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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主席  周榮森
2011年是筲官50週年金禧校慶年，亦是筲官歷史的另一個里程碑，所以校友會

和母校經過仔細安排和策劃一連串的活動，和各校長、老師、校友、師弟妹們一

同慶祝和分享母校金慶紀念的歡愉。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各項活動都得以成功舉

行，有賴各校友、家教會與母校的鼎力支持。在各活動中，「母校50年大事回

顧展」是校友與同學們特別歡迎的項目之一，在製作這展板前，所有內容都經過

羅侯恩華副校長率領的團隊，經過多方面查證後，才有系統地連圖片編印這十分有紀念價值的展板。這些資料能令各校友

與同學對母校過往的歷史與發展情況作進一步的了解，彌足珍貴。

金禧晚宴正是全年活動高潮所在。經過籌委會精心策劃，整個宴會流程十分暢順，六百多位出席校友與嘉賓們都盡興而

歸。很多校友和海外回歸的校友30多年沒有聯繫，大家都十分珍惜這重聚機會，有說不完的當年往事。各人懷著離別依

依的心情，與給予多年教誨的老師們與同窗道別，或另訂後會之期。

在這裡再三多謝各籌委會委員、校長、校友會會長張佩玲女士、

校友會理事和各執委，多得他們這一年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各項

活動才能得以成功。在此亦特別多謝呂珊校友的演出和對校友會

的支持。

2012年又是校友會換屆之年，今年7月8日將會是會員大會之

期，新一屆的理事會與執委會將於當天選出，希望各校友能踴躍

參選，以推動校友會會務更進一步。

執行委員會會長  張佩玲
熱鬧的五十周年匆匆過去，去年是校友會非常繁忙的一年，籌

款、「筲官金禧環山行」、「金禧校慶晚宴」等等，這些都

是我們的第一次，第一次籌集大額款項，第一次籌備環山行，

第一次统籌50圍的「貴價」 的晚宴。從最初戰戰兢兢的安排

到最後圓滿的50圍晚宴，非常感激世界各地的校友支持及包

容！而我們亦十分有福氣得到多位校長和老師的出席，與我們

共度這大日子。

這好成績給我們很大的鼓勵，我們會繼續努力回饋大家，回饋

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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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f，筲官舊生，漫畫初心者。少時好辯，以筆
為劍，以舌為槍。及後偶然執起畫筆，頓覺豁然
開朗，從此踏上漫畫之道，探求「以畫為喻」之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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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服裝大獎 - 活
力小蜜

蜂

「同根同心五十載，齊心牽手顯關愛」- 由母校、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聯合舉

辦的筲官金禧環山行於2011年3月13日 (星期日) 順利完成。

當天，大會承蒙校友蔣任宏先生（現任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蒞臨主持開步禮。

大家在筲官足球場出發，沿柴灣道向下行，途經筲箕灣東官立中學及慈幼中

學，然後橫過行人天橋到對面行人路，在聖馬可中學舊址反方向向上行，最後

以筲官足球場為終點。

是次環山行共有二百多人參與，共籌得超過五萬元。除必要開支外，所有款項

已經轉交母校作教育之用。

筲官50週年慶祝節目剪影

晚宴請來人靚聲甜的呂珊校友與

大家歡聚，成為當晚高潮。

假大會堂美心酒樓舉行的筲官50週年晚宴，

筵開超過50席，反應熱烈，一票難求。

獲得2011年第六十三屆香

港學校音樂節笙獨奏深造

組亞軍5A趙穎同學以笙

為大家演奏出美妙的《晉

調》樂曲，並向校友們分

享他學習笙的經歷。

“Here again we gather together…”

 由校歌為晚宴揭開序幕。

在歷任校長、歷任家教會主席、歷任校友會

會長見證下，由5位主禮嘉賓主持50週年切

蛋糕儀式。

一起走過的日子和道路

校友蔣任宏先生主持開步
禮

樂在其中！

金禧環山行

金禧校慶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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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其中！

金禧開放日
金禧校慶紀念連心樹,各嘉賓將祝願掛上以表對母校的心意.

