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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會訊

非 賣 品

	 香島中學校友會慶祝73週年國慶暨新會所開幕禮於10月16日假荔
枝角瓊林街新會所舉行。疫情關係，分開兩場舉行：早上招待早中近
屆和夜中屆聯絡員、歷屆理事等，下午一場邀請深水埗民政專員黃昕
然先生JP，香島教育機構副主席葉燕平校監擔任主禮嘉賓，出席還有
榮譽顧問吳容輝校長、名譽會長鄧德濓校友、周華焯校友、毛浩輯校
友、梁紹基校友、黃定光校友、黃國健校友、簡永基校友、周國強校
友以及將軍澳香島中學鍾堯基校長；各友會代表；籌款委員和捐款達
萬元或以上的屆別代表和校友等，場面熱鬧。
	 香島中學校友會主席司徒宏在致辭中感謝母校教育機構、教育基
金對校友會的鼎力相助、感謝海內外千幾二千熱心的各屆校友和社會
人仕的支持、一批為會所裝修工程作出辛勤勞動無私奉獻的校友。我
們深知新會所來之不易，要珍惜校友們捐獻的每一分錢，所以在裝修
上要求簡潔實用，整個工程一部份請專業的公司做，有一部份則由我
們校友組成的裝修小組負責。由策劃、設計、繪圖到選料、採購、運
輸、施工、清潔等等，都是發動了多屆校友一齊義務參與。這不僅是
節省了費用，更主要的是體現了校友們不忘母校的教導，繼承發揚了
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作風和愛校愛會的精神，值得表揚學習。
	 香島教育機構葉燕平副主席致辭時提到，香島校友會新會所開幕
是全體香島人的大喜事。校友會已經幾次搬遷新會所，他曾經先後到過
通菜街、花園街、上海街會所和現在這個瓊林街新會所。校友會每次搬
遷，都反映了校友隊伍的壯大和會務的新發展。是可喜可賀的大事。他

覺得開心高興的是大家校友們愛國愛港、團結愛校和艱苦奮鬥精神繼續
得到傳承和發揚。新會所是校友們通過籌款集資，並自行設計、選料、
裝修的。深深被校友們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所感動。他認為
這不僅為校友們提供和創造一個更美好的聚會與活動場地，不僅為校友
會節省大量金錢，更重要是這展現了香島大家庭寶貴的精神財富——
香島精神。他認為校友們愛國愛港、團結愛校、艱苦奮鬥的香島精神充
實和豐富了獅子山精神，值得我們全體香島人世世代代傳承下去，並發
揚光大。他相信有新會所，校友會就有更好條件開展校友工作，團結更
多校友支持母校發展、支持香港和祖國的發展。
	 新會所的揭幕儀式由司徒宏主席、深水埗黃昕然民政專員和香
島教育機構葉燕平副主席主持。會上隨即播放各地分會傳來的祝賀影
片，正是：根深葉茂無疆業，源遠流長校友情！祝願香島校友會大展
鴻圖，會務昌盛！典禮上，各主禮嘉賓代表向捐款達十萬元或以上的
機構和校友致送感謝狀，同時也向工程小組各成員致送崁名對聯紀念
品以示謝意。
	 典禮尾聲全場來賓、校友齊唱香島之歌，開幕禮在熱鬧的氣氛中
圓滿結束。節目表演時段，有長青中樂團的二胡齊奏「北京有個金太
陽」、古箏獨奏「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大笛獨奏「美麗的草原我的
家」、二胡鋼琴合奏「賽馬」；合唱團的鋼琴獨奏「保衛黃河」、女
高音獨唱「我和我的祖國」、「我愛您中國」以及男中音獨唱「中國
人」。	

慶祝73週年國慶暨新會所開幕禮慶祝73週年國慶暨新會所開幕禮慶祝73週年國慶暨新會所開幕禮慶祝73週年國慶暨新會所開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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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專線

