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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會員大會暨校友日

　　四月二十一日，對我們這個團隊來說，是派成績表的一天，校友們對校友會運作的滿意程度，將會在此

刻揭曉，所以我們在籌備這個會員大會初期是有點兒緊張，常常擔心有所遺漏，當我們參考過往的紀錄及

執拾過往一年的工作材料後，頓覺放下心頭大石，因為憑紀錄，作為一個義務工作團隊，實實在在處理了

很多與母校有關的事務呢！而且事後並未收到任何不滿的回響或相關的投訴。

　　回想去年競選時許下的承諾，當中包括有如下三項：

1. 鼓勵畢業生重投校友會     2. 強化會員間及幹事會間的溝通     3. 協助母校推展教育事

　　這三項亦是本屆幹事會的工作指標，所謂「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一切工作的先後與緩急都以這

三個指標為準則，請各位校友細閱下列內容，定可判斷：

11年5月12日
11年5月25日

11年5月至12年4月
11年5月至12年4月
11年6月16日
11年7月至12年4月

11年7月至12年4月

11年7月
11年7月8日

11年7月31日
11年8月25日
11年9月

11年9月至12年1月

　　有以上的工作紀錄和成果，實是我們全個幹事會及一班無名的校友鼎力支持，工作過程中我們合作無間，互相尊重及提點，當中我

想特別多謝幹事會中的伍顯明校友、冼富珊校友及關佩雲校友，沒有他們的堅持，當中的活動，肯定會失色不堪。此外，校友會為繼續

發展，必要薪火相傳，因此由今年起增加學生會員，現在有百多位本年度畢業的同學入會，在此歡迎他們成為我們其中一份子。

　　其實，我常常思考，為甚麼要有校友會？為甚麼要參加校友會事務？為甚麼要尋根？那又為甚麼要支援母校的發展？經過去年的投

入，我深深體會到個中的玄機，就是完成我們「個人成長」的其中一個階段—「自我實現(self actualization)」。

召開第六屆幹事會第一次常務會議

幹事會全體幹事與校長、副校長和主要負責老師

會面，互相瞭解和初步商討日後的合作計劃

興趣班：舉辦第九屆至第十一屆〈太極研習班〉

維持舉辦每月第一個星期二的午餐例會共11次
召開第六屆幹事會第二次常務會議

每兩個月出版〈會員通訊〉共5次，通過電郵發送

給會員校友，並登錄在校友會網頁

定期更新校友會網址www.hgssaa.org內容，並

以電郵發報最新消息予校友

推出會員半價入會，鼓勵校友加入校友會

出席母校畢業禮暨頒獎典禮，並頒發校友會獎學

金予成績優異和卓越表現的同學

舉辦活動〈黑暗中對話〉，體驗視障人士的日常生活

召開第六屆幹事會第三次常務會議

委任黃偉健校友(第十二屆)代表校友會，成為何文

田官立中學學校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參與母校

的校務管理和發展

潘仕庸基金資助母校，舉辦數碼圖像設計班和繪

畫及素描班

校友會基金資助母校持續發展計劃之〈進展計劃〉

活動，幫助中四⁄中五成績稍遜的同學

召開第六屆幹事會第四次常務會議

協辦母校的〈職業博覽會〉，邀請十四位各行各業

的校友，向中五至中七同學講解和分享工作經驗

捐贈$3000和通過母校慰問在花園街大火中受影響

的中二同學及其家庭

資助母校出版〈Inspiration〉就業輔導小冊子

召開第六屆幹事會第五次常務會議

研究和篩選舊制永久會員名單，確認和建立轉為會

員的目標校友名單

舉辦「通識教育科備考策略工作坊」給應屆中六學生

召開第六屆幹事會第六次常務會議

進行會員資料更新調查，發信予全體會員校友收集資料

處理母校枯樹事宜

出席母校畢業班同學歡送會，並即場招募超過150
位中六⁄中七畢業同學成為學生會員

邀請14位校友出席母校舉行的升學和就業營，向中

三同學分享讀書和工作經驗

日期 工作事項

11年10月⁄11月

11年11月3日
11年11月9日

11年12月初

11年12月
11年12月15日
11年12月

12年1月
12年2月9日
12年2月中

12年2月中

12年2月29日

12年3月30日

會長楊少榮
(第十四屆)



