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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當我們著手編纂這本特刊時，只覺千頭萬緒，不知從何開始梳理。四十年，可不是一段短時

間，面對浩如煙海的發黃文獻，只有相對無言，輕嘆一聲：「開始吧！」 

 

  手上的發黃文獻，塵封照片，全是珍貴的記憶，怎樣取捨，又是另一個問題。大刀闊斧吧？

又恐怕會有滄海遺珠；全數保留吧？又恐怕成品蕪雜冗長。又一個令人費煞思量的疑難。 

 

  編纂的開始是困難的，但編纂的過程卻是令人感慨良多。篩選資料的過程，就像撫摸著一段

四十年的珍貴時光，一幕幕令人動容的片段盡現眼前，往昔的辛勤拓荒，今朝的纍纍碩果，全靠無

數人的無私付出。張振興伉儷偉大的捐獻，喇沙會修士的辦學熱誠，老師、同學、職工、校友、家

長的無數血汗，才能建構出張振興四十年的輝煌。 

 

  希望這本特刊能讓大家找回昔日在張振興的日子，並讓我們能重溫歷史，步武前人的足跡，

展望未來的發展，為張振興寫下更多的十年。 

顧問：李兆華校長、前任校長何江顯先生、周樹偉副校長 

編輯小組：李金霞老師、鄭惠英老師、鄭崢嶸老師、何慧蓮老師 

﹙教學助理﹚黃志敏小姐、周亮興先生、鄭春惠小姐 

封面設計及排版：劉苑鳴小姐、李志恆先生﹙2008 年中七畢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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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校歌、校徽       
本校以信德熱誠為辦學宗旨，本著基督及會祖聖若翰喇沙的仁愛精神，推行人文和

基督教育，以 「 行健自強 」為訓，建立真誠、開放、積極的校園文化，勗勉學生

在學習及工作上追求卓越，培育學生忠誠、廉潔的德行，並推動學生發展五育及開

拓個人潛能，服務社會，建立和平與正義的世界。 

Based on our Christian belief and the LaSallian Spirit ‘Faith and Zeal’ ren-

dered to us by our forefather S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our vision is to pro-

vide a human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With the motto ‘Labore et Virtute’, 

we intend to cultivate in our campus an ambience of sincerity, openness and 

enthusiasm; instill in students a sense of loyalty and integrity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virtues and individual potential so that our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strive for the best in their pursuit of work and studies, serve the 

community and create a world of peace and justice. 

 

辦學使命 (School Mission) 

本校的使命是向學生傳授人文和基督教育，幫助青少年學會學習，並與人和睦相

處，更培育他們成為正直不阿的善人。 

To impart a Human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to those entrusted to our care. To 

help our students: to learn how to learn, to develop themselves fully as per-

sons of integrity, and to learn to live as brothers and sisters. 

 

校訓 (School Mo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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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Patron of All Teachers 



 

Sain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Patron of All Teachers 

The 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 were founded by S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In Hong Kong, the brothers have established five secondary schools, three pri-

mary schools and one kindergarten.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is one of the five sec-

ondary schools.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was born on the 30th April, 1651, in the town of 

Rheims in France. He was the eldest of eleven children. As a magistrate, his father 

was rich enough to send him to school. John Baptist was intelligent and hardworking, 

and he obtained his Master’s degree when he was eighteen. 

 

Like most parents, the father of John Baptist expected his son to become a law-

yer like himself. However, John Baptist had decided to become a priest at the early 

age of eleven. Since his parents were very good Catholics, they were happy with his 

choice. After many years of study in the seminary, a place for training young men to 

become priests, the Bishop ordained him a priest when he was twenty seven on 9th 

April, 1678. 

 

When he was performing his duties as a priest, John Baptist met many poor 

children who never went to school. They wandered in the streets and became mis-

chievous, unruly or even bad. He pitied them and made up his mind to help them by 

setting up schools for the miserable children. 

 

ln his schools, the children were taught not only how to read and write, but also 

good manners and above all to pray and live their Catholic faith. These children soon 

behaved like “gentlemen”. His good work attracted not only more children who 

needed help, but also men who wished to help him. These so called teachers had no 

training and so John Baptist invited them to join him, to live and pray together so as 

to strengthen their faith and confidence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work. This was 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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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w years later at the suggestion of John Baptist the group promised to stay 

together and called themselves 'Brothers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 now better known 

as ‘de La Salle Brothers’. This was the genesis of a group of men whose main aim is 

the Christian Education of Youth. Little did John Baptist realize that this small and 

humble beginning would later gradually expand through the centuries, for today 

there are about 9000 Brothers running schools of various types and sizes in some 7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Asia, the Brothers have establishments in Burma, Cambo-

dia, India, Japan, Malaysia, Pakistan,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Sri Lanka, Thailand, 

Vietnam and Hong Kong. The principles in education and methodology conceived by 

John Baptist three centuries ago are still valid and are in use today. 

 

When he was on his death-bed, John Baptist reminded the Brothers to be men 

of faith in God and to remain faithful to their vocation and their mission of Christian 

Education. He died on the 7th of April, 1719. As he had lived his Catholic faith and 

practised God’s commandments of love so perfectly, the Catholic Church honored 

him with title of ‘Saint’ in1900. Since then he has been called ‘Sain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In 1951 he was proclaimed ‘Patron of all teachers’ by Pope Pius XII. 

 

The above is a very short and simplified account of a man who, motivated by 

LOVE, sacrificed riches and honour in order to help the poor through service of edu-

cation of youth. Because of his Christian Love and self-sacrifice, millions of children 

throughout the world have the opportunity and blessing to benefit from a sound 

moral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The 15th of May is traditionally the Feast of S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On this 

day, or whichever day the school chooses, we wish to recapture his ‘Spirit’ namely 

the 'La Sallian Spirit' which is the distinctive mark not only of Chong Gene Hang Col-

lege, but also of all the Brothers’ Schools throughout the world, 

 

S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Pray for us! 

Live Jesus in our Hearts, Forever! 

 

Sain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Patron of Al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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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History       

Mr. Chong Gene Hang was born in Kwangtung Province. In the mid-1920s, he joined his brother 

in America in the laundry business. Later he set up his own laundry business in Boston where he 

worked extremely hard, lived simply and saved every dollar he could. He returned to Hong Kong 

in 1968, and a year later his wife died. Her last wish, approved and supported by her husband, 

was that their life's savings should be devoted to education -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hool, if 

possible, where children would be given an education which he himself had not been privileged 

to receive.  