是期稿擠，未能全部刊出，將安排下期會訊刊登，敬希垂注，不便之處，請見諒！是期稿擠，未能全部刊出，將安排下期會訊刊登，敬希垂注，不便之處，請見諒！

▼▼

    左起：葉燕平副主席、黃昕然民政專員和司徒宏主左起：葉燕平副主席、黃昕然民政專員和司徒宏主
席主持揭幕儀式席主持揭幕儀式

▼▼

    楊孫西名譽會長(前右一)也捐出50萬元楊孫西名譽會長(前右一)也捐出50萬元

▼▼

    司徒宏主席接受捐款達50萬元的鑽石贊助感謝狀司徒宏主席接受捐款達50萬元的鑽石贊助感謝狀

▼▼

    吳容輝校長代表香島教育基金接受捐款達50萬元吳容輝校長代表香島教育基金接受捐款達50萬元
的鑽石贊助感謝狀的鑽石贊助感謝狀

▼▼

    左起：高子君、伍祥發、毛浩輯、周華焯、 王志華左起：高子君、伍祥發、毛浩輯、周華焯、 王志華
和黎漢明接受捐款達二十萬元的翡翠贊助感謝狀和黎漢明接受捐款達二十萬元的翡翠贊助感謝狀

▼▼

    鍾堯基校長代表香島教育機構接受捐款達50萬元鍾堯基校長代表香島教育機構接受捐款達50萬元
的鑽石贊助感謝狀的鑽石贊助感謝狀

▼▼

    左左起：郭庶、葉燕平、陳敏華、梁夢粦、江威揚、張起：郭庶、葉燕平、陳敏華、梁夢粦、江威揚、張
慕雲和楊若全接受捐款達十萬元的翡翠贊助感謝狀慕雲和楊若全接受捐款達十萬元的翡翠贊助感謝狀



▼▼

    李光明副主席代表香島校友基金籌款委員會接受李光明副主席代表香島校友基金籌款委員會接受
由司徒宏主席贊助的校友會會徽紀念品由司徒宏主席贊助的校友會會徽紀念品

▼▼

    左起：裝修工程小組成員陳純妮、林衛平、梁夢左起：裝修工程小組成員陳純妮、林衛平、梁夢
粦、王志華、羅舜文、黎漢明和周靖康接受紀念品粦、王志華、羅舜文、黎漢明和周靖康接受紀念品

▼▼

    早場出席校友大合照早場出席校友大合照

▼▼

    黎漢明校友向來賓介紹新會所的裝修設計黎漢明校友向來賓介紹新會所的裝修設計

▼▼

    二胡齊奏北京有個金太陽二胡齊奏北京有個金太陽

▼▼

    李美詩校友古箏獨奏山丹丹開花紅艷艷李美詩校友古箏獨奏山丹丹開花紅艷艷

▼▼

    二胡鋼琴齊奏賽馬二胡鋼琴齊奏賽馬

▼▼

    溫明校友鋼琴獨奏保衛黃河溫明校友鋼琴獨奏保衛黃河

▼▼

    馬駿駒校友笛子獨奏美麗的草原我的家馬駿駒校友笛子獨奏美麗的草原我的家

▼▼

    周潔華校友獨唱我愛您中國周潔華校友獨唱我愛您中國

▼▼

    李國材校友獨唱中國人李國材校友獨唱中國人

▼▼

    林茂翹校友獨唱我和我的祖國林茂翹校友獨唱我和我的祖國

▼▼

    下午出席的賓主大合照下午出席的賓主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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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捐款芳名
校友會籌款置新會所行動得到不少海內外校友踴躍支持，無論是步行籌款、個人捐款還是捐贈物資，感謝一眾校友家屬

朋友對我們的支持，以下為所有捐款捐物資的芳名刊出，以示感謝。如有錯漏，謹此致歉：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1 張欽燦 3 曾憲儀 5 汪福標 5 黎權偉 5 羅彥文 6 王綺薇

6 吳炎連 6 李佩珍 6 李祖澤 6 梁仲豪 6 廖克明 6 鄧德濂

7 晨曦社 8 朱錦添 8 李玉屏 8 盧玉彪 9 彭顯榮 9 劉成湘

9 劉　燦 9 譚龍駒 10 周華焯 10 梁昆豪 10 陳漢齊 10 黃金滿

10 黃錦釗 10 葉步青 10 趙志光 10 鄭梓勁 10 黎麗琼 11 11屆校友
11 毛浩輯 11 司徒宏 11 馮爾祥 11 楊孫西 11 董樹立 11 關秩安

12 李秀芬 12 容祝馨 12 袁銳輝 12 梁文相 12 梁紹基 13 13屆校友
13 尹鎂勝 13 文錫波 13 石愛之 13 伍達才 13 何謙然 13 吳雪霞