陳校長校董會主席，各校董及幾位前任社長在校歌聲中主持切餅儀式

從而揭開校慶活動的序幕。

母校為慶祝金禧校慶紀念，特別由羅副校長組成校史組，經

年多時間翻閱校內檔案和校友反覆查證而最後製成的母校

50週年大事回顧展板，”彌足珍貴”。

開放日結束後，校長及各師弟妹們列隊由禮堂至校門

外以依依不捨心情由校歌和掌聲歡送各嘉賓離開。

為慶祝母校金禧校慶，校友與校隊舉行了一場排球友誼比賽。

祝賀母校金禧校慶心意設計比賽，冠軍隊伍得獎作

品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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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晚，我們再次為母校而自豪。

2011年7月19日，筲官一眾師生、家長、校友齊集

香港理工大學的賽馬會綜藝館，透過音樂、舞蹈、

戲劇及各種美術設計，為傳揚海豚精神50載的

筲官、為上下一心的努力與付出，作了一幕又一幕

的祝福與感謝。

音樂會的上半場，分別由學校管弦樂團、中樂團及

合唱團演出三首不同風格的歌曲，再由一位中六同學

及一位2010年畢業的校友以中樂演奏第十五屆

校友知名作曲家許翔威先生的二重奏樂曲《灼見

同窗》，以校友演唱的民謠組曲結束。

下半場是排練多時、矚目全場的英語音樂劇《窈窕

淑女 My Fair Lady》。在藝術總監古天農先生、導

演何敏儀小姐、聲樂指導林穎穎小姐、編舞家及校

友王廷林的教導下，加上校長、副校長及一眾老師的

悉心安排及製作指導下，台前幕後中一至中七的同

學，以仿20世紀初英國的口音唸出幽默精警的對

白，配以流麗多變的舞蹈、鏗鏘有力的歌聲，將這

齣探討教育真義、社會階級、虛榮與尊重的經典劇

作，再次演活。值得一提的是，劇中的服裝、道具、

佈景，均由老師及同學(及他們的家人)合力親手製

作，精美細緻，為添上動人的顏色。

管弦樂團在劉琛彥先生的教導下，由中六的吳同學指揮，演出
一曲«拉德斯基進行曲»。

校友董芷菁小姐聯同中六的陳同學以
二胡及箏演奏校友許翔威先生的二重奏
樂曲。

校友獻唱民歌組曲並播映
50年來的校園照片。

由中三至中六同學組成的演員班
底，無論在演技、歌藝、舞蹈上，
均備受觀眾熱烈讚賞。

老師和同學在裝、道具、佈景設計及製作上
花盡心思。

校友王廷林先生為音樂劇編舞。

How Fair T ou Art
金禧校慶音樂會暨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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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聲的迴聲
一次偶然的機會，一個意外的邀請，我有幸與多位筲官師兄

弟姊妹走在一起，代表校友會在母校50周年校慶音樂會裏負

責一個名為「Echoes」的懷舊金曲項目。

離校已廿八載，遺憾並未有時常關注母校的種種發展，這趟

還是頭一次參與校友會的活動，心裏既感興奮與榮幸，亦有

擔心與忐忑，因為對自己來說，是與一班素未謀面的校友合

作，加上各人的空檔時間不多，只能有數次排練的機會，心

裏憂慮著彼此能否產生應有的默契，達至大家預期的效果。

但經過了第一次的綵排，我心裏的疑慮都一掃而空，因為每

一位校友都是那麼認真，那麼投入，把自己的角色盡力發

揮，努力要排練好這個項目。我十分享受往後每次的排練，

因為我們不單努力排練，也有機會分享生活點滴和細說母校

在不同年代裏種種人與事的變遷。

音樂會當晚，我們這班分別來自五十後、六十後及八十後，

一共九位的校友藉著台上十數分鐘的獻唱，真摯地代表了全

體舊生慶賀母校辦學五十載。我們所獻唱的，無論是選曲、

取材，都是精心地編排與剪輯出來，一段段懷舊的金曲，一

幅幅絕版的舊照，在一支木結他的簡單伴奏下，勾起了台下

觀賞者心裡一幕幕似曾相識的往事。大家像是走進了時光隧

道，再次看見自己在中學時代課堂裡、課堂外的生活片段。

這些回憶縱然是零碎，卻是生命中最值得珍視的。就是這

樣，台上的人唱得投入，台下的人聽得神往，因為曾幾何

時，我們都是曲中人，少年時的輕狂歳月，似是這麼近，又

是那麼遠。正是這份共鳴，見證了我們在筲官一起走過的日

子。

在此，再藉五十周年校慶之際，祝願筲官母校秉承一貫宗

旨，為香港作育英才，亦祝願校友會繼續成為母校和校友

中間的橋樑，讓不同年代的舊生可以走在一起，透過參與

各式各樣的活動來關心母校，又彼此支持，互相勉勵，誠

如校歌的訓誨「…… to one family we all belong」。

利家輝 (1976年入學; 鳳社社員)