 

He contacted Mr. Albert C. C. Lam, J.P., City District Officer, Mongkok, who referred the matter 

to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Mr. W. McGregor, J.P., Assistant Director of Education, proposed 

St. Joseph's College, as the Christian Brothers were then planning the building of a school in a 

poor area that was very much what Mr. and Mrs. Chong had in mind and because work on the 

site was due to begin. After hearing Mr. Chong's story and after assuring that Mr. Chong was 

amply provided for and that his daughter and son-in-law agreed with his wishes, it was decided 

to draw up an agreement which stated that Mr. Chong Gene Hang would contribute the sum of 

$500,000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econdary school in Chaiwan, to be named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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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Rev. Brother Patrick Tierney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40th Anniversary 

 

Forty years ago the district of Chaiwan was like an infant growing. It 

was beginning a new life as a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estate. Its 

children were crying out for loc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or else they 

would have to travel, perhaps long distances. The trams did not reach 

Chaiwan and there was no railway system there.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is the youngest Secondary School run by 

the De La Salle Brothers in Hong Kong. It is situated in Chaiwan on 

Hong Kong Island and opened its doors in 1971 to serve boys living in 

the resettlement estates and squatter huts nearby. Many of these had 

fled from China during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llege 

was the first secondary school to open in the area.  

 

The pioneer Brothers and staff had to work in less than salubrious 

surroundings. Amenities were few and transport inadequate. Squatter 

huts dotted the steep hillsides. Parents had to work hard to make ends 

meet. Yet they turned out their children beautifully for school. 

 

Through a series of fortunate events in the late 60’s, the De La Salle 

Brothers came into contact with Mr. and Mrs. Chong Gene Hang and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The history of the school is interesting, 

from the day Mr. Chong handed over a cheque for $500,000 to Brother 

Message from Rev. Brother Patrick,  Director of La Salle Brother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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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onsus Breen, to the schools’ first classes on the top floor of St Joseph’s Pri-

mary School to the present well appointed campus.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holds the distinction of being the first secondary school in Chaiwan. 

 

Another interesting feature of the school is that in the last 40 years there have 

only been five Principals, Brother Brendan, Brother Lawrence, Mr. Frederick 

Kwok, Mr. Ho Kong Hin and Mr. Li Siu Wah. And when you celebrate your 

Golden Jubilee in ten years time we hope that number will not have changed. 

Such continuity in administration has given a certain stability and security 

to the school.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the first Principal, Brother Brendan Dunne, set the 

ton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He wanted the school to be a happy place, a real 

second home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quality of personal relation-

ships mattered much to him. And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id not let him down. There will always be challenges and some dis-

appointments but the overall tone of friendly relations remains. 

 

What of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today? These are still challenging times, not 

least because of the drastic fall in the Hong Kong birth rate. The school man-

agement and staff will have to work as hard as ever. May their dedication and 

hard work reap a rich reward and may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continue to 

prosper in the years ahead. 

 

S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 pray for us. 

Message from Rev. Brother Patrick,  Director of La Salle Brother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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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Ex-Supervisor -   Rev. Brother Lawrence  Blake 



This year is a special one for all at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and 

for its past students. It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school (by Bro. Brendan) and therefore this magazine in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 a journey spanning 40 eventful years. Special 

mention must be made of Mr. Chong Gene Hang who donated very 

generously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and furnishing of the school. 

 

The history of the school is recorded elsewhere in this special issue 

and so there is no need to elaborate here. 

 

If the celeb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is to be really meaningful it 

must involve more than organizing elaborate functions. It is above all 

a time of reflection on what we have inherited and our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We look back to the founder and all the dedicated teachers 

and co-workers who have given a large part of their life to the build-

ing-up of the school. We thank God for their vision, their dedication 

to duty and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of their 

students.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them, to our alumni who have al-

ways supported the school, to the parents of our boys who are very co

-operative and to all our friends. 

Message from the Ex-Supervisor -   Rev. Brother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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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40th Anniversary marks not only the end of 40 years but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40 years. Our dwelling on the past 

is fruitless unless 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and 

plan for the future more wisely. We have inherited limited 

physical asset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have inherited tradi-

tions and values that are timeless; a warm friendly atmos-

phere, respect for all persons, dedication to duty, personal dis-

cipline, solidarity, loyalty, a spirit of service to our students 

and to their parents. Our respect for everyone i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faith which tells us that every person is a child of god. 

 

We congratulate the teacher-advisors and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is special issue on its production. They have faced the 

challenge of working and co-operating as a team; negotiating 

printing contracts, looking for advertisements, editing reports, 

proof reading articles and photos, etc. Producing a magazine is 

a major exercise in responsibility, co-operation and persever-

ance, and is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for all concerned. Hearty 

congratulations for a job well-done. 

Message from the Ex-Supervisor -   Rev. Brother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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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Supervisor  —  Mr. Frederick Kwok   



 
 On 22nd January, 2011, the celeb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will be at a climax.  With reference to our brother schools St. Joseph’s College and La 
Salle College,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is still relatively young.  However,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I should like to share with all of you the extraordinary accomplishments of our 
graduates who serve as professors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of the world.  The list is illustrative 
but by no means exhaustive!. 
 

 (1) To begin with , Doctor Chan Kay Sheung ( 陳基湘 1983) is a Professor and Deputy 

Director for the Stanley Ho Centre for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Medical Fac-
ult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appears frequently on television to 
advise citizens how to avoid infectious diseases. 

 (2) His former classmate, Doctor Chan Lap Ki ( 陳立基 1981) on the other hand, is a 

Professor and Assistant Dean of Li Ka Shing Faculty of Medicin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f your son or daughter has been admitted to a place in the Medical Fac-
ulty, do pay Professor Chan a visit and say hello. 

 (3) Wong Kun Chun ( 黃根春 1980) has been the Department Head and at present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has kindly donated scholarships to the most improved students in each 
Form of our College.  He was once our Guest-of-Honour in a Prize-giving Day. 

 (4) Wong Chi Yun ( 黃志恩 1976) is a Professor in the Hotel and Tourism Department 

i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e is working for tourism, a booming industry 
of Hong Kong. 

