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校友會宗旨： (i)團結校友； (ii)支持母校；(iii)貢獻社會。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幹事會名單： 

主席： 陳國威 ；   副主席： 盧健輝；   司庫： 蒙沛琳；   秘書： 金妙雪 

幹事：羅志輝、黃禮揚、楊德雄、梁宇正、湯潔穎、周淑嫻、譚卓思           

新力軍：黎淑婷、陳祖頤、朱靖蔓、霍浩賢、潘發迪、許雋傑、張永昌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工作計劃 

口號: ONE SCHOOL ONE DREAM 同一學校, 同一夢想 
 

目標: 

1. 徵求校友會幹事; 

2. 發掘年青接班人; 

3. 向世界出發， 尋找失散的家人(校友); 

4. 邀請校友成為會員;由現在 200 會員增加至 500 會員 
 

請各校友支持本會工作，更且要感謝各幹事付出的努力和私人時間。  

 校友會主席  陳國威  謹啟 

校友會成立     

   張明添中學校友會成立已八年多， 從來未有過這麼人才鼎盛的場面。 特別是很多年輕的新面孔

加入了我們工作行列。 在此向校友會這一屆主席致意， 並多謝校友會會訊籌委會人員付出了很多時

間和精神， 使今期內容豐富的會訊得以出版。  正值梁廣宏副校長今年榮休， 是一個大日子。  校友

會多年來得到梁副校長的支持和鼓勵， 得以繁衍。  本期會訊有梁副校長”獨家”專訪，不容錯過。   

 

為序                                                                                                    

添訊主編 蒙沛琳 2009 年 6 月 18 日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校友會 

 

ONE SCHOOL ONE DREAM 

 同一學校,同一夢想 

  
 

會址：九龍深水埗南昌街 300 號     電話： 2779 2986     傳真： 2788 1677     網址： www.twghcmts.edu.hk/alumni 

FACEBOOK 群組：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                                      電子郵件： cmtalumni@yahoo.com.hk 

添訊 二千零九年六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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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本會的成功不是一個人的努力。 

                       

 

 

 

 

 

 

 

 

 

 

 
譚卓思幹事 

張國洪校友 廖繼光先生 

梁廣宏副校長 黃浩輝老師 

感謝：溫霈國校長 - 多年來在各方面協助本會發展及提供活動場地。 

感謝：蒙沛琳、羅志輝、潘發迪、金妙雪、黃禮揚、黃國偉、邱利康、單啟

成、李大科、曾志偉、林社輝、凌鳳燕 、梁炳興。 

以上各位創會校友奠下良好基礎，你們那一顆熱心創造了今天的奇蹟。 

感謝：譚卓思 、陳祖頤、朱靖蔓、周淑嫻 

以上各位新幹事為本會聖誕聯歡會的付出，令我們有一個非常成功及難忘的

聖誕聯歡會。  

在此特別要讚揚譚卓思幹事。當我提議幹事們一起興祝聖誕節，第二天 

便接到她的來電提出將此作為校友會活動。當晚多位幹事開會至零晨十 

二時許，便決定了舉辦的型式和細節。到了零晨約五時，譚卓思幹事已 

將一份完整的時間細節及分工表用電郵發送給我們。她的熱忱深深打動 

了每一位幹事，在此要向她表示萬分謝意。 

感謝：盧健輝、湯潔穎、陳祖頤 

以上三位新幹事為本會籌辦了創會以來的第一次旅行。並邀請潘綺文老師、

袁振英老師、潘建成老師、何家輝老師、黃玉萍老師參加。 

感謝：楊德雄、梁宇正、黎淑婷、霍浩賢、許雋傑、張永昌 

以上各位新舊幹事為本工作及會務努力。 

感謝：潘國偉校友為我們組織了籃球組，並替本會招募十位新會員。 

張國洪校友帶領校友足球組打出張明添中學的鬥志和精神。 

霍浩賢幹事組織應屆畢業校友參加本會活動。 

感謝：廖繼光先生(校友)處理大量會務及為本會與母校保持良好的聯繫。 

劉伯文老師(校友)參與本會會議及提出寶貴的建議。 

感謝：梁偉權校友、張偉明校友每次都全家出席本會活動。 

校友會主席  陳國威  謹啟 2009年6月21日 

感謝：梁國基老師 - 號召眾多師兄師姐成立校友會。 

感謝：梁廣宏副校長、潘綺文老師、黃浩輝老師、羅樂鴻老師多年來常常參

與本會的活動，給予我們無限支持。 

會址：九龍深水埗南昌街 300 號     電話： 2779 2986     傳真： 2788 1677     網址： www.twghcmts.edu.hk/alumni 

FACEBOOK 群組：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                                      電子郵件： cmtalumni@yahoo.com.hk 