2012周年會員大會暨校友日概況

籃球賽

今年加插一場主要由第十二和十四屆校友組成的校友聯隊對母校校隊的

籃球賽。一群熱愛籃球運動的校友身手靈活，不論快攻、上籃、攔擋，

都落力萬分，不遺餘力。校隊攻勢凌厲，面對老大哥毫不畏讓，最終由

他們技勝一籌嬴了賽事。

賽前大合照

太極班表演

由導師(師父)梁拔聖校友帶領太極班表演吳家鄭式的方拳和圓拳。

大家穿上醒目T恤表演表演前的排練

互有攻守

大家表演出一場精彩的賽事

Jump Shot !

校友聯隊、母校校隊勢均力敵

校感謝母校體育科老師楊Sir協助安排籃球賽和足球賽，讓我們樂在其中



三連冠MR隊

會員大會

周年會員大會在母校新翼六樓學生活動室舉辦，會議由下午5時半開始，7時結束。

聯歡聚餐

會員大會結束後，於窩打老道百樂門宴會廳聚餐。

席間，大家言笑晏晏，暢談不休，直至杯盤狼藉，

離去時，期待下次再聚。

會長報告會務

大家乖乖地上堂聽書？

媽媽 — 鄭麗賢(第十二屆)，兒子 — 劉子鈿(第三十六屆)

校長盃小型足球賽

這比賽連續舉辦了四年，以往參加隊伍由校友、在校同學、母校教職員組

成，而校友隊又分為較年長的元老隊和八十後的精壯隊(MR隊)。今年比賽

仍是由八十後的MR隊蟬聯奪冠。

開賽前大合照

元老雖不比少壯

的同學仔遜色

同場加映 
~ 

一家校友 四口之家

夫婦、兒女人皆是校友

少壯亦不可小覷



校友午餐月聚

　　這個午餐聚會，有超過十年的歷史，起初由數位熱心會務

但又事務繁忙的大師兄所發起，邊進餐邊商議，既可減省時

間，又可增進彼此友誼，後來漸漸發展成為一個定期飯聚。參

與的人數多寡不定，最鼎盛時曾有27、28位老中青幾代校友齊

齊吃喝，熱熱鬧鬧、喧喧嚷嚷，吵得不亦樂乎！每個月的第一

個星期二中午舉行，歡迎各校友電郵至info@hgssaa.org報名

出席。

太極研習班

　　太極班自2005年成立以來，是校友會目前維持最久的興趣小組，參加人數不斷增多。導師是第四屆校友梁拔聖伉儷。

多年來，教授太極拳有吳家鄭式和楊家。又曾率領學員參與外間的太極活動，增強信心和拓濶眼界，讓他們裨益不少。太

極班亦將參演母校6月26日的綜藝晚會。

　　今屆研習班除教授太極拳外，又授太極劍，由2012年6月16日至2012年11月3日，逢周末在母校上課，詳情請瀏覽校

友會網頁http://www.hgssaa.org/v2/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596 ，歡迎報名。