 (5) Chan Kam Tong ( 陳錦棠 1978) is a classmate of Wong Chi Yan and is an Associ-

ate Professor of Applied Sociology in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Both belong to 
the first group of students admitted to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and had to study 
Form 1 in the school premises of St. Joseph’s Primary School in 1971. 

 (6) Hung Keung ( 洪強 1990) is a Professor i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is himself an artist.  He frequently returns to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and helps 
to train the students. He encourages them at inter-school exhibitions such as ART FO-
CUS. We are very impress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ike!  No wonder the public ex-
amination performance in Fine Art of our students is spectacular. In fact he once drew 
a portrait of my humble self at school! 

 (7) Au Chi Kin ( 區志堅 1985) is a Senior Lecturer of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8) Lee Wang Fat ( 李宏發 1999) is a Lecturer of the Applied Science Department in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9) Pang Kwan Nang ( 彭君能 2000) is an Assistant Lecturer of the Earth Science De-

partment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ssage from the Supervisor  —  Mr. Frederick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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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heng Chung Tai ( 鄭松泰 2002) is a Doctor of Philosophy of the University of Beijing and is an Assis-

tant Lecturer of Sociology in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11) Benson Wong is an Assistant Lecturer in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12) Philip Chan has finished his course in Computer in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and is at present a Profes-

sor. 
 
 Apart from University Professors, a number of medical doctors came to my mind.  They include Doctor Mo 
Ka Keung, Doctor Leung Chuen Kwok, Doctor Lam Ying, Doctor Lau Woon Chung, Doctor Lam Lim, Doctor Ko Yuen, 
Doctor Lam Yui,  Doctor Yam Cheong Fat, Doctor Wong Chi Tak and others. 
 

Siu Kin Wah, Lee Kai Ming and Kwok Tin Wah and others are dentists who run their own dental clinics while 
some of them work in the Government dental clinic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The aforementioned alumni give us some ideas of how successful our students are.  In fact, they are often 
talented in all walks of life.  Ling Kam Tong, the Chairman of the Alumni Association, besides being a Chartered 
Accountant, is also a part-time Lecturer in the Wuhan University of China! 
 
 Our students do not only excel in erudition but are also potent in sports and extracurricular aspects. Yau Kin 
Wai was the Captain of the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Football Teams and is now a Cable TV star while Tam Wai 
Yeung is an outstanding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Basketball Team.  Last year, our school enjoyed a windswept 
victory in the A-grade Inter-school Sprint Running Competitions and set a new record for the 4 x 100 m relay 
event.  Ng Ka Fung individually won three gold medals. Lee Yat Kam broke the Discus-throwing record in the Inter-
school Field Competitions. 
 

There are over 50 large-scale clubs at school.  The students have won numerous medals and awards in inter-
school competitions. To name a few, last year they got  champion in Basketball (Div. II), gold medals in 2 Fencing 
events, gold medal in cello performance, 6 outstanding awards for Chinese drama performance and 7 awards for 
English Drama performance with the latter being invited for public performance . For the current school year, they 
captured champion in B-grade Table-tennis, champion in A-grade Handball (Div. III), 2nd Runner-up in A-grade Bas-
ketball (Div. I), silver medal in fencing, silver medal in karate, gold medal in swimming and gold medal in Chinese 
verse-speaking competition and awards in the HK School Speech Festival. 
 
 I sh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dedication of our devoted teachers who 
frequently spend their own free time in giving extra lessons and drilling to the students.  I thank the teachers of 
the Junior Forms for the good foundation they have laid, and all the Senior Form teachers especially Mr. Ho Kam 
Wing and Mr. Sze Shiu Yik for their unparallelled sprightliness and vigor in teaching the boys for over 35 years. 
Eventually, I extend my heartiest appreciation to our Principal, Mr. Li Siu Wah, as the success of the graduates is 
greatly indebted to his invaluable guidance and endless support!  I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tale of the academic 
and extracurricular triumph of our school shall never cease! 

Message from the Supervisor  —  Mr. Frederick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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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 李兆華校長   

張振興先生在一九七一年奠基典禮上致辭時曾說：「本人不辭勞苦，日以繼

夜，努力學習，勤懇工作，一方面是為了充實自己，另一方面是以求適應環境。然

而在此過程中，本人深切體會到學問的重要與可貴，因而立志將所得的血汗積蓄，

用諸興學，為後世兒童之教育而努力。」我們深深感謝張振興先生的無私奉獻，對

教育下一代的理想，他的精神是中國傳統崇高理想的表現，亦為我們師生帶來啓示

和範例。 

 

張振興伉儷書院成立至今，轉瞬間已步入第四十個年頭。眾所周知，「十年

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畢竟是需要持久及耐心的百年大業。在這四十年來，我們

見證着教育改革以至社會變化帶來的各種挑戰，但學校仍堅持着我們的教育理念，

緊守着自己的崗位，希望能培育我們的下一代。 

 

由創校至今我們都秉承着喇沙修士會「信德熱誠」的辦學理念，以「行健自

強」為訓，鼓勵學生在學習及工作上追求卓越，培養良好的德行。今天畢業同學能

有所成就，貢獻社會，實有賴喇沙修士多年來對我們的照顧和督促。我們的創校校

長白蘭登修士為學校打下良好的根基，播下最好的種子。羅倫修士、郭樹業校長及

何江顯校長一直以培育下一代為己任，為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念，培養他們成為

良好的公民、社會的棟樑。而張振興伉儷書院今天能朝著優質學校的方向邁進，必

須多謝各位前任校長的努力和英明領導。 

 

白蘭登修士強調：「學校是為同學而興建，但只有優良的老師及其優質教學

才能讓這些種子茁壯成長。」張振興伉儷書院就是有著一個優秀的老師團隊，藉著

他們無比的熱誠、善意的執著、無限的愛心和親切的關懷，春風化雨，作育菁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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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 李兆華校長   

在我們同學教育及成長的路途上作出偉大的奉獻。 

 

回顧過往近四十年的光陰，我們培育了不少人才，同學們勤奮向上，積極

進取的精神，畢業後在各行各業均能發揮潛能，各展所長。他們更飲水思源，不

斷回饋母校。我們尤其是感謝舊生會對學校所作的貢獻，例如提供資源、回校與

師弟妹分享經驗、為學校服務等。同時我們亦感謝家長教師會及外間友好對張振

興伉儷書院多年來的幫忙和鼓勵。 

 