羅志輝前會長 

劉伯文老師 

陳祖頤幹事 

梁偉權校友 

梁偉權與譚小鳳校友一家 張偉明校友一家 



通告 

尋人啟事 
校友馮子良， 

一九八四年畢業於本校。現要求本會代為尋找其他校友，姓名如下： 

陳鴻業、曾志偉、盧偉民、錢慧明、盧翠英、譚扯雲、梁景東 

 

校友劉袓欣， 

一九八九年畢業於本校。現要求本會代為尋找其他校友，姓名如下：楊駿斌 

 

上述校友看到此通訊後，請聯絡本會。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 — 歡迎加入下列小組 : 

啟事 

人生有幾個十年？ 

母 校 即 將 踏 入 四 十 週 年，    

當中一定有著大家懷念的片段、老師及同學   

......本會現正計劃製作一輯專集，型式暫定以

印刷或電腦播放展現。現呼籲為各校友提供

你的珍藏，如相片、刊物、獎牌、運動衣服

等。珍藏可以電腦檔案模式或提供實物供本

會代為拍攝及掃瞄存檔。請以電郵或致電 

65572227聯絡陳國威校友。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謹啟 

投稿 

歡迎各屆校友投稿。請將稿件以電子郵件遞交給本會。           

特別通告 

梁 廣 宏 副 校 長 將 於

2009 年 9 月後正式退

休。 請留意今期 

人物專訪 - 梁廣宏副校長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足球隊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羽毛球隊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籃球隊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 - 義工組  



工作報告 

嗚謝 
校友張瑜園捐出一批玩具及校友庾鍚

佳捐助兩支名貴紅酒作為20/12/2008

聖誕聯歡會禮物拍賣，為本會共籌得

獎學金港幣$1,040元。另感謝多位校

友捐助校友會獎學金。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工作計劃 

目標： 進度： 

1. 徵求校友會幹事;  幹事人數增加至十八名。 

2. 發掘年青接班人; 九位幹事為九零年代或以後畢業，當中一位為應屆畢業生。 

3. 向世界出發，尋找失散的家人(校友); 透過週年大會、聖誕聯歡會、facebook、足球組、籃球組 ， 

已聯絡上一千名校友。 

4. 邀請校友成為會員; 由現在 200 會員增

加至 500 會員 

過去六個月，會員數目由二百名增加至三百名。 

應屆畢業會員為三十五名。  

口號: ONE SCHOOL ONE DREAM 同一學校, 同一夢想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獎學金 

年度 校友捐款或其他籌募活動 本年度捐款 捐款用途 

2006-2007 港幣$7,350元   

2007-2008 港幣$2,200元 港幣$5,000元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獎學金 

2008-2009 A. 港幣$700 元 

B. 20/12/2008 聖誕聯歡會禮物拍賣，

共籌募港幣$1,040 元。 

合共：港幣$1,740 元 

港幣$5,000元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獎學金 

12/2008聖誕聯歡會禮物拍賣 

籌募獎學金 



 人物專訪 - 梁廣宏副校長 
9 月榮休 

       相信不少校友也得悉梁廣宏副校長， 將於 2009 年 

9 月份正式榮休的消息；就此， 身兼校友會幹事、 

也曾是梁副校學生之一的黃禮楊師兄， 特別代表校 

友會邀請了梁副校接受添訊(校友會通訊)的訪問。  

     

        不是每位校友都知道， 張明添中學與陳兆民中學， 曾經共用一個校舍， 兩校師生共同相處了一段時間，梁副校提

到這段「特別」的日子，相信也會令黃禮揚師兄，及其他有幸經歷過這「借校」階段的師兄師姊們十分懷念。 

 

此志不渝 

        不覺間， 梁副校已在張明添中學渡過了 34 個寒暑， 在教學生涯中， 

梁副校與其他教師同樣覺得 - 能見證著學生不斷成長， 並在社會上有所貢

獻 ，便是老師們 感到欣慰的事情 。 

 

        雖然教學多年，但提到他曾經任教的學生， 畢業多年後， 在傾談中提

及當年他課堂中的說話言猶在耳， 當時教學情景印象猶新， 他不諱言對於

學生能夠受到自己的影響， 他感到非常高興， 但還是有點戰戰兢兢， 仿似

深怕未有做好每一分鐘而影響深遠…… 

 

        被問及以教學作為終生職業， 可有一刻曾作它選的念頭？ 他坦言教學是他的理想， 他回憶道：「我也遇過不少影

響著自己生命的老師。」「時至今日，仍然十分享受教學的生活。」他對這份職業， 可謂此志不渝！ 

 

「張明添環山跑精神」 

        提到母校的人與事， 他覺得「環山跑」活動與張明添

中學， 在師生心目中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這個活動同時

培養及反映了同學那份堅持不屈的 鬥志； 然而這份鬥

志， 在近年同學身上， 已相對罕見。 

 