13 吳燦明 13 李美冰 13 李美卿 13 李耀坡 13 周成峯 13 林力強

13 柯漢光 13 胡黛珠 13 徐　勝 13 梁永康 13 莫月華 13 許玉波

13 陳永松 13 陳均滿 13 陳超常 13 陳新焯 13 陳煥卿 13 陳漢初

13 麥美玲 13 黃仕培 13 黃玉泉 13 黃定江 13 黃循重 13 黃瑞珍

13 黃澤東 13 楊素萍 13 溫漢駒 13 溫聯華 13 溫寶玲 13 廖騰光

13 劉巧珍 13 劉惠炎 13 劉寶梅 13 鄭　楚 13 謝佩樺 13 顏鳳歧

13 蘇根治 14 鄧衍良 14 李昭祥 14 崔其禧 14 楊炳光 15 15屆校友
15 尹麗玉 15 江錦獻 15 李東漢 15 李珍兒 15 黃金鳳 15 劉瑞瓊

15 薛廸生 16 朱國鏞 16 李大聲 16 施若男 16 梁少芳 16 陳文娟

16 陳兆明 16 陳應傑 16 麥美瑛 16 彭耀初 16 黃錦怡 16 廖國雄

16 鄧堙邦 16 黎準基 16 謝金順 16 謝慕蘊 16 譚　剛 16 關儉勳

16 蘇惠英 17 17屆校友 17 陳觀優 17 趙麗嬋 17 劉楚明 17 聶鳳萍

18 老榮信 18 何沛棠 18 吳津偉 18 吳婉妱 18 李月蘭 18 李淑莊

18 李惠珍 18 杜潔英 18 林　峯 18 林潤明 18 胡志雄 18 容祝平

18 袁永誠 18 高金泉 18 常雪櫻 18 張晴滔 18 曹愛蓮 18 梁振泰

18 梁菲鳳 18 莫美順 18 陳一心 18 陳家興 18 陳德穆 18 陳樹桂

18 程鎮威 18 黃凱旋 18 黃寶燕 18 楊桂芳 18 溫太彥 18 溫祝寧

18 蔡　筠 18 鄭國屏 18 黎君玉 18 霍秀梅 18 鮑起嘉 18 謝秋雲

18 譚啟榮 18 譚裕群 19舊 李華強 19舊 洪秀英 19舊 香金玉 19舊 張佩芹

19舊 梁玉驥 19舊 陳浩洲 19舊 彭惠瓊 19舊 黃日暉 19舊 楊沛雲 19舊 葛明淵

19舊 鄭慶餘 19舊 駱敏辰 19舊 謝妙娟 19新 郭  庶 19新 容祝霞 19新 19新無名氏
19新 陳燕兒 19新 廖國蘭 20 20屆校友 20 王業輝 20 伍宏欽 20 20屆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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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新會所沒有句號，只有逗號建設新會所沒有句號，只有逗號
隨着銅鑼一響，校友會新會所正式啟用了。它標誌着「擴

建新會所活動」首階段工作完成，推動會務發展的工作又再
踏上新征程。現在，就讓我們跟隨鏡頭回望整個新會所的誕
生過程。

2020年第 28屆理事會成立不久，司徒宏主席就發動他
的同屆幾位同學捐錢，改善和充實旺角會所的設施。理事們
覺得，校友會需要發展會務，就需要有更大的空間。於是，
理事會在司徒宏主席帶領下，昂然踏上籌募基金擴建會所的
征途。我們的目標獲得校友廣泛的支持，在 2021年 8月 22
日由 154位校友組成的「香島校友會會務基金籌款委員會」
在正校小禮堂成立，第七屆晨曦社校友即時捐出 50萬，司徒
主席捐出 20萬，為籌款活動打響頭炮。在緊接住的一年時間
內，得到海內外校友、校友親屬及社會人士近二千人積極支
持，共籌得港幣八百多萬，是校友會歷次籌款最多的一次，
令我們深受鼓舞。

為了推動校友支持，我們在去 2021年 12月 12日舉辦
「步行籌款」，有二佰多位校友及家屬參加，共籌得二拾多萬。

校友會新會所在荔枝角瓊林街陸佰中二樓全層 6個單位，
實用面積約 3400多呎，是舊會所的三倍，單靠校友會籌款只
是足夠買一個單位，幸得到香島教育基金的鼎力支持，購買
了其餘五個單位，然後再租給校友會使用。所以，校友會擴