校友利家輝為民歌
組曲演出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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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會訊的一個新嘗試。過去我們曾邀請不同的校友作訪問，話題大

多圍繞他們的人生經歷，內容都以事件為主。這次我們嘗試突破舊有

的形式，對校友的履歷只作簡述，而讓他們有機會分享他們的價值

觀、感覺和各種意念，讓大家有機會看到他們的內在世界。每一次，

我們會就被訪校友的背景草擬一些句子的開首，然後給他/她一段充裕

的時間思考，並按個人的真實經歷續寫句子，與大家分享。

我認為領袖魅力 … 在於自己知道擁有權力的目的和界限，並能享受不當領袖的時光。
身為「80後」 … 或許，某些人會覺得「80後」愈來愈保守。但正是要保守這保守︰一種能
對權力批判亦能反思自身的態度，不以理殺人。但這種態度有些人卻認為已很「激」了！
批判？反思？殺人？
金錢在我的生命裡 … 多多益善，如果它能保障我的尊嚴和自由。
妥協 … 每天都要發生，世界不會跟你的主觀願望走。問題只是出在自己都忘記了自己在
妥協，只感到面面俱圓，感覺良好︰因為那是已因去了價值和理想的表現。你也不應只跟著世
界走。
愛上思考 … 與其說是愛上思考，更擔心的是失去了自己。
可以不思考但有自己嗎？
文字在影像主導的世代裡 … 文字很可能成為不再通用
的郵票，只有觀賞的價值。如果不想這樣的話，我們實在應
該用文字寄多一些信！
香港的「90後」、「千禧後」需要 … 聽聽自己心裏的
聲音。在自己和別人的FACEBOOK 是聽不到的。
如果我可以向筲官籃球場那棵老樹發問一道問題 … 

Is Phoenix the best ?

曾瑞明是1999-2000年度筲官的學生會會長，中七畢業後，於中文大學
修讀哲學，其後在香港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曾瑞明關心社會動態，
分析仔細，見解獨到，曾任《明報週刊》文化版記者，現職中學通識科
教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至今仍時在各文學期刊、報章發
表文章，作品散見於《香港文學》、《字花》、《明報月刊》、《明報》和
《信報》等。

續寫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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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佐祺老師 (於2012年2月逝世)

一位受學生愛戴的筲官老師林佐祺老師早前因病離世，我深感

惋惜。在林老師病危時他仍心念着他的學生，希望能見面話

別，我專程趕往瑪嘉烈醫院探望，心裡戚戚然的，但估不到那

次會面是那麽愉快和輕鬆。林Sir雖卧病榻，臂上吊着點滴和正

在輸血中，他面上仍充滿笑容，聲音清亮與我況況談着筲官美

好的回憶。當時林太–我的恩師丁月麗老師心情平靜，還提醒

林Sir自我調節輸血速度，林Sir一家人欣然面對，他本人予我的

感覺是他並非一個病重的人，而是充滿生命力、富幽默感的一

個慈祥長者。

在談話中,他多次感謝我為校友會付出的努力，他告訴我自他

病發後，最期待的是筲官金禧晚宴，而他特別向醫院請假出

席聚會，期待著與當年共事的老師和他教導過的得意門生再次

相聚，共話當年。他興奮的告訴我未想到能見到這麼多的舊同

事，而有些是多年未見或由外國專程回港的。他多次感謝校友

會在安排金禧晚宴時想得週到，令他感覺賓至如歸，能有機會

見到多位師生，圓了他眾多心願之一。他言詞懇切，多番感

恩。當時我有點汗顏，其實我應該感謝他才對。想當年，我和

周榮森會長、張佩玲會長等一眾校友重新啟動校友工作，增設

理事會及為母校籌款等事，的確不是易事。一班老師如陳永桂

老師、關定輝老師、周錫昌老師、莫潤蓮老師、Mrs. Chan等有

號召力，各有學生擁躉的老師們出席校友會的活動，而林Sir伉

儷更是當中的中堅份子，他們的參與都能吸引到很多同學出席

各項活動，點點滴滴的協助校友會建立較穩固的基礎。而最難

忘的是每次見到林Sir，他都鼓勵我和一班校友會的幹事，令我

們得到更大的推動力，努力做得更好。

雖然林Sir生命走到了終點，但他留下了一個好榜樣，為人處

世要有美善的心，感恩的心，所教導我們的知識，以至師生情

誼，校友情誼，仍然發熱發光，永存我們心中。

願我敬愛的林Sir主懷安息，丁老師生活安好！

第四屆學生

陳少珠

悼八十一旅童軍之父 ( 節錄 )