學習態度 

        談到工作方面，  梁副校坦然縱使面對著近年來課程

不斷更新， 工作量日益繁重，  然而對於他本人來說， 

困難的地方， 莫過於如何提升同學的學習情緒， 改善大

部份同學在學習上的態度； 但是從言談間， 仍能感受到

他的堅持，他相信只要付出更多時間與耐心， 這情況一

定能夠改善。 

 

 

 

 

 



 

阿堅與阿勇的故事 

        即將離開一所任教多年的學校， 他感到不捨， 特別是與同學的關係， 相信同

學及校友們也有同感吧！ 對於很多他曾任教的同學， 印象仍十分深刻， 以下他為

我們分享了兩個校友的學習例子， 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啟發。 

        想當年……要升讀中六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有一位同學(小師妹稱他阿

堅) ， 雖然考獲兩科 A 級成績 - 中文及中國文學， 而在其他科目也合格的情況下， 

仍只能重讀中五， 但他沒有氣餒， 依然堅持， 終可以在母校升讀中六， 繼而

進入大學。 

 

        而另一位同學(小師妹稱他阿勇)， 則未能考獲重讀中五

門檻的分數， 但當時踫巧有其他同學臨時退學， 而獲得回校

重讀中五的機會， 可是阿勇對於梁副校的邀請十分猶疑， 阿

勇表示即使能重讀中五， 也沒有信心重考成績能令他升讀

中六呢， 他希望將這個難得的機會， 讓予成績較理想的同

學。 在梁副校不斷鼓勵下，阿勇終於拿出勇氣， 面對自己， 

並承諾會加倍努力。 同樣地， 阿勇在重讀中五這一年， 有

著顯著的進步， 而成功升讀中六， 而且成績斐然， 順利進

入大學。 阿堅及阿勇的故事， 實在值得大家借鏡。 

 

 

 

學習可以愉快，成功必須下苦工 

        後， 梁副校以「學習可以愉快，但成功必須要下苦工」來勉勵

大家。 他覺得張明添中學歷年來不斷改善， 包括校舍及設備各方面；

他除了寄望學校能夠在軟件方面有更大的提升外， 他還知道學校裏面

有著很多很關愛學生的好老師， 而大部份同學都是努力的， 只是未能

掌握到方法而已。 只要大家能夠繼續努力， 一定可以有更大的進步。 

        相信梁副校除了是黃禮楊師兄心目中的一位好老師之外， 也是大

家認同的好老師。 只要有老師的鼓勵及關愛， 學生一定有機會將潛力

發揮。 我們深信繼續正面以生命影響生命， 「環山跑的精神」將得以

發揮， 而且會有更多阿堅及阿勇的故事出現。 

 

退休後的生活 

        梁副校透露他對於退休後的生活， 尚未有太多的計劃， 估計到時會繼續參與教會中有關教育方面的義務工作， 並

希望多抽時間陪伴家人及旅行。 

 

後記 

        小師妹有幸在 8 年前， 同樣為校友會通訊訪問了梁副校， 在兩次訪問當中， 不難發現他對教學的熱誠及對學生的

關愛， 以及對校友會的支持， 並沒有因為歲月而減退， 我們相信在往後的校友會活動， 仍然會繼續得到他的支持及出

席。 

       在此， 謹代表校友會感謝梁副校多年來給予校友會的支持及各方面的寶貴意見， 並祝福梁副校退休後生活愉快，身

心康泰！ 

      全文完 

                    採訪：黃禮揚 2009 年 5 月 14 日  撰文：小師妹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 

 

20/12/2008 聖誕聯歡會 

本會動態 (一) 

老師校友

也瘋狂 

美味自助餐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 

14/3/2009 參加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

中學校友會運動同樂日 

● 當天有十六位校友參加友誼賽 

● 全體替兩位校友慶祝壽辰 

● ISAC 校友更從球賽中重拾青春 

2 

本會動態 (二) 

ISAC 是三分皇 

與李潤田紀念中學校友合照 

張明添中學校友會—籃球組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 

19/4/2009 荔枝窩~吉澳~鴨洲海鮮宴

一天遊 

本會動態 (三)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 

19/4/2009 荔枝窩~吉澳~鴨洲海鮮宴

一天遊 

本會動態 (三)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友會—足球組 

6/12/2008 球類活動同樂日 

4/3/2009 2009 第一戰 

10/6/2009 2009 第二次大戰 

 

8/2/2009 校友參加渣打馬拉松 

本會動態 (四) (五) 開波前校友替

會長慶祝壽辰 

二千年代 

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師兄，你們快點歸隊。 

希望大家一起參加2010年

渣打馬拉松10公里項目。 

8/2/2009 校友參加渣打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