建會所得以成功，除了校友支持外，更要感謝母校的幫助。

在覓得新會址後，緊接着的工作就是設計裝修。理事會
本着勤儉節約的原則，成立了由理事和校友組成的「裝修工
程小組」，承擔起整個會所的設計、選料和聯繫製作，然後
交由本地工程公司組裝。

裝修工程完成後，更多次組織理事及校友在新會所進行
清潔勞動。而將舊會所的物資運送到新會所也是一項不簡單
的任務，人多好辦事，更難的事情在熱情的校友面前都一一
化解。一次又一次的搬遷清潔勞動，都讓我們重拾當年值週
工作的回憶，既親切又快樂！

新會所設計以實用為原則，簡潔溫馨為主調，做到多功
能、靈活變化。

新會所是校友會合唱團和長青中樂團的練習基地，也是
各屆校友休息、消閒的場所，又會向社會友好團體提供租用
服務。

校友會會所是校友們的第二個家，她的建成包含了捐獻
者的大量心血，在我們享用之時，更要常懷感恩之心呀！

新會所的建成，只是我們工作的第一步，如何管理？如
何使用？如何更好發揮團結凝聚校友的作用，是擺在我們面
前更大的挑戰呀！

梁夢粦秘書長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20 何瑞容 20 吳國光 20 李蕙蘭 20 林允成 20 林亞棉 20 區燕萍

