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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核數師

經過筲官校友會中樂團近半年的籌劃，並得到校友會與校方

的支持，聯校校友中樂團觀摩會終於在2015年3月8日上午於

筲官禮堂順利舉行。這是校友中樂團成立兩年來，第一次與

其他樂團合作舉辦的音樂會，因此別具意義。這次觀摩會

有幸邀請到荃灣官立中學校友中樂團和屯門青年國樂團交流

琴技，同時亦借此機會以樂會友。

當日荃官校友中樂團和屯青國樂團合共三十餘人，兩路人馬

從九龍西及新界西，長途跋涉，帶同大大小小樂器蒞臨本校

禮堂。表演當日是星期日，亦是筲官每月一次的Sunday 

Open，一眾筲官校友、同學專誠來捧場，而荃官的陳副校

聞此音樂會，亦特意蒞臨支持。校友與友校友好共聚一堂，

實在好不高興。

觀摩會演奏的樂曲豐富多元，由傳統中樂曲目到改編西樂、

民歌到現代流行曲、甚或動畫電影配樂和經典兒歌都包

羅其中。首先有荃官校友中樂團演奏《跳飛機》、《八段景》

和《Libertango》(自由探戈)；然後有屯門青年國樂團演奏

《草螟弄雞公》、《剪羊毛》、《凌晨兩點》及《花好月圓》；

最後有筲官校友會中樂團演奏《香蕉船》、《哈爾移動城堡-

人生的旋轉木馬》、《將冰山劈開》及《歡樂歌》。當中

《Libertango》(自由探戈) 及《哈爾移動城堡-人生的旋轉木馬》

分別由荃官校友薩康睿及筲官校友陳祖諄編配，是音樂創作

上很好的嘗試。

正如觀摩會宣傳海報上所寫「Share Music‧Share Memories 

(分享音樂，交換回憶)」，這次觀摩會有幸招聚到本校校友、

荃官及屯官友校校友一同作樂，交流演奏心得，除了能夠互相

觀摩學習，亦希望藉此與更多人分享玩音樂的快樂，並以

音樂為徑，讓參與觀摩會的朋友能取得共鳴。

聯校校友中樂團觀摩會–「以樂會友，別具意義的第一次」 撰文︰何喬筑
         (2009 中七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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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校友代表跟同學們交流心得

師生校友大合照 !

文麗霞校友主持講座，同學們表現相當投入

活動簡介 (陳志賢校友)

校友會一向致力回饋母校，本會與母校在2015

年5月23日舉辦了一個以在校中四同學為對象的

「人生導航」校友分享日，讓校友向同學分享自身

經歷及不同行業的工作情況，以鼓勵他們，

協助他們規劃未來，發展個人升學及職業志向，

並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當日，校友會邀請了 16 位來自不同行業的校友

回校分享各自的升學就業經歷。分享日主要分為

兩部分，第一部分由校友會副會長、資深人事

經理文麗霞女士主持，講座題目是「性格和職

業的選擇 ... 有關係嗎？」。講座內容生動活潑，

130 位中四同學皆十分投入，各人都加深了對

自己性格的瞭解。

第二部分由另外 15 位分別來自醫護、商業、

資訊科技、紀律部隊及自僱人士等界別的校友

以小組形式與學生分享。校方根據同學的個人

意向，安排他們到不同界別的小組進行交流。

踏入尾聲，幾位學生代表向出席的校友表達

由衷的謝意，娓娓道出他們參加活動後的感想，

場面溫馨感人。

「人生導航」                   校友分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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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專心聆聽
紀律部隊校友代表分享

Sharing by William Ko (2011 S7 Graduate)

A day of homecoming and giving back

4 years after my graduation from SGSS, I was both thrilled and honored to be 

invited back to my Alma Matar on 23rd May 2015, for a delightful morning 

career sharing session. The campus has varied over some years, but the people 

here always give me a warm feeling of homecoming. 

This year's sharing was particularly special in different ways. First, it was the 

year I just started my career as an Occupational Therapist. I was proud to be 

able to share wit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some of my fresh working experience 

and stories. What made this occasion more memorable were the passion and 

interest shown by the students. Even though they were only in their secondary 

4, they all paid their best attention and asked thoughtful questions. Feedbacks 

from students were genuine, and I felt greatly rewarding for being able to 

provide new insights to their career pathways. 

“Here again we gather together.” On that day, I was also excited to have 

met teachers and fellow alumni from different graduation years, which gave me 

a deep sense of reunion.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SGSSAA and the organizing 

teachers, who offered me a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give back to the school, and 

to reconnect with this big family.