適逢本年為本校四十周年校慶，校方將由九月起舉辦一連串校慶活動，包

括步行籌款、開放日、名人講座、校慶晚宴、美術展覽及綜合晚會等。我們希望

藉此機會不單讓老師、校友、家長及學生能聚首一堂，細說往事，而且亦展現同

學在不同時期及不同領域的成就。我們的校慶主題為「千流會壑，桃李成蔭」，

其意義就是藉著我校人材薈萃，希望能凝聚各方力量，指導及引領我們在校的同

學，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繼續將學校各項卓越成就承傳下去。 

 

在此，但願全校上下攜手同心，眾志成城迎向未來，一同為學校下一個十

年而努力，繼續黽勉以赴，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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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聯 — 前任校長何江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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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思源—張振興伉儷 



永遠的思念 

張振興伉儷 

飲水思源 - 張振興伉儷 

27 



無私奉獻— 

支票捐贈儀式 

飲水思源 - 張振興伉儷 

日期：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 

地點： 聖若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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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從今起－  

奠基典禮 

飲水思源 - 張振興伉儷 

Very Rev. Bro. Michael Jacques F.S.C 

(Assistant Sup. General for Asia) 

speaks during the ceremony. 
Rev. Bro. Alphonsus,  

speaks during the ceremony. 
Father S. Edmonds, M.M.,  

blesses the Stone 

「今日是本人一生中最歡喜的日子。」 

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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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思源 - 張振興伉儷 

錄自 明報副刊  二零零二年七月四日 

錄自 華僑日報  一九七一年一月廿六日 

錄自 星島日報  一九七一年一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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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剖白 

飲水思源 - 張振興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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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振興後人 

到訪學校 

故人之後－ 

二零一零年 

五月十三日 

探訪張蓉女士 

(張振興伉儷之女兒) 

飲水思源 - 張振興伉儷 

 

張蓉女士 

合家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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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思源 - 張振興伉儷 

林志釗太平紳士(右三)追

述四十多年前與張振興

先生安排捐款等往事，

對張先生之嘉言懿行，

記憶猶新。  

張振興伉儷現安葬於荃灣華人

永遠墳場。墓前之對聯「振作

屹 立 千 秋 業，興 盛 永 留 萬 古

名」，正是伉儷之最佳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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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白蘭登修士、文顯榮神父       



高山仰止 – 白蘭登修士 

我校創校校長，關顧師生，和藹親民，

樹楷模，立典範，是偉大的拓荒者。 

一九九八年三月去世。 

白蘭登修士 (Rev. Bro. Bren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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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 – 白蘭登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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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 – 白蘭登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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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 – 文顯榮神父 

自一九五二年開始出任柴灣海星堂

主任司鐸，數十年來在這貧瘠的一

隅默默牧愛著最需要照顧的一群。

二零零五年十月去世。 

文顯榮神父 (Father Edmonds) 

一九七一年於我校奠基典禮負責祝聖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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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仰止 – 文顯榮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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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 歷任校長 



歷任校長 - Rev. Brother Brendan Dunne 

任期： 1971-1979 < 第一任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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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 Rev. Brother Brendan Du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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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 Rev. Brother Brendan Du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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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 Rev. Brother Lawrence Blake 

任期： 1979-1987 < 第二任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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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 Rev. Brother Lawrence B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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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 郭樹業校長 

任期： 1987-1995 

< 第三任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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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 郭樹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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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 何江顯校長  

任期： 1995-2007 

< 第四任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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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 何江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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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 李兆華校長 

任期： 2007 至今 

< 第五任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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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任校長 - 李兆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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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今追昔—校舍變遷 



撫今追昔 - 校舍變遷 

 

六樓愛心樓 

擴建工程 

(一九八八年) 

解決課室數目不足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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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今追昔 - 校舍變遷 

 

健身室 

改建工程 

(一九九五年) 

再不懼風吹雨打 

更有舒適的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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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今追昔 - 校舍變遷 

 

禮堂安裝冷氣及 

操場改建工程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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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今追昔 - 校舍變遷 

 

禮堂安裝冷氣及 

操場改建工程 

(一九九九至 

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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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今追昔 - 校舍變遷 

圖書館 

擴建工程 

(二零零四年) 

二千年十一月圖書館 

全面電腦化後又邁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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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今追昔 - 校舍變遷 

校
舍
擴
建
工
程 

 
(

二
零
零
四 

–
 

二
零
零
五
年)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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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今追昔 - 校舍變遷 

最難忘的樓梯。 
在這裏，有多少「偷渡客」的足跡？ 

59 

校舍擴建 

(SIP 工程) 

(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 



撫今追昔 - 校舍變遷 

校務處與電梯大堂 

變身為寬敞的會議室  

60 



撫今追昔 - 校舍變遷 

 

巍峨聳立的 

校舍新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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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里程—周年紀念 



輝煌里程 - 十周年紀念 

主禮嘉賓：助理教育署長 Mr.Reev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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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里程 - 二十周年紀念 

 

主禮嘉賓： 

教育署署長 李越挺太平紳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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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里程 - 二十五周年紀念 

主禮嘉賓：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程介明教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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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里程 - 三十周年紀念 

 

主禮嘉賓： 

教育署副署長  

湯啟康太平紳士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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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里程 - 三十五周年紀念 

主禮嘉賓： 

香港喇沙修士會會長 

Rev. Brother Patrick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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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里程 - 三十五周年紀念 

 

舊生回饋： 

教室命名儀式 

凌錦棠室(5A 課室) 

68 

文乃森室(生物實驗室) 

舊生會室 

萬順室 

(多用途學習室) 



顯赫成就 



顯赫成就 - 文學 

文學 

「千禧中國文學狀元獎」 

姓名：蕭勁鍾 

獎項：一等獎 (獎金港幣一仟元正) 

70 

九七迎回歸 

全港中小學文學美術創作比賽 

教育署、香港文匯報主辦 



顯赫成就 - 玫瑰盃 

四奪體育最佳進步獎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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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赫成就 - 最佳運動員 

前無古人－ 

譚偉洋校友 

四奪學界最佳男運動員獎 

（1999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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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赫成就 - 戲劇 

 

我校於 2002 年 

獲頒「戲劇教育發展獎」 
 

戲劇 

手持獎項的振興 King Sir 

(黃煒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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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心蕙質—振興女生 