20 莊冠生 20 陳仲傑 20 陳長江 20 柯少庭 20 廖玉明 20 陳偉強

20 曾昭浩 20 黃定光 20 葉燕平 20 鄧紹棠 20 黎熲廉 21 王安南

21 伍湛枝 21 吳安琪 21 吳亮星 21 吳秋云 21 吳振裘 21 吳國熊

21 李陸燊 21 沈雪明 21 施養樓 21 洪文斌 21 21屆校友 21 倫慧儀

21 高連教 21 張松齡 21 梁中光 21 章揚善 21 陳惟範 21 陳敏華

21 陳錦祥 21 馮仲良 21 黃葉治 21 廖素香 21 蔡志極 21 關德權

21 嚴志強 21 龔清爽 22 刁森發 22 王國昌 22 22屆中五丁 22 莫榮生

22 朱麗嫦 22 何玉兒 22 何偉建 22 何偉煥 22 余文濟 22 呂淵源

22 李德森 22 林有弟 22 侯錦玲 22 胡慶寧 22 黃植堯 22 張永松

22 張慕雲 22 陳小萍 22 陳　鳴 22 黃富榮 22 廖國嬋 22 廖錦棠

22 劉　偃 22 鄺志偉 22 鄺松釗 23 文清全 23 23屆五丁班 23 五丁一校友

23 方兆強 23 王小儉 23 王秀敏 23 王嘉華 23 王學群 23 何少棠

23 何寶茹 23 呂炎燃 23 李亮球 23 李施梨 23 杜金添 23 沈健薇

23 周海平 23 林允強 23 林慧珍 23 韋志鵬 23 高美娟 23 張新妹

23 張顏英 23 梁佩婉 23 梁誌嚴 23 梁澤生 23 陳育蘭 23 陳炳義

23 陳衛華 23 陳羅娟 23 陳耀強 23 彭　義 23 黃友凱 23 黃宗嚴

23 黃嫦娟 23 楊位醒 23 葉惠綿 23 甄國獎 23 劉瑞琼 23 鄧玉姬

23 鄭少雄 23 黎育芬 23 盧蔭基 23 簡漢華 23 顏嫻貞 23 羅國生

23 蘇展圖 23 蘇樹恩 24 無名氏 24 王省非 24 王海蘭 24 王麗萍

24 何美玉 24 吳婉萍 24 高泉安 24 陳雪夫 24 陳　發 24 黃婉娥

24 萬志偉 24 鄧耀炳 24 鄺思駿 25 丘　仲 25 江威揚 25 何國民

25 吳志明 25 岑家寶 25 李車莉 25 杜麗明 25 周海清 25 姜中明

25 胡聯珠 25 茹麗娟 25 張建榮 25 張學明 25 梁水才 25 梁慧珠

25 郭麗蘭 25 陳文柱 25 陳炳光 25 劉獻國 25 黃豐年 25 羅錦昌

25 陳玉明 25 陳秀雲 25 陳惠英 25 麥勝富 25 曾麗霞 25 馮玉蘭

25 馮蘊瑜 25 馮鑑林 25 黃一燕 25 黃冠華 25 黃國華 25 黃淑蓉

25 黃淑儀 25 溫　明 25 潘凱藍 25 談建強 25 駱育嫻 25 龍鑑昭

25 謝寶財 25 譚慶乾 26 王文強 26 伍祥發 26 朱麗嫦 26 何衛平

26 吳絳星 26 林美雲 26 藍建明 26 張志祥 26 梁碩仁 26 26屆同學會
26 陳　怡 26 陳銳明 26 麥島怡 26 溫瑞平 26 葉淑貞 26 26屆書法班
26 葉翠雯 26 鄧志光 26 鄧桂平 26 黎漢明 26 譚日華 27 何杏兒

27 陳肇霖 27 曾向丹 27 曾夢麗 27 虞鵬飛 27 趙麗嫦 27 27屆同學
27 謝錫貞 27 關麗儀 28 余偉民 28 陳　欣 28 楊若全 28 28屆校友
28 溫淑嫻 28 劉燕芬 29 王志強 29 司徒麗萍 29 余江強 29 中五戊校友

29 利潔珍 29 吳玉強 29 吳素蘭 29 李德輝 29 李麗英 29 29屆快活谷
29 杜鳳娟 29 林家亮 29 施建新 29 胡艷芬 29 夏展鵬 29 梁夢粦

29 梁錦明 29 郭少華 29 郭煒民 29 陳少瑛 29 陳國基 29 陳渭榮

29 彭義洋 29 曾少英 29 劉國新 29 蔡澤雄 29 鄧詠嫻 29 鄧廉基

29 鄧麗華 29 盧綺蓮 29 鍾秀芳 29 鍾艷芬 29 簡衛華 29 鄺錦玲

29 鄺錦榮 29 羅遠堅 29 嚴鎮良 29 蘇兆平 30 王銘朋 30 佘繼明

30 巫金嫻 30 李光明 30 李炎芳 30 屈偉新 30 林茂翹 30 林清儀

30 林惠清 30 凌添貴 30 張鑑松 30 梁晚華 30 陳自瑜 30 陳秀媛

30 陳國昌 30 曾惠萍 30 曾潔冰 30 馮雪梅 30 黃潔芬 30 劉愛平

30 鄧秀霞 30 鄧建華 30 鄧美嫻 30 盧麗明 30 謝詠琴 30 鍾志勇

30 鄺謂蘭 30 羅永祥 31 李慧儀 31 陳淑卿 31 陳錦明 31 31屆同學
31 彭桂枝 31 饒雨平 32 周靖康 32 周潔華 32 林翠盈 32 32屆二分
32 唐敏玲 32 許紹強 32 陳永康 32 陳耀忠 32 彭錦棠 33 無名氏

33 王浩榮 33 伍淑儀 33 朱毅剛 33 何秀琼 33 何瑞冰 33 何肇杭

33 吳志亮 33 吳麗明 33 李麗芳 33 冼習愷 33 邱禮璇 33 姚來文

33 胡玉華 33 胡明峰 33 胡靜儀 33 香潔玲 33 高子君 33 埔分校友

33 張旭霞 33 張偉源 33 張　勝 33 張惠文 33 梁耀來 33 許佩玲

33 陳少琼 33 陳惟蒨 33 陳穗明 33 彭少芬 33 彭燕珊 33 曾潔玲

33 黃慧美 33 黃妙瑩 33 黃宗寶 33 黃國強 33 黃滿財 33 萬偉良

33 葉青山 33 詹麗珍 33 廖國基 33 劉卓聲 33 劉紫華 33 鄭淑芳

33 黎偉權 33 賴天成 33 鮑偉強 33 羅瑞群 33 關雅廉 34 伍兆明

34 侯愛明 34 殷浩然 34 馬如慶 34 張雨芬 34 陸滿全 34 溫婉玲

34 鄧廣成 34 蕭潤芬 35 何志強 35 何麗娟 35 李邦昌 35 李偉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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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屆別 姓名