升學及就業營

     2012年3月30日晚上，校友會幹事連同校友一行十三人，參加母

校為其全級中三同學在烏溪沙舉行的〈升學及就業營〉，目的是讓中

三同學準備和瞭解未來的選科，及思考他們自己將來的前路。

　　在活動中，校友們通過分組及閒談的形式，與中三同學分享工作

情況、經歷、讀書心得、大學生活、讀書與工作分別、工作應有態

度、面對的困難、面試重要性等，同學們亦很積極參與和發問不少

問題。

　　對於此項活動，參與的校友普遍都給予正面的評價，認為對同

學的成長和發展有一定的幫助。在此，謹代表母校和校友會對參與

活動的以下校友和幹事再次致謝：吳明林、侯德仁、何照基、吳汝

興、王廣漢、張耀觀、鄧厚江、陳玉冰、陳耀明、伍顯明、楊少榮、

王霖、翟偉強。

港式飲茶，點心加粉、麵、飯

校友、幹事和同學們大合照

校友會活動



何霜筠校長九九華誕

　　何霜筠校長乃創校校長，雖任期只是短短的三數年，但對母校仍懷記掛，

年前金禧校慶晚宴不辭勞頓親赴現場同賀，上台祝酒時，受到眾校友的熱烈鼓

掌致意。

　　今年是何校長的九十九歲大壽，其

家人在4月28日為壽星公設宴祝壽，有數

位校友應邀出席祝賀。為表心意，校友

會敬送金壽桃擺設，寓意健康長壽，祝

校長龍馬精神、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余東漢老師九十書畫展

日期：2012年5月30日至6月3日
地點：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香港中區堅尼地道7A) 

　　余東漢老師於1967年出任母校美術科老師，直

至1980年榮休離任。余Sir致力從事美術教育數十

載，酷愛作畫書法，認為藝術乃豐富人生之門徑。

今年正是他九十耄期之齡，特意舉辦個人書畫展，

為人生作小顧，為斜暉展光華。作品以隨意輕鬆，

自然樸素為意旨，歡迎參觀欣賞，細味箇中真趣。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書畫展請柬

師長近況

綜藝晚會

　　母校自首次舉辦綜藝晚會為慶祝金禧，反應熱烈，今年又再度辦晚會，便定於2012年6月26日(星期二)假荃灣大會

堂舉行，讓同學粉墨登場，在嘉賓、家長、老師和校友面前發揮才藝，藉此鍛煉膽量，增長見識。

　　有興趣觀看的，可向校友會索取門券，有關詳情，請留意稍後本會電郵通知會員及網頁公佈。

母校新訊

禮堂翻新工程

進度理想

   今年，母校成功爭取到政府撥款，翻新母校的禮堂，工程費用數以

百萬計；然而，由於禮堂的冷氣並非標準設施，政府的撥款並不覆蓋

拆除和重新安裝現有的16部冷氣機的費用，故校方需另籌資金，否則

輕則影響工程進度，嚴重的話可能引致整個工程未能落實。

   校友會知悉事件，經研究和商討後，決定從〈母校建設基金〉撥出

$38,000，聯同母校家長教師會的2萬多元合共6萬多元，資助母校解

決此問題，使禮堂翻新工程能順利如期展開。

   數月後，我們將會見到母校禮堂翻新後的新面貌，另一方面，校友

會的〈母校建設基金〉經此捐獻後已再無餘額，日後母校需要建設方

面的資助，校友會需要向會員校友籌集捐款，方可進行。

母校禮堂翻新� — 校友會資助拆除及安裝冷氣機費用



賴同學移民三十載，憑著校友會的牽引。我們聯絡上了，並且

聚首話當年。今天的我們仍猶昨日分別今日見面一般的濃情

你我相識四十載、今夕共聚話當年 — 容賢贊(第十二屆)

華堂歡聚賀金禧 — 梁敬成(第十四屆)