梁國信校友分享 (2007 中七畢業)

不知不覺我已經從筲官畢業了一段日子，踏入社會大學原來已經好幾年。感謝校友會邀請我在「人生導航」作分享，讓我有機會回想，總结一下近年的事業。
人生導航為筲官師弟師妹提供第一手的行業資訊，令他們知道自己是否喜愛、適合該行業，繼而選擇適合自己的大學科目。我跟學弟學妹分享的是資訊科技行業，我可能比較幸運，在中學時期已經找到自己想發展的方向，最终在大學修讀電腦工程。

在香港，工程行業在千禧年科網爆破之後，變得不甚受到重視，大學工程科目並非成績優異學生的首選。基於這個原因，我還以為不會有太多學生來聆聽我的分享，但最後竟然一共有30人之多，實在令我喜出望外。

我對學弟學妹的分享很簡單，就是行行出狀元。我認為任何行業，只有你真的能花時間，用心去做，一定能有所成就。以電腦行業為例，香港被認為市場不大，人才又不多，一直不被看好。但是香港其實也不乏成功例子，近年香港的9Gag, GoGo van均是成功的公司。只要有心，不斷試、不斷做，總會找到屬於你的藍海。我又不時聽到學生選科會以該行業的收入作重要考慮，我並不認同。今天吃香的行業，可能明天就會飽和，今天不被重視的，難說明天會否成為主流。加上中港不斷融合，行業走勢更是難測。

最後要分享一套電影，名字叫3 idiots，它是一套來自印度的電影。電影裏有一句話我很喜歡，男主角說"Don't chase success, chase excellence and success will follow."希望師弟師妹都能夠不被success所迷惑，能夠追求卓越，最终達致成功。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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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鄺展翔

前言
轉眼間，一年的時間又過去。

過去一年，香港以至世界各地，

都經歷了不少風浪，也許香港

正處於「大時代」，前景充滿很多

不確定性。可是，當我回到母校

筲官，看見昔日讀書的地方、

熟 悉的老師、校 友 和工 友，

都給我一種特別的親切感和

安全感，使我暫時忘卻現實

生活的煩惱。

的確，校園生活是多麼美好，

是 多 麼 無 憂 無 慮，真令人

嚮往、懷念。這可能解釋為

甚麼每年的校友會周年晚會，

不見有一副愁眉深鎖的面孔，大家都

樂在其中，享受當下的快樂時光 !
We love SGSS! 愛在筲官!

十分感謝校友會中樂團的精彩演出，令晚會生色不少 !

校友會周年晚宴

晚會情況

  跟去年一樣，本年度的校友會晚宴在筲官舉行，

主題為「愛在筲官」。晚會甫開始，校友會中樂團即為

各位來賓演奏幾首中國名曲助興，獲得大家的熱烈

掌聲。

  歌唱比賽這個環節，非常受校友們歡迎，幾乎是

每年晚會少不了的，今年也不例外呢 ! 基於「愛在

筲官」這主題，我們所選的歌曲都圍繞一個「愛」字。

比賽中，四社需要派出校友代表，上台獻唱特定歌曲。

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校友唱出「愛情陷阱」

的部分。台上表演者非常投入，載歌載舞 ; 台下觀眾

如癡如醉，揮手和唱，氣氛熱鬧震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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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人數不少，坐滿整個學校禮堂，非常熱鬧呢 !  單單唱歌，又豈能完全表達

對筲官的愛呢 ? 於是，我們設計

了一個環節，讓各位校友寫下

最愛筲官的地方或東西，寫得

好的更有機會上台親述出來，

跟大家分享。當中，有校友寫出

所喜愛的老師，亦有校友寫出

喜歡筲官的學習環境和氣氛

……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

一位女校友憶述很懷念當年

帶飯回校，在有蓋操場吃飯的

日子。她指出因為當年的器皿

保溫功能不好，又沒有微波爐，

故 所 帶回校的 飯是不熱的。

但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也沒有

怨言。相信這位校友的分享，

勾起不少校友的回憶 !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袁校長和新上任的李校長亦有出席晚會，與各師生

校友同樂。袁校長在離開筲官後，於九龍伊利沙伯中學出任校長。我謹代表

校友會感謝袁校長於任內對筲官的付出與貢獻，並祝願他在新學校工作順利 !

  今年校友會晚會在歡笑聲中完滿結束，感謝各位師生校友出席。期待下年

晚會有更多新面孔出現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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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見 Cathy 時，她總是掛著燦爛的笑容，令