35 林月芳 35 黃子斌 35 溫俊民 36 李祿彬 36 周志恆 36 周國強

36 羅玉卿 37 王友生 37 卓紫華 37 莫德心 37 陳頴思 37 曾紹樑

37 鄭建昇 38 許遠華 39 陳健成 39 曾英卉 40 馬培堯 40 張勇勝

41 何志堅 41 林　凡 43 刁美玲 43 王華峰 43 李鷺風 43 易衛華

43 倪麒鈞 43 許尚杰 43 許雨萍 43 許若青 43 彭文亮 43 黃衛紅

43 董芬芳 45 林衛平 45 洪　英 45 莊燕玲 45 鄧咏梅 46 歐陽文雅

46 周嶢漩 46 符　瑩 46 楊茂良 47 林　群 47 黃輝嫦 48 李永標

48 林灝柱 48 蘇百龍 51 王坤霖 51 陳銘艷 51 楊星波 51 黎翠婷

58 曾曉靜 60 林綺梅 60 張洁鈺 64 彭健壯 預 27 馬秀雯 預 28 宋廣雷

預 28 李　玲 預 28 李　偉 預 28 林千山 預 28 施翰銘 預 28 陳純妮 預 28 郭經緯

預 28 薛來鏹 預 29 溫雪晴 預 29 潘廣力 預 30 黃珊珊 預 31 薛來鋒 預 34 袁權安

夜 01 夜 1校友 夜 01 羅舜文 夜 01 黃禮柏 夜 02 丁愛珍 夜 02 甘志鰲 夜 02 甘展鴻

夜 02 王芝飛 夜 02 危志光 夜 02 何少卿 夜 02 何潔珊 夜 02 余武衍 夜 02 司徒振良

夜 02 利潔卿 夜 02 呂美思 夜 02 呂燕芬 夜 02 李志堅 夜 02 李健忠 夜 02 李　德

夜 02 李寶蓮 夜 02 杜同學 夜 02 夜 2二丁 夜 02 林澤威 夜 02 柯永明 夜 02 徐文偉

夜 02 曹敬培 夜 02 梁晚珠 夜 02 梁運儀 夜 02 梁潔明 夜 02 莊育哲 夜 02 陳月雲

夜 02 陳旺卿 夜 02 陳活卿 夜 02 陳婉芬 夜 02 陳瑞英 夜 02 陳曉暉 夜 02 陳燕明

夜 02 陳錦權 夜 02 陳麗娥 夜 02 陳麗榕 夜 02 馮炳才 夜 02 黃小雲 夜 02 黃彩霞

夜 02 黃瑞芳 夜 02 黃燕鳴 夜 02 黃歡玲 夜 02 溫泰彥 夜 02 楊樹仁 夜 02 鄒紅芳

夜 02 廖偉棠 夜 02 翟桂華 夜 02 劉鳳芳 夜 02 劉錫其 夜 02 蔡秀蘭 夜 02 鄧桂琼

夜 02 鄭麗英 夜 02 黎達生 夜 02 盧少華 夜 02 蕭世榮 夜 02 霍勵芬 夜 02 鍾同學

夜 02 鍾肖芳 夜 03 夜 3同學 夜 03 胡秀蓮 夜 03 葉彭旺 夜 03 謝　安 夜 03 謝鳳珠

夜 04 徐月華 夜 04 祝雪仙 夜 04 袁鑑森 夜 04 陳小玲 夜 04 陳小冰 夜 04 夜中第 4屆
夜 04 陳志英 夜 04 陳國旗 夜 04 黃志偉 夜 05 周志祥 夜 05 張國鴻 夜 05 夜中第 5屆
夜 05 梁潔儀 夜 05 陳小翠 夜 06 陳兆興 夜 06 黃麗勤 夜 06 鄧彩玉 夜 06 夜 6屆校友
夜 06 蘇玉蘭 夜 07 方玉娟 夜 07 江倩來 夜 07 何秀文 夜 07 李文廣 夜 07 李鳳華

夜 07 林家珠 夜 07 唐家權 夜 07 陳寶玉 夜 07 曾佩敏 夜 08 朱志雲 夜 07 夜中第 7屆
夜 08 李　樂 夜 08 李賜輝 夜 08 林少卿 夜 08 曹翠卿 夜 08 鄭志英 夜 08 鄭愛梅

夜 08 尹堅明 夜 09 李智雅 夜 09 陳振輝 夜 09 鍾志成 夜 10 文鴻翔 夜 10 夜中第 10屆
夜 10 杜健玲 夜 10 林樹勳 夜 10 姚繼雄 老師 張文華 校監 楊耀忠 家屬 方婉嫦、莊頌賢