大合照

母校的金禧周年紀念，讓我們多了一個祝福問候的空間

六年同窗凝聚了半百的人生，2010年

我們相聚同賀我們自己的金禧歲

　　二零一一年，適逢何官第十二屆畢業同學相識四十載。在

十月尾，舉行了一次聚舊晚宴。是晚，出席同學非常踴躍，大

家懷著興奮的心情踏進廂房，互相問好之聲此起彼落。一些一

別三十多年的同學，再次遇上，都不約而同說：「你的外貌變

了，差點兒認不出你是誰？」

　　席間，大家濟濟一堂，共話當年、暢談近況及兒女經，不

亦樂乎！把桌上的美酒佳餚都差點兒忘記了。歡樂的時刻總是

過得很快，轉眼間，宴會已近尾聲，大家拍了一張大合照。最

後，懐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互相道別，希望不久的將來再見。

校友情誼

午餐聚會 — 王霖(第二十五屆)
25屆同學在去年11月中在旺角新世紀廣的潮館搞了一次午餐聚會，同時邀請了

梁世祺老師，梁棟材老師，霍永鏗老師及朱明老師出席。出席同學雖然不多，

但卻包含H、G、M、S四班，又有A班和S班，可謂班班到齊。

左起：霍永鏗老師、朱明老師

左起：梁世祺老師、梁棟材老師

班班到齊

另訊

第4屆校友陳錦波於2012年3月14日因病於美

國洛杉磯逝世。其追思會以基督教儀式舉行，

李可期(第6屆)、司徒棉(第7屆)和幾位巴富街

官中早期校友出席悼念。



與李Sir歡聚 — 梁煥誠(第十屆)
　　母校前體育科老師李慶富老師，今年5月中路經香港，逗留兩天，順道與一群何

官舊生聚舊，出席有第十屆的黎聲祥、梁煥誠、麥廷光、黃志源、陳永成、麥德光、

甘耀權、黃保強，第十一屆的譚鴻光、梁想平和第十二屆的黎聲振、梁瑞棠、簫永

康等校友。

    事後，陳永成賦詩抒懷，感謝李sir讓他們明白到

體育運動之道在乎鍛煉個人體格、身心和意志。

　　晚上六時我們在亞皆老街鳳城酒樓聚餐，有十二位老師出席，四十八位同學參

加，我們暢聚一起，共渡一個難忘的晚上。十二位老師分別是：黃麗萍老師、袁秀

芳老師、陳黃允琳老師、陳秉達老師、馮文彥老師、壽龍老師、鄭錦棠老師、余東

漢老師、歐陽強老師、趙不凡老師、梁煒堅老師和張啟毅老師。師生共聚，大家訴

說昔日課堂趣事、校園生活的珍聞、老師諄諄的教誨和至誠的關懷，又談談彼此的

近況、工作與健康等。雖然同學都年過五十，但昔日那種十多歲的稚氣和神情，卻

又歷歷在目；有些同學特意由外地回來，有些同學公幹後趕返香港，有些同學雖身

在香港，卻真的是三十多年沒見！然而在此時此刻，大家卻沒有隔膜，沒有距離，

仍是以往一樣，說過不停，談過不休，因為我們是好同學！我

們的友誼，是經得起時間和地域的考驗的。情話倒是說不盡呢，

我們製作的「相識四十周年」刊物，正好用文字把我們與老師

的情和同學的愛凝聚起來，讓大家帶回家去，好好品味。

　　這一個晚上，聚餐完結後，大家仍留下來談天說地，並期

望以後每年一聚！打從是次活動之後，我們籌備工作小組決定：

每年舉辦一次不同形式的聚會，好讓大家共享甜美的友誼之果。

大合照

李慶富老師(前排左四)與一眾舊男生合照

第十一屆「相識四十周年」活動 — 麥愛英(第十一屆)
　　2010年11月20日是我們第十一屆同學難忘的一天！我們已相識四十年了！

　　1970年九月，我們入讀何官，1975年我們中五畢業，154位同學有不同的發展：有些升讀中六，有些就業，有些移居外地，

有些尋求另類的發展。畢業初期我們仍有同學會的組織，舉辦一些聯誼活動：如宿營、晚宴等，而每五年的聚餐活動更是不可

或缺。現在雖然沒有同學會，但我們幾位提早退休的同學走在一起，為我屆同學舉辦活動。