蘭心蕙質 - 振興女生 

錄自 93-94 年度校刊 

錄自 95-96 年度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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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心蕙質 - 振興女生 

 

我校自一九八六年開始於中六級

錄取女生，至二零一零年，共

25 屆。四分一個世紀以來，喜

見片片璞玉，經兩年的琢磨，於

離去時，竟有淡淡沁人瑛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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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心蕙質 - 振興女生 

一九八六年首屆女生(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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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心蕙質 - 振興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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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心蕙質 - 振興女生 

最後一屆女生 

為我校錄取女生畫上完美句

號的一群。 

二零一零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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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不棄—永遠的伙伴 



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喇
沙
會 

喇沙會 

修士到訪 

一九九一年 

Brother Gerard and  

Brother Joseph 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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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喇
沙
會 

Brother Victor Franco

於二零零四年到訪 

Brother John 於一九八八年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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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喇
沙
會 

亞太區喇沙教育工作者議會 (APLEC) 

(一九九八年香港舉行) 

APLEC 成員到訪 

(一九九八年) 

喇沙會教育議會(LEC)成員與喇沙會全體教師在培訓日完成後拍攝大合照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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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喇
沙
會 

二零一零年 

Superior General  

Bro. Alvaro 來港 

喇沙同寅共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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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
沙
會 

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85 

香港喇沙會教育議會 

(Hong Kong Lasallian  

Education Council, LEC) 

成員到訪 (二零零六年) 



喇沙青年運動 (APLYC) 

  APLYC Participants 

 

APLYC 年份 日期 地點 

4 1996 8-15/12 馬來西亞 

5 1999 24/7-1/8 斯里蘭卡 

6 2001 17-21/12 悉尼 

7 2004 11-18/12 香港 

8 2007 3-7/12 新加坡 

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喇
沙
會 

喇
沙
精
神
的 

承
傳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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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母校的點滴回憶 

 

  當年的一塊爛地！從柴灣道第一段下車，還要走十五分鐘的山路及

爛路。經過洗衣房，然後是一間新建的警署，才到明德小學前的大排

檔。在那裡有很便宜實惠的早餐！有火腿蛋三文治、奶茶、叉燒包和大

大個的雞包，還有一盅盅的排骨飯、雞飯。 

 

  我們的母校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一個爛地盤。1971 年的暑假，我

小學畢業。小學會考派到一間資助學校，學費才每月$36。對於一個住在

西營盤的小學生，張振興伉儷書院是什麼，根本就一點概念都沒有。但

既來之則安之。在知道前往獲派的學校就活像去旅行一樣時，心想就去

看看吧！當時，已經是七月了，但為什麼學校仍是一個爛地盤？不是九

月就要接收我這個中一新生嗎？後來才知中一新學年要在灣仔的聖若瑟

小學上課。不經不覺，原來，我們的母校已是 40 周年了！一塊這樣的爛

地盤，造就了，養育了，張振興伉儷書院 40 年來 8,000 多個同學！ 

 

  我現在還是歷歷在目的就是當時第一任校長，我們的一位慈愛老

人—— Brother Brendan 白蘭登修士。正當 Miss Chu, 古 Sir 忙著替我

們登記和分班時，他在我們這二百多個剛剛升讀中一的小孩子面前和我

們每一個聊天。那時，有些同學的英文好一點的，夠膽和他對話的便多

說幾句。不夠膽的就少聊兩句。但他又會用不鹹不淡的廣東話把我們穩

住了！ 

 

  幾個星期前，當舊生會舉行今年的周年聚餐時，我們這班「天台中

學」的學生和朱老師還來一張大合照。因為，當年還有天台小學，但

「天台中學」我想我們應該是唯一的一班吧！ 

 

  現在的張振興學校已經不祇是這班小學生當年祈望的一間新中學，

而是很多老同學的子女上學的學校了！我們的第二代都有很多是在他們

爸爸的母校上課的！祇有學校才是「百年樹人」的地方！ 

 

凌錦棠 

張振興伉儷書院舊生會主席 

畢業年份： 1976 年 

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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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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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勉勵 

 

  四十年的教育耕耘並不短，張振興伉儷書院在培育人材方面實在貢獻良多。 

 

  本校家長教師會成立至今己踏進第十八個學年，一同與張振興伉儷書院共同成長，協助學

校推行活動，為發展本港教育出一分力。學校所屬教會—喇沙修士會是為推行全民教育來到香

港辦學，本校秉承喇沙會修士的精神，「有教無類」，更以運動的精神來啟發學生的學習潛

能，學校為達到培育不同人材和發掘學生的不同潛能，課外活動涵蓋面極其廣闊，務使學生在

多元化的學校活動中能找到自己的興趣，投入參加學習，從而提升對學術的追求態度。 

 

  本來，家長在學校的角色只是「客人」一名。自成立家教會後，想不到學校的開明政策，

使家長也成了「自家人」，有機會了解學校教育理念和目標。家教會還起着連接家庭和學校的

橋樑，也協助學校推行活動，一起為教育下一代而獻出一分力。尤其每學年的「親子閱讀計

劃」，得到很多家長到校協助進行活動，並抽空參與各項活動和出席常務會議，可見家長們對

學校的支持，十分「自家人」。 

 

  在過往四十年，歷任校監、校長和教師們都能無

私教導 ，諄諄善誘 ，教學誠懇，實踐全人教育理念。

我相信憑著全體團隊精神，加上校友和家長的襄助，

定能致力為社會培育德學兼備的未來社會棟樑。 

 

  在此，本人謹代表家長教師會祝賀學校不但有四

十周年紀念，還有八十周年，一百二十周年.......將喇沙

修士會的辦學精神一直薪火相傳下去，桃李滿門，活

水長流，生生不息。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陳淑英 

二零一零年 

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家
教
會 

90 



  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伉儷書院—在小六選校名單中，一所不太熟悉的學

校，只能從坊間稍稍認識它。 
 

 

  小六派位當日，收到結果，馬上帶孩子到校一遊。門旁值班是一位友善的校

工，我們表明來意後，便踏進陌生的校園。從高處下望操場，只見一大群學兄在

擺陣，聽說是拍硬照，旁邊有工作人員指導。其中我較有印象的是一位態度親

切，面帶笑容，與學生有說有笑的人士，細問下原來是我校李兆華校長，心裡不

禁放下疑慮。 
 

 