家屬 王顧玉娥 家屬 伍　勝 家屬 何　添 家屬 周成泰 家屬 周韋潤歡 家屬 周蘇潤蘭

家屬 周緒偉 家屬 陳礽清 家屬 陳銘傑 家屬 陳鳳梅 家屬 廖曾美珍 家屬 廖羅藕英

家屬 廖典雄 朋友 文春輝 朋友 文壽強 朋友 李永強 朋友 李國英太平紳士 朋友 大埔七約鄉公所

朋友 林奕權 朋友 林　啤 朋友 林道明 朋友 柳明心 朋友 秦嶺博士 朋友 袁善本

朋友 馬良佑 朋友 張振邦 朋友 張國棟 朋友 梁官華 朋友 梁笑霞 朋友 陳佩添

朋友 陳　勇 朋友 陳笑權 朋友 陳國英 朋友 陳運福 朋友 陳漢明 朋友 黃碧嬌太平紳士

朋友 黃煌保 朋友 嫦　姐 朋友 廖仲和 朋友 劉友光 朋友 劉惠光 朋友 劉志成博士

朋友 蔡中武 朋友 鄭倫光 朋友 羅　太 香島教育機構 香島教育基金 香島校友會合唱團

香島長青中樂團 加拿大安省分會 加西分會 美東分會 歐洲分會 美西香島校友聯誼會

新加坡分會 荃灣乒乓球組

類別 物品名稱 數量 贊助人 類別 物品名稱 數量 贊助人

家
電

日立六門雪櫃 1部 33屆無名氏

影
音

小米 75吋電視 1部 33屆無名氏
冰櫃 1部 19屆舊劉歡團 InFocus 投影機 1部 夜 4屆陳小玲
日立商用吸塵機 1部 香島校友會合唱團 投影機 1部 52屆勞堅偉
電風扇 1部 20屆王天明 JBL天花喇叭 4個 文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電風扇 1部 20屆區燕萍 三角鋼琴 1部 香島長青中樂團

濾水器 2部 2部 彭錦棠（未買） 數碼混音器 1部 13屆周成峰
電陶爐 1個 35屆中途莊潔嫦 數碼錄音機 1部 29屆梁夢粦

休
閒

心臟復甦器 AED 1部 31屆陳錦明彭桂枝伉儷

娛
樂

紅雙喜乒乓球枱 1張 文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休閒室坐椅 14張 26屆梁碩仁 紅雙喜乒乓球枱 1張 29屆同學
休閒室圓枱 3張 26屆梁碩仁 麻雀枱 2張 29屆同學
衛生潔具 2個 26屆書法班同學 康樂棋 1張 29屆同學

辦
公
室

會議枱 1張 文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開幕禮龍形汽球     1座 33屆葉青山
會議室椅 8張 文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辦公枱 3張 文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文件鋼櫃 8個 文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文件鋼櫃 4個 香島長青中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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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會「友誼盃」友會「友誼盃」
乒乓球團體賽2022乒乓球團體賽2022

新會所入伙儀式新會所入伙儀式

十月份會員十月份會員
免費健康檢查活動免費健康檢查活動

▼▼

     新會所開鑼啦：大鑼一 新會所開鑼啦：大鑼一
響，黃金萬兩。會務發響，黃金萬兩。會務發
展，不同凡響。展，不同凡響。

6

▼

   篤手指量血糖

▼

   切燒豬：大紅金豬立中央，滿室
生輝紅又紅。香島兒女喜洋洋，
共創新篇鬥志昂！

▼

   年輕校友們趁熱鬧也合唱一首助興

▼

   大專同學會幹事代表致送對聯
賀禮：校園碩果豐而大，友輩
情誼固且專。

▼

   即興的文藝表演

▼

   伍兆明中醫師解答 
校友查詢

▼

   全體參賽球員一齊接受司徒宏主席的頒獎
▼

   比賽場面

▼

   冠軍賽中的女單比賽

2022年下半年離世的老師、校友有：
4屆 林　源 8屆 李潤開 12屆 盧德權
13屆 李慧珠 17屆 彭惠勇 22屆 鄭永良
46屆 關國春 55屆 陳永強 夜6 黃坤儀
夜7 陳鑑賢 