　　在母校金禧校慶聚餐的大日子，我們積極展開籌備我屆「相識四十周年」活動，預約同學活動日期，重新整理七十多位同

學通訊資料，組織籌備工作小組等。其後經過兩個月的緊密宣傳、聯絡、工作會議、向同學徵稿和邀約老師，我們的活動終於

舉行了。

　　活動當日是星期六，我們在下午時份回到母校，參觀校舍及校友角、在操場打打球、在視覺藝術室舉行小小茶會(須事前借

用 )，緬懷昔日校園點滴；八十八歲高齡的余東漢老師更藉此機會在校園的橡樹下寫生；這可謂師生同樂呢。

出席老師合照

童軍校友活動 — 何志磊(第十一屆)
　　母校童軍九龍地域第121旅於4月13至15日在大埔洞梓舉行露營，多位校友出席。包括：陳慶榮(第3屆)、譚建明(第8
屆)、麥錦榮(第10屆)、何志磊(第11屆)、胡浩順(第15屆)、鄭穎(第37屆)、岑嘉林(第37屆)、羅嘉熹(第43屆)等。

　　還有一位特別嘉賓，是曾經擔任第121旅旅長的鄧明強老師。鄧Sir在營火夜話時段與新舊童軍分享當年趣事，並勉勵

大家遵行童軍誓詞和規律。

　　在周日舉行的童軍崇拜會，眾人懷念剛逝世的陳錦波(第4屆)並為其默禱。

李創新猶得教益

慶收古訓伴終期

富身射跑相同念

策勉時人不主皮

正合古訓「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小小心意(譚鴻光設計的水晶紙鎮)



第十六屆同學卅載重會� — 冼富珊(第十六屆)
　　參加金禧晚宴的同學感到咱屆同儕近年鮮有相見，難得

再聚，於是發起畢業三十年重會的活動。一呼百和，各班響

應。重會聚餐在2010年10月8日舉行，同時又邀請余東漢老師

出席。兩三位有心思的同學分別帶來舊相冊、同學錄和一張

中一三班合影的放大照給大家傳閱，即時引起鬧哄哄，嘩聲

四起，好不高興熱烈！一頓飯就在談談笑笑中開心度過。

卅載重會大合照

少年警訊領袖團(JPCLC)
� — 翟偉強(第二十八屆)

　　少年警訊領袖團（JPCLC）成立於2011學年，

由警察、老師、家長及校友組成，目前有20多名幹事，

30多名各來自不同年級的同學參與，學生除每個星期

三在校內進行步操訓練外，亦會參與各類型校外活動，

例如探訪老人、賣旗、行山、野外定向等。透過各類

　　由中學時期一起到步入人生的一個

新階段，相愛不經不覺17年1個月零18日
(新人話自己計算過)、同學們期待已久的

婚禮終於2011年12月31日舉行了。一班相

識廿載的三十二屆同學與老師無不為莫家豪

與黃頌文的婚盟感到高興，誰說中學生不應

談戀愛哩！在此祝福一對新人幸福快樂！

為兄弟做”兄弟”
難得的友誼

那些年何官版 — 黃鎮麒(第三十二屆)

昔日同窗訪港之行  — 梁煥誠(第十屆)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趁李

志華和衛大偉分別從澳洲回來探親訪

友之便，又多年未見，所以相約各方

人馬(HGMS)見個面食餐飯。雖然話題

不離想當年，但是講極唔厭，各人俱

開懷大笑一晚。

合家再歡

步操結業典禮

Amazing Race

好好笑兼冇眼睇

型的活動，除讓同學們學習各種課外知識外，同時可以讓他們從中學

習紀律及團隊精神。據學校資料所得，同學自參與計劃後，無論在操

行或學業成績上均有長足發展。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校友和同學們參

與少年警訊領袖團計劃，令更多同學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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