  大半年的校園生活，我的孩子由膽怯依賴變得獨立處事，由被動變得主動參

與課外活動，由一般學習動機變得認真被肯定的小伙子，

這一切一切有賴學校的校長、副校長、訓導主任、班主

任、各科任老師及社工的接納、支持和鼓勵，才有這顯著

成果。孩子入對了學校，在這裏令他能發揮所長，肯定自

我，在自信中成長。 
 

 

  作為家長的我，較欣賞校方的開明，體恤學生的頑

皮，也讓他們認清責任，且鼓勵多方面嘗試，令學生得到

全方位學習的機會。家校合作方面，由於家教會會議歡迎

各家長列席旁聽和發表，這顯示出學校的誠意，願意與家

長溝通，了解學生及家長的需要，並讓他們明白學校的困

難，在互相體諒下締造「全校參與」的融合教育環境。 
 

 

  本年是張振興伉儷書院 40 周年校慶，在此謹向學校

致意，並祝校務蒸蒸日上，桃李滿門。恭喜﹗恭喜﹗ 
 

學生家長 陳婉玲女士 

( 中一甲 李韋男 ) 

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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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言感激 

「快快樂樂上中學」，一個暑期升中活動，把小兒(盧翊庭)和我都帶進入了張振興書

院的校園。讓小兒渡過七年的愉快，健康的成長期。 

 

首先，感謝學校在他最困難的時刻協助他。最難忘的就是他中五會考成績未如理想  

—只有十三分，最糟糕的是他中文科不及格，這正是他人生最沮喪、最挫敗、最焦急、

最徬徨失措的時刻。本來無緣在原校升讀中六，惟學校仍大膽無私地放棄取錄有二十多分

的外校生，卻給他一個充滿人情味的中六學位，讓他繼續升讀。 

 

另外，感謝友善、關懷學生的老師們。特別感激的是中五的班主任黃世堯老師、中

六的班主任李金霞老師。你們給予他全情投入的讀書態度，照顧他有如親兒子般的關心、

擔心和愛護，鼓勵他積極奮鬥並勇往直前。 

幸好，不負眾望的他，中七高考成績尚可，能在科技大學修讀他心儀的機械工程學

系。現正是大二級學生的他，還當上了學生會幹事呢。這一切的成績，非常感謝張振興的

老師們悉心教導和栽培。 

 

最後，再感謝學校把我和張振興的家長連繫在一起。在家長教師會裏我認識了一班

熱愛學校、熱愛家庭的良朋益友。我們共同開會，舉辦親子閱讀、旅行、燒烤晚會、講

座、參加進修學會，還有私人聚會。在這九年內，我的生活圈子擴闊了；知識豐富了；人

生多了姿彩；生活得更精彩更有意義。 

 

總而言之，「張振興」就是給了我一個溫暖家庭的感覺—無言感激！ 

07-08 年中七家長 

盧李明麗 

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家
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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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不棄 - 永遠的伙伴 

家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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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失莫忘—永不言倦的支援者 



 

實
驗
室
技
術
員 

莫失莫忘 - 永不言倦的支援者   

工友  

 

電
腦
支
援 

(左起) 岑寬華、羅志偉、楊葉舟 Peter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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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失莫忘 - 永不言倦的支援者   

校務處職員  

 社工陳曉芬 

 

社
工
陳
俊
華 

(左起) 蔡恒愉、黃志敏、周亮興、鄭春惠 

 教學助理 

(左起) 關秀芳、黎美華、麥翠華、何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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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姐       肥伯 
 

莫失莫忘 - 永不言倦的支援者   

祝
主
恩
常
偕 

二零一零年 

六月二十一日的歡聚 

辛
苦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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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榮休/離任老師心聲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長亭外，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輕輕陽關初唱 
作別芳菲滿園 
吐艷的杜鵑紫荊 
幽香的柚子白蘭 

修修綠竹 蓊蓊老橡 
終年鬱鬱的虬榕 
冬日禿禿的鳳凰 
還有那孕育千百嘎嘎鳴蜩的 

台灣相思 細葉合歡 
俱成為不能磨滅的憶記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悄悄陽關再唱 
作別巍巍黌舍 
永不用粉飾的磚牆 

沒盡頭的地窖長廊 
滿載吶喊歡呼 
但也摔破多少個膝頭的操場 
還有那已換掉石棉天花 

仍保持柚木地板 
不再如火爐般燠熱的禮堂 
都成為重聚時的美談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悠悠陽關三唱 
傾訴著不一樣的衷情 
不卑不亢 同砥礪 
不驕不餒 共崢嶸 
榮辱悲喜 紛繁瑣事 
譜成最跌宕的 
縈繞一生的樂章 
是苦是甜是酸是辣 

甘之如飴 無怨無悔 
我細啖每一個音符 
 
「一瓢濁酒盡餘歡 

今宵別夢寒……」 
唱不盡叠叠陽關 
訴不完幽幽情話 
如迴旋曲之裊裊 
三十四載暖暖 
如何能拋開放下 
像一隻不會斷線的風箏 
縱蹁躚於最遙遠的天際 

永遠的 
這片土地 才是 
我情所繫 我心所思 

二零零七年夏 

別何江顯校長 

100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前任副校長古建華老師 

 
A Zeal for Education – Labore et Virtute 
 
It all started with a telephone call on that lazy Sunday morning of Mothers’ 
Day in 1971: 
 

I picked up the phone reluctantly and heard a ―somewhat fa-
miliar‖ voice on the other side – speaking English.  That was 
unusual.   
 
―Are you Stephen Ku? Do you remember me? …‖.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someone must be making a joke, so 
I said with a rather stern voice, ―Don’t give me this crab, 
switch back to Cantonese please, your English is ugly with 
that Irish accent…‖ 
 
―Of course I’m Irish, I am Brother Brendan.  I’m calling to 
offer you a job in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our new school 
in Chaiwan….‖ 
 
Oh my God!  How could I have made a mistake like that?  
That familiar voice was my admirable School Principal in St. 
Joseph’s College whom I had known for years but had left for 
Borneo in 1965 when I was still in Form 4.  How could I…?  
 