謹向其家人致以慰問！

深切悼念深切悼念



會員福利

醫   療
1.  周林斌牙科醫生，地址：九龍佐敦道5號至秀商業大
廈五樓全層引怡牙科（裕華國貨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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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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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代售
正泰濃縮蜂膠軟膠囊 (80 粒 / 瓶 ) HK$158/ 盒
正泰磁砭貼一盒 (6 片裝 ) HK$30/ 盒
正泰御糖紅心番石榴茶 (200 克 / 盒 ) HK$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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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沖TNI KING COFFEE越南咖啡代售
3 合 1 速溶咖啡 20 條 x16 克 HK$33
純黑速溶咖啡 40 條 x2 克 HK$45
2 合 1 無蔗糖速溶咖啡 15 條 x10 克 HK$28
美式咖啡 15 條 x1 克 HK$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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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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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盒 30 片 每 5 片一個袋，折實 $42

校友優惠價 $200/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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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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癸卯年新春團拜、
會員大會暨獎學金頒獎禮
日期： 2023年2月4日正月十四（星期六）
時間： 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 荔枝角瓊林街會所 
內容： 1. 會員大會    2. 頒發獎學金
 3. 節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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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會所租用手續和方法
 新會所開始開放給會員租用，由於收費仍在討論中，

現先公佈租場手續和方法：

一. 租用條件：
1.  凡香島校友會的會員均可申請租用本會所的場地設施。
2.  場地只提供各屆校友舉辦各種文康體、學術研討、會議
講座和聯誼活動。

3.  各屆聯絡人舉行有關商討屆活動的會議可免費提供場
地。

二. 租場需知：
1.  請填寫場地借用申請表，Whatsapp 至本會以預訂時
間，預定成功將獲回覆。

2.  每次只可申請七天內的一個時段和一種活動。大型活動
可提早預訂三個月內的日期，而預約亦以校友的屆別大

型活動優先。

3.  大型活動申請人須在接納申請後7天內繳付租場費用，
以作實申請。逾期繳款者，作自動取消。

4.  如校友會急需使用場地，有權於三日前通知使用者取消
有關申請, 並退回已交租金。 

5. 租場人士須遵守政府有關防疫的規定。
6.  申請人可選擇以支票、轉賬或現金付費。若以劃線支票
繳費，抬頭請寫「香島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連同申

請表郵寄或親臨本會荔枝角瓊林街82號陸佰中心二樓繳
付 ；或可以轉賬至中國銀行030-552-000-90256「香島
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的賬號，然後將收據Whatsapp
至本會54038598；而現金則不可郵寄。

新春行大運一天遊
沙頭角古村探秘  古洞水塘  流浮山海鮮餐
出發日期：2023年2月11日（星期六）
集合地點：荔枝角瓊林街82號陸佰中心門口
集合時間：早上9:10 
旅遊路線： 陸佰中心門口集合 古洞水塘（港版心形湖）

午餐品嚐流浮山「海鮮風味餐」，8人一枱 �沙頭
角古村生態遊，沙頭角解禁探秘：碉堡和戰壕 沙
頭角抗戰紀念館（需預約）回程出發地解散。 

費　　用：會員$160  非會員$190（大小同價）
　　　　　 （費用已包旅遊巴、午餐、導遊服務小費、每位團友

港幣十萬元旅遊平安保險和港幣五仟元意外醫療費

用）

截止日期：2023年1月28日  
報名查詢：Whatsapp校友會專線5403 8595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備注：1.  必須已接種3劑新冠肺炎疫苗，任何被區分為「紅碼」

或「黃碼」者不能參加；

　　　2.  報名需提供中英文姓名、性別、年齡、身份証尾四個字
包括（）以及聯絡電話；

　　　3.  參加者需在出發當日進行快測並簽署陰性結果承諾書。
如未能符合要求，則不能出發且不獲退款。

香島中學校友會
舉行二零二三年度會員大會通告
　　本會定於2023年2月4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
假荔取角瓊林街陸佰中心2樓校友會禮堂舉行二零
二三年度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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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近期活
動

精美校友公仔
　　為慶祝50週年會慶而設計的校服公仔甚受歡迎，現
有此幾款，如需購買的校友，請即致電校友會登記，每個
$ 2 0。因數量
有限，售完即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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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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地址可
以透過Whatsapp54038598通知，也可利用信封後面的
表格或QR CODE通知。多謝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