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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創校 90周年晚宴及其他慶祝活動 

明年是母校創校 90周年，將有連串慶祝活動。同學會

將參與部分節目的籌備工作，主力是 90周年慶祝晚宴。日

期已定於明年 6月 26日(星期天)，地點選定於九龍灣國際展

貿中心六樓的 Rotunda 3大宴會廳，餐費為每位 850元，大

小同價。謹呼籲各級社聯絡同屆同學出席，我們期待大家的

熱烈參與。報名表格將於稍後發給大家。查詢請致電陳智鳴

同學，電話：92626346。 

連串慶祝活動已展開，包括： 

1. 校慶標誌及標語設計比賽(已完成) 

2. 開幕典禮：2015年 9月 4日 

3. 校友日：2015年 11月 8日 

4. 開放日：2016年 3月 5及 6日 

5. 校慶感恩崇拜：2016年 3月 8日 

6. 幼兒教育國際研討會：2016年 4月 23日 

7. 音樂大匯演：2016年 5月 7日 

8. 90周年校慶晚宴：2016年 6月 26日 

9. 閉幕禮 

我們會適時於同學會網頁及會訊通報上述活動資料。校

友們亦可登入母校網頁 www.munsang.edu.hk瀏覽。 

 

校友日預告 

    同學會的重點活動校友日，定於 11月 8日(星期天)下午

於母校舉行。屆時將召開仝人大會，校友們除可自由參觀母

校的設施如文物館等，亦可與多年不見的同學們聚首，互道

近況，獻上各自的問候和祝福。當晚母校將備晚宴招待。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校友日通告及報名表格將於 10月上旬寄

達各會員。 

 

總會活動 

 懷舊音樂舞會：將於 9月中舉行，詳情見第四頁。 

 西貢遠足：8 月 9 日舉行，遠足路線為小夏威夷徑。當

天 8：45在地鐵寶琳站 C出口內集合。如天氣許可，會

續行衛奕信徑第 4段至蠔涌，再往西貢午飯。查詢及報

名 hiking@mscaa.org.hk  

2014/2015年度 

常務執行委員會 

主席    ：李佩貞 (65) 

副主席  ：胡家良 (86) 

秘書    ：黃慕妍 (03) 

財務    ：張翠屏 (86) 

總務    ：陳妍賢 (86) 

          盧達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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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業忠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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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陳文慧 (86)  

駐民生書院校董會代表： 

         李佩貞 (65) 

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 

 (民生書院)李業忠 (77) 

駐民生書院聯絡員： 

         梁桂英 (78) 

駐港島民生書院聯絡員： 

         連進光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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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屬會： 

主席    ：陳智鳴 (91)  

秘書    ：施立明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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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屬會： 

主席    ：趙慧欣 (04) 

秘書    ：劉韻碧 (05) 

財務    ：黃耀德 (05) 

常委    ：黎祖業 (04) 

        余綺華 (07) 

        李家輝 (08) 

        葉楚棋 (08) 

        雷景博 (12)                   

~ ~ ~ ~ ~ 

本期編輯 

馬漢傑、李業忠、雷永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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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擴建校舍籌款 
蓋建中學新禮堂和重建黃映然創校校長大樓(即Ｅ座)的計劃現正展開，籌款委員會

亦已開始工作，目標是為母校籌措壹億伍仟萬元。籌款委員會的呼籲信件已於 4月寄給

各位校友，該信詳列捐款選項，既有個人，也有級社集合捐款的形式供各位考慮。校友

們歷來都是母校發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同學會籲請大家秉承一貫的熱情，共同出力，實

現“光大我民生”的願望。母校行政中心備有捐款箱，供投放支票。如有垂詢，請與籌

委會主席張樹榮同學(1965級協社)聯繫，電話：91338268。 

 

港島屬會活動 
 港島屬會將於 8月 29日晚上 6時假港島民生書院禮堂，為張百康校長舉辦榮休聚餐，

歡迎校友們參加，餐費為每位 330元，詳情見同學會網頁。查詢請致電 62237466趙

慧欣同學或電郵 mscaahkic@gmail.com 。張校長是 73年曦社的校友，1999年獲委任

為港島民生校長，在他的辛勤開發下，學校於 2010-11學年獲批准中一以全英語授課。 

 校友校董選舉已結束， 2005年級校友劉韻碧獲選，謹此祝賀。屬會已向港島民生書

院法團校董會提名，由劉韻碧同學出任該校的校友校董。 

 已於 7月 11日舉行舊書義賣，對象為老師、校友、學生及家長們。這次活動籌得近

2千元，一半捐給宣明會，一半撥作屬會經費。 

 

永遠懷念錢恩培學長 

本會永遠執委，在田徑界知名度很高的錢恩培學長，在與病魔搏鬥多時後，於 7

月 19日息勞歸主。 

學長長於跳遠，曾是 19歲以下跳遠紀錄保持者，先後出任香港業餘田徑總會義務

秘書長、主席、名譽副會長等職務。亦曾帶領香港隊出席亞運、世界田徑賽；也曾擔任

香港體育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區域市政總署總康樂體育主任。2009年東亞運動會，

學長以總監身份籌劃賽事，在體壇享有很高聲望。 

自 1976年起，每當電視台轉播奧運時，學長都應邀擔任評述。 

學長也着力作育英才，於上水宣道小學任校長 16年，兩度共 8年(1989-1993，

1999-2003) 擔任母校校監。學長多年服務同學會不遺餘力，曾於 1972/73 及 1973/74年

度任同學會主席。 

宣道會及母校決定於 8月 22日(星期六)下午 2:00假母校林百欣堂舉辦追思會，歡

迎校友們參加。 

 