For a moment I thought I was done.  But then Brother Bren-
dan laughed and said, ―Stephen, if you like to take the job, you 
need to start in early August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prepara-
tion to be done before school really operates…‖ 

 
So, that’s the little untold story of how I became a teacher and the very first 
staff member of CGHC 40 years ago.  There was no interview, no credential 
check, no contract, no nothing…  Just care and trust, the ingredients that 
bond the LaSallia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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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allian Spirit: Faith and Zeal 
 

The faith in the power of education to change people’s lives and enable them to ―reach the stars through hard work‖ keeps me 

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The zeal for sharing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with others has never diminished.  The excitement 
of seeing my students grow and excel through education has never ceased over the years. 

In 1988 I went to UK to finish my first degree in education.  During that year, I saw the weakness of those students from HK 
comparing to those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y lack creativity and the ability to articulate.  It made me realize the need for a 

change in the spoon-feeding learning style that was generally delivered in the HK classrooms.  Our students need to speak up 
more in class.   

 
When I resumed work in CGHC I tried my best to create scenarios for class discussions whenever it was possible.  I intro-

duced classes that required no examinations and tests, and students were graded based only on class participation and pro-

jects.   
In 1991, I enrolled in a Master degree program in HKU School of Education determined to be a more professional teacher.  I 

had many chances to share ideas with other educators.  We gathered that a reform in the curriculum was urgently needed.  
Students should be given more chances to develop their creativity and reasoning. 

In 1997, I left CGHC and moved to Minnesota, USA where I continued working as a high school teacher.  There I experi-
ence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lassroom culture; students are commonly skeptical and active in asking questions.  A ―class‖ is 

not a time of one-way lecture but a time of interactive dialogues.  Sometimes unexpected ―crazy‖ ideas were brought up and 
instigate active student discussions.  That is really enjoyable and challenging.  That is what I call real learning.  I further 

affirmed that my role is not to teach but to help students learn. 

Today I am still teaching in a high school.  I enjoy the curriculum, a curriculum that allows studen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to 
know who they are, to aware and care the world around them, what they are good at and understand the need to work hard to 

reach for their stars - ―ad astra per aspera.‖ 
 

Education reforms are taking place around the world.  In Hong Kong the Education Reform carried out since 2000 aims at 
nurturing students with the following qualities: (1) good ability in languages and mathematics; (2) a broadened knowledge 

base; (3)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4) good exposure in moral, civic, physical and aesthetic areas, and 
work-related experiences; and (5) lifelong learning skills.  The concept that ―learning is more profound if we experience, apply 

and do‖ l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Liberal Studie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It is believed that Liberal Studies can 

help students develop multi-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a broadened knowledge base and prepare them to be 
more adaptable, creative, flexible and skillful for the future global society.  

This is a great and timely improvement.  Student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re much better off now.    
Members of CGHC, we are now in a better environment to deliver a proper education and to achieve our school mission - to 

help students learn how to learn and to develop themselves as persons of integrity.  For this cause, hard work is inevitable.   
With our passion for education we can always overcome hardship and reach for our stars - ―ad astra per aspera.‖     

The thrill of new ideas, new programs, helping others lead more fulfilling lives will always continue to inspire me. 
Most of all, watching the excitement of a child learning will never cease to amaze me.    

Long live our School Motto - Labore et Virtute. 

 

40th Anniversary Congratulations from Stephen Ku!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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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thya Subra (aka V.Chalam) 
 
TEACHING PERIOD AND SUBJECTS 
Singapore : Jan 1963 - Jan 1976    CBS Mission St Anthony's Boys school 
Hong Kong:  Sep 1978 - Aug 1980 Tang Shiu Kin Sec. School 

 - Subjects: English and Social Studies Forms 1-3 
 Sep 1980 till Dec 2001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 Subjects: English Forms 1-5 

 
EXTRA CURRICULA ACTIVITIES 
Trained students for Interscho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and Choral Speaking  
Drama competition: Theme—Shakespeare plays . 
Co-ordinator: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Lower forms 

 
WORDS OF ENCOURAGEMENT 
Dear Students, 
I hope my favourite inspirational quote which had motivated me as a student 
will inspire you too.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day. God has given me this day to use as I will. I 
can waste it or use it for good. What I do today is important because I am 
exchanging a day of my life for it. When tomorrow comes, this day will be gone 
forever leaving behind something I have traded for it. I want it to be gain, not 
loss; good, not evil; success, not failure in order that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price I have paid for it. Because the future is just a whole string of nows. 
My advice to you "Hang in there ." You can do it Now! 
 

CURRENT JOB 
I am currently retired but do have a few pursuits that keep me reasonably 
occupied,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It allows to keep abreast with bo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 These activities are listed below:- 
I substitute at local schools as a Special Ed teacher. I help students with 
physical,emotional and learning disabilities . 
I also volunteer at the local library. 
On week ends I teach Indian Classical and Folk dancing 
Three times a week I work out at the local gymnasium (YMCA) doing different 
dance/exercise classes for cardio vascular and strength training.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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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錫金老師 

 

任教年份： 1972-1989 

任教科目：中國歷史、中國語文、德育 

對學校踏入四十周年的感受 / 贈言： 

我在張振興學校教書十七年，回顧學校早期學生，大部分都來自貧窮的家庭，父母的支持可能不

是太多，有些也很調皮，但是現在他們都成才，有些是警界高官，有些是建築界、財經界、會計

界、商界的翹楚，也有大專的教授，可見張振興學校在修士、校長和老師的關愛和努力下，人才

輩出。發揚了張振興老先生的精神，有教無類。 

工作近況：現在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擔任副院長工作。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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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祺老師 

 

任教年份： 1975-2006 

 

任教科目：體育、英文、數學、中史、西史、地理 

 

對學校踏入四十周年的感受： 

感恩，多謝張振興書院為我提供成長和發展的最佳環境。 

滿足，在張振興書院服務的日子中，是我最快樂、滿足和充實的時候。 

友誼，張振興書院讓我擁有最好的朋友，包括上司、同事和學生。 

展望，一日張振興，一世張振興。繼續用不同方式，服務張振興。 

 

工作近況：繼續從事推廣童軍、田徑的工作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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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煒基老師 

 

任教年份： 1974-2009 

任教科目：體育、中文、中史 

對學校踏入四十周年的感受： 

剛於去年九月退休了，回首三十五年在張振興的日子，

覺得學校給了我很多，我能自由地發揮我喜愛的、我所

學的，感謝學校帶給我的一切，希望學校繼續培育更多

好的下一代，讓更多學子成材，服務社會。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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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婉萍老師 
 