陳到 (第34屆學生)

他只教了我們一年，便退休了。不過，有幸，他正正是我的班

主任 ……

他令人最深印象的，是他作為「童軍之父」的形象。振臂一

呼，豪言壯語，全班的男孩就跟隨著他成為童軍，接受冬天

沖凍水涼之禮、在水泥地「石地起營」、行山、食燒鵝、飲啤

酒。帶 Form 1仔飲啤酒？是的。胡Sir說，在山上喝了山坑水，

要喝啤酒殺菌。現在想起來，他帶 F.1仔飲啤酒之舉，在今時

今日簡直是不可思議。你知道，現在的教育，只講不犯錯、沒

有投訴就是王道，老師哪敢做一些出格的事？怪不得現在的男

生都那麼 sissy. 在下有幸跟過胡Sir 時代的 八十一旅，總算沾

到了一些胡 Sir 的豪邁，希望學做頂天立地的丈夫。

有一件事，一直沒有人和人說過，但那件事一直在我心中。現

在胡 Sir 走了，也不妨一說吧。有一次，我們去行山，就是整

個 八十一旅去。小弟屬於重裝龜行兵，所以一直在大隊之末。

到了旅程的後段，已屆退休年紀的胡Sir 也和我們在隊尾，我見

到他背著一個巨型背囊，心就想幫幫他，替他背一段背囊。我

把心裡的計劃先告訴一個 Venture Scout，是那一個我不說了，

但他的回應我記到今日。

「不要幫他背背囊，這是他的尊嚴。和他一起慢慢行吧。」

這句話，說來甚有人生哲理，不但在行山時有用，在朋友相處

之道也一樣。我在那旅程之後還和胡 Sir 等影了張合照，那合

照我至今還在，在我一本珍而重之的相簿裡 ……

關於胡Sir 上課的逸事 …… 他放考試 tips 放得很「開明」，一

粒星不用溫、兩粒星可能要考、三粒星一定出 ……

胡Sir仙遊，學生們紛紛在面書留言，足見他在我們當中日子雖

短，但留在我們心中的印象，卻深刻到今日……

全文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chandoremi.wordpress.com/category/mourning/page/6/

胡伯強老師 (於2011年12月逝世)

- 胡Sir (第二排左五) 多年來帶領培育校內童軍，為多代同學心中
永遠的「童軍之父」。

- 林Sir (第一排左四) 於2011年12月3日在筲官金禧校慶晚宴中與
一眾舊生聚首，旁為他的太太丁月麗老師 (第一排左五)。

•永懷師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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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緣」再續
正在閱讀這會訊的你，是否已經成為校友會會員？一年以前登記入會的你，是時候續會了！

為讓閣下能夠繼續享用本會的福利，收到本會的郵寄會訊，請即登入本會網頁

sgssaa.org.hk/contact.htm，下載入會 / 續會表格，填妥後﹔

a) 郵寄支票﹕請將支票劃線連同此表格郵寄往柴灣道 42 號筲箕灣官立中學校友會，支票抬頭請寫

筲箕灣官立中學校友會 (Shau Kei Wa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並於支票背面寫上姓名。

b) 直接將會費 / 捐款存入本會的匯豐銀行户口，户口號碼為 086-7-045668。然後將入數紙或自動

櫃員機轉帳存根連同此申請表，郵寄往柴灣道 42 號筲箕灣官立中學校友會，並於存根背面寫上姓名。

*** 請勿郵寄現金或現金支票。

資源分享
來自各行各業的校友們，希望將專業知識、商店及服務優惠，與校友或在學的學弟學妹分享？

請即致電本會熱線 8207-1961、傳真至 8207-1962 或電郵至 info@sgssaa.org.hk。

聯絡資料登記
想收到本會電子版會訊？

想尋同窗舊友？

請即登入本會網頁

http://www.sgssaa.org.hk/02 alumni/reg.htm，

登記個人及聯絡資料。

校友會 Facebook Group
校友會已於 Facebook 設立群組，希望讓你與各

屆校友保持聯繫。

( 個人檔案 > 資料 > 群組 > 查看全部 > 搜尋群組

Shau Kei Wan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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