母校訊息 

 民生書院為改善中學、小學及幼稚園整體的共用空間，擬將黃映然創校校長紀念樓重

建，城規會已於日前批准放寬新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申請，即由現時五層增至七層。 

 為顧及同學們在使用運動場時的安全考慮，母校為球場和部分跑道磨平並髹上膠漆，

並於 7月 4日上午為操場舉行重新啟用儀式。 

 民生書院於 5月 8日為 1937年級健行社校友黃麗松博士舉行追思會，黃博士是創校

校長黃映然先生的哲嗣，亦是同學會永遠會長；黃博士是香港大學第一位華人校長，

退休後居住於英國伯明翰。會上陳伯民校長(第五任，1935 年級校友)、黃博士長子

Christopher、姪女 Pricilla等相繼表達懷念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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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春節聯歡 
1969浩社馬漢傑 

 

     3月 14日(乙未年正月廿四)星期六，同學會於九龍柯士甸道香港童軍中心金陶

軒舉行春節聯歡聚餐，筵開 19席，共 212位校友及家屬，加上 20位嘉賓參加。人

數創了紀錄，因跆拳道、童軍、同學會合唱團和一貫支持同學會的級社都借此平台

來聯誼。 

    陳伯民校長，我們的永遠會長，很早便到達，校友們簽到後，見到校長都趨前

問候，並踴躍與校長合照。 

    近入口的一角，設有麻雀耍樂，雀友們很早便相約組局，來一場技術與運氣的

較量。 

    像去年一樣，來賓都在懸於大堂中間的橫幅簽名，免不了拍照留念；跟著便忙

於找尋自己的同班同學，當然也向師長們問安。 

    素有聯癡之稱的 55光社楊瑞生師兄也很早到來，潘美玉同學沒有放過機會，請

他即席作嵌名聯。 

    今次的聚餐有很多小孩參加，同學們都很有興趣與他(她)們聊天；童言無忌，逗

得叔叔姨姨們不時發出歡笑聲。父母們當然感開心。 

    77丙辰社的數位熱心同學尊師重道，邀請已退休的老師們出席，分享春節的喜

樂；也讓其他年級的同學們有機會向平時少見面的師長問安，這數位熱心同學可算

是樂己樂人。值得一提的是，丙辰社的骨幹同學發動社員們參加活動的能力很強，

每年都有四至五圍的同學參加。 

    嘉賓到齊後，晚會正式開始，首先是主席致歡迎辭，繼而由應屆執委們向來賓

敬酒。之後司儀宣佈餐桌上的枱獎分發辦法，人人有份，皆大歡喜。美食亦隨即奉

上。 

    母校在未來數年將有中學新禮堂和校舍擴建項目，目標是籌募 1億 5千萬元；

借此機會，籌款委員會負責人-- 65協社的同學，身兼校董和同學會執委的張樹榮師

兄向大家介紹捐款辦法，並即席分發有關宣傳單張。 

    為增加出席者的興緻，特設 Bingo遊戲，大量獎品候領；中獎的喜氣洋洋到台

前排隊領獎，工作人員忙個不了。 

    為增加氣氛，抽獎當然少不了，不同的嘉賓被邀請主持抽獎，號碼喊出後，中

獎的興高彩烈出來領獎。各式各樣的禮品，包括美酒、名茶、麻雀牌、電氣用品等，

都是熱心的校友捐出的，謹代表同學會向他(她)們致敬。 

    趁這機會，跆拳道的組員、童軍們、合唱團和各級社成員都到台前拍大合照。

令大家高興的是退休和在任校長們的合照，充分顯示母校的凝聚力。 

    快樂時光總讓人覺得特別快過去，大家又到互道珍重的時候，並期許下一次聚

會再見。 



 

 

懷舊音樂會 
 

日期： 2015年 9月 19日(星期六) 

時間： 18:00 – 22:00 

地點： 母校林百欣堂 

節目內容： 清生樂隊現場演奏，各參加同學可預先報名上台演唱六十年代至二千

年代中西流行樂曲，亦可隨著音樂翩翩起舞，展現迷人風采。(大會恕

不接受臨時要求演唱)  

自助餐： 多款美味中西自助餐，包括甜品、咖啡及茶 

費用： 每位$350。(歡迎攜眷，大小同價) 

此次活動既能為同學們提供聚會和懷舊的機會，亦讓同學們一展歌喉和舞姿，實在不

容錯過，活動時間有限，每人限唱一首，先報名的 30名參加者可獲上台演唱機會。 

參加演唱的同學請於 8月 14日前報名，只觀賞的則請於 8月 28日前報名。 

獻唱的同學如需要字幕，請提供歌詞的文字檔案。另樂隊提供兩天免費演練，請於 8

月 29日及 9月 5日這兩天下午 3:00到九龍觀塘巧明街 119-121號年運工業大廈 13字
樓 D座，7:00結束。現場設有飲料，費用隨意贊助。 (如同學們有興趣與清生樂隊切

磋，可於 8及 9月每個周六下午 3:00至 7:00到上址找 Kevin即可) 

為避免表演曲目重複，大會保留接受演出資格和曲目的最終決定權。 

自助餐 

 

 

參加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 畢業年份：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參加人數：_____ 

 

擬表演曲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上台演唱者不適用) 

 

參加免費演練：兩次；壹次 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日期) 

 

 

請將參加費用於 2015年 8月 28日前存入恆生銀行 285-0-133766“民生書院同學會

有限公司”戶口內，請保留入數紙作門票。 

 

表格連同入數紙請於 2015年 8月 28日前傳真至 2337-2041或電郵至 

info@mscaa.org.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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