身邊的人也不禁會心微笑。沒錯，Cathy 就是有

這種感染力。

筆者與 Cathy 相識至今，一直覺得這位學姐十分

健談、友善，得知她剛升上中學時，原來是位害羞

的女生，實難掩驚訝之情。她續笑言︰「升中後以

英語授課，當時覺得難以適應新環境，又擔心不能

升班，自己很多時候都是『摱車邊』﹗」

話雖如此，Cathy 天性樂觀、愛玩，一段日子後，

她便逐漸投入學校生活，更積極參與各種課外活動，

如紅十字會、話劇活動、陸運會等，為的是「人生

無悔」四字。「很多事情若現在不做，以後再沒有

機會了。」回想往昔點滴，Cathy 認為在筲官初嘗

舉辦活動，是非常難得的經驗，除了從中學習到

組織技巧，更能培養自身的責任感，以及改善溝通

能力，這些對她投身社會工作，均帶來莫大裨益。

盡情投入所做的每件事，重視體會，不計得失，

Cathy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中五的謝師宴上，

她擔任司儀一角，令她在主持活動方面嶄露頭角。

就讀中六時，適逢學校四十周年校慶，負責老師

挑選了她擔任典禮司儀，她最初擔心自己力有不逮，

因而婉拒了。後來老師給予鼓勵，加強了她的信心，

她也覺機會相當難得，不希望就此放棄，便欣然接

受挑戰。最後 Cathy 不負眾望，順利完成任務，而

這亦成為她中學生涯裡其中一件最難忘、引以為傲

的事。

Cathy 在各項活動中的活躍表現及對學校的貢獻，

使她獲校長推薦升讀大學，而她的大學選科決定，

便要從她加入校友會說起。中五那年暑假，Cathy

成為校友會執委會副秘書長，認識了一群樂於照顧

後輩的師兄姐，一直給予她不少寶貴意見。在她

考慮大學選科時，前輩如黃海浪和吳海威甚至比她

更著緊，鼓勵她修讀專科，最後 Cathy 接納了他們

的意見，選修會計。對她而言，一眾前輩好比「明燈」，

引領她探索前路，當年的一步令她決定投身會計界，

至今十餘年，從未言悔。

從中五擔任謝師宴司儀，到中六獲選成為校慶典禮

司儀，再到中七獲推薦升上大學；從加入校友會，

得到師兄姐提點，進而探索職業路向，Cathy 面前

好像有著一個又一個機會，等待她去發掘、把握。

一路走來這麼順利，或有人認為是基於運氣，然依

筆者看來，箇中關鍵還是 Cathy 待人處事的態度。

一直堅持用心做好每件事，是她的做人宗旨，如此

力求人生無悔 ~
     陳志賢校友專訪

1995年入學﹔現任校友會副會長

訪問及撰文︰唐榕株

2000年校友會會議上，出席會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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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投入，自然為人賞識，她能有今天的成就，

絕不是「摱車邊」！

為了「人生無悔」，Cathy 一直勇往直前，放膽

去作出各項嘗試。於她而言，惟一的遺憾是自己

當年不夠成熟，未有好好讀書，至升上中六後

才意識到學業的重要性和影響。正是這份覺醒，

令她希望以學姐的身分，提醒師弟妹要及早計劃

將來，校友會舉辦的「人生導航」計劃，就是

由她大力推動的。她又表示，小時候父母常叫

她進行自我反省，她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並藉此鼓勵各位師弟妹要「多認識自己，多發揮

長處及努力改善不足的地方，不要想著與別人

比較，而是跟過去的自己比較。」

轉眼間，Cathy 已加入校友會超過十載，令她

一直堅守崗位的，是校友之間濃厚的人情味，

亦是連繫「筲官人」的那份使命感。「筲官是

一個很舒服的地方，學生十分純樸，能夠在這裡

讀書，我感到很自豪﹗」Cathy 這句話，相信道出

了不少「筲官人」的心聲。

2002年校友會周年晚會大合照

2000年校友會會議上，出席會員合照

2001年，7A班同學與莫sir合照

Cathy與校友會前會長黃海浪於2001年合照

在2000年陸運會上，Cathy擔任升旗手

Cathy與同班同學於2002年陸運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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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成就 ~ 
容啟亮教授 記者︰胡芷菱

容啟亮教授於1962年入讀筲官，隨後前往英國，憑著優秀

成績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現任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

工程學系副系主任的容教授，曾獲得多個獎項，以表揚他

在科研方面的成就。自2007年中國探月工程開展以來，

他率領著團隊參與研發探月工程的精密儀器，其中在

2013年隨「嫦娥三號」成功登月的「相機指向機構系統」，

就是容教授的傑作。它安裝在嫦娥三號著陸器的頂部，

負責拍攝月球的全景影像，短短一秒時間就可傳到地球。

容教授表示，這個指向系統能夠突圍而出，是因為即使

本港的科研資源比內地團隊落後，但勝在有創新的人才。

就此，容教授指出加強中港合作的重要性，如在香港可供

實驗用的空間有限，他便率領團隊前往內地的實驗室進行

測試。他最近參與研發的項目還包括表取採樣執行裝置

原理樣機、微創手術機械臂系統、自動駕駛系統（用於

無人駕駛直昇機）及維修水管機械人等，繼續為科研發展

和改善人類生活作出貢獻。

     容教授不時回母校參加活動，如校友聚餐

     校友、老師及家長聚首一堂

     學校早前擺放介紹容教授的展板

     容教授於2014年獲邀出席母校畢業及頒獎典禮，
     並擔任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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