢業,畢業成績G.P.A獲得3.4或    
以上；或

      3.  凡在本屆中學應屆畢業，中學文憑試成績最高的六
科(必須包括中文、英文) 積點達28分或以上；或

      4.  凡在應屆內地大學聯招考試總分在470分或以上，
並獲得大學取錄。

三. 申請辦法：
      1.  申請及交表日期為每年十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逾期交表將不受理。
      2.   申請表格在校友會、校內派發或在校友會網頁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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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相片 一個故事
　　編者按：當我們翻開舊相冊，看着一張張發黃、
褪色的老照片，當年讀書、學習、生活的情景，不其
然浮現眼前。老師的關顧、同學的友誼都定格在相片
上，背後都會有個說不完的故事。
　　各位校友，快快打開你的相簿，尋找那些珍貴的
老照片，細述相片背後鮮為人知的人和故事。
　　這個欄目上期會訊開始，得到校友的熱烈反應，
請放心，所有的投稿，都會安排刊登。請大家繼續支
持，繼續投稿，讓香島故事繼續傳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