任教年份： 1971-2000 

任教科目：地理、中文、中史、社會 

對學校踏入四十周年的感受： 

從開校到我辭去，二十九年間，幾許喜、怒、哀、

樂；跌宕起伏，豈是筆墨所能言喻！自告別迄今，不

無依依。永恒的不是變幻，而是「張振興伉儷書院永

在我心中佔一席位」的事實。其間的人和事織就了我

人生中一大片色彩。四十周年在即，願與一眾「張振

興人」共享這百分百感覺。 

工作近況： 

仍在享受教學之樂，同時享受人生。 

最難忘的是多年前同學的一幅素描。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李月清老師 

 

任教年份： 1989-2000 

任教科目：英文、世界歷史、經公 

對學校踏入四十周年的感受和贈言： 

「知識就是力量」，要獲得知識的寶庫，我們必需訂

立目標，循序漸進，勤力學習，排除困難，才能踏上

成功之途。祝願同學們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工作近況： 

退休後五天習練太極拳，周末及周日則游泳或打羽毛

球，鍛練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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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梁美芝老師 

 

任教年份： 1976 - 1989 

任教科目：世史、經濟、社會 

對學校踏入四十周年的感受 ： 

我非常懷念在張振興書院的十三年教學生涯。直到現在，學生

們仍然跟我保持密切的聯繫，讓我非常感動。 

工作近況： 

自 1989 年移民到澳洲墨爾本後，便在一所公立中學裏任教。我

在 2000 年為學校開設了海外留學生部，開始專責管理這個部

門，一直到現在，工作都很愉快。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葉素媚老師 

 

任教年份： 1985 - 1995 

任教科目：英文、中史 

對學校踏入四十周年的感受： 

離開張振興轉眼間已有十五年的時間，八五年我畢業

後就到張振興任教，在張振興的十年裏，我和學生一

起學習，一起成長，我覺得我跟你們一樣都是張振興

畢業生，時時刻刻懷念在學校的快樂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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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子良老師 

 

任教年份 ： 1991-1995 

任教科目 ：音樂 

對學校踏入四十周年贈言： 

四十年來，春風化雨；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工作近況： 

現為香港教育學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高級專任

導師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區家強老師 

 

任教年份： 1993-1998 

任教科目：英文、世史 

對學校踏入四十周年的感受 / 贈言： 

離開張振興不經不覺已是十一年了，但當想到在

張振興教書的日子，卻仍是充滿喜悅。祝校務順

利，各同事、學生身體健康！ 

工作近況：仍在教育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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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淑娟老師 

任教年份 : 1984-1993 

任教科目 : 中文、中史、文學、中化 

對學校踏入四十周年的感受 / 贈言： 

一所滿有人情味的校園，來自同學、來自老師、來自學校

文化，淡淡素素如苿莉花茶，卻常使人回味那留在齒頰間

的微香。 

工作近況：繼續為得到稱意的生活而工作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Mrs. Paulette Chan 
 
Teaching years :  83-89 
Subjects taught:  English and Social Studies 
Words to C.G.H. C.:   
              
 Life is being lived.  Let it be as full as possible. The 

more you put into it, the more you get it out.  
              
 Thanks to the contribution of Chong Gene Hang 

burning as brightly as possible.  It is a sort of splen-
did torch that shines all the boys in the school.   

              
 Congratulation on your 40th anniversary. 
 

Present situation:    
Teaching in Chan Sui Ki ( La Salle )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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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黃寶芝老師 

任教年份： 1988-1994，9/2007-1/2008   

任教科目：中文、中史、經公 

相遇的時空   

如果 

相遇的時空 

是宇宙億萬光年裏的一剎 

就讓那九百生滅 

完完全全 

沉浸在狂喜和悲慟之中 

 

畢竟 

茫茫人海中的相聚 

是千載一瞬的偶然 

如蜻蜓點水  輕泛漣漪 

無言契合  靈犀互通 

隨緣而來的欣喜 

相濡以沫 

 

然而 

茫茫人海中的相分 

是浩瀚渺冥中的必然       

如雁去潭空  不留痕跡 

默語無聲  黯然消魂 

隨緣而去的落寞 

相忘於江湖   

 

或許 

剎那留在心中 已是永恆 

雖然  

眼  看不到 

手  觸不及 

但在緩緩老去的日子 

仍能帶著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夢 

延續思憶中所有甜蜜與悲愴 

縱然跋涉千里 

仍能細味那温柔而倉促的歲月 

憶起那曾經璀璨的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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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校友來鴻 



 

There is no better way to sculpture one's personality than the high school education -- that was the 

opening speech of my late father in almost every PTA information day -- and indeed my deep-rooted un-

derstanding of why secondary education has its own place amongst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Those comrades in my years would have little difficulty to be reminded of the very physical era – ball 

games, cross-country, pre-school marching, the renowned 'corporal punishment', all you can name from a 

soldiers' camp.  Being a predominant culture in school one simply could not avoid but had to swallow it.  I 

was one of the reluctant students having to go through all these.  It is hardly forgettable – and as time goes 

by they become some sort of notches in your life. 

Without being overtly judgmental one would inevitably wonder this style of education which the 

predecessors held dear does bring strength to one to withstand any vicissitudes of life.  At a time where 

people's minds are becoming immensely fragile, our high school tradition has, like having already equipped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buried the seeds in the soil before we even have our buds literally exposed.  

Time has washed away what I have learned in my daily lessons, but not what was endowed with the school's 

tradition.  

I believe this is part of the spirit of a sand brick – the pledge of our students' union – to be tough, yet 

cohesive and in shape.  I have never had the honour to hold it in my hand when I was a student, but I am 

eager to embrace the spirit delivered by it in my life – without reservation. 

                                                                                              Matthew Ho 

何浪前校友為 2000 年中七畢業生，現職大律師。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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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滴分享三 —— 不惑回首                 姚世外 

 

  母校拓荒四十載，學生別師十八年。 

 

回首十八年前的黃毛小子，在母校懷抱度過了最歡樂時光，猶似昨日一

瞥，令人懷念不已。彈指間，十八年後，眾友好同窗，雖然都已青春不再，卻

都已是各有各的事業，各有各的天地，實有賴母校師長的諄諄善誘，悉心栽

培。 

 

  「人生有幾個十年？」猶記得上次為母校撰文，距今正好就是十年，賀母

校邁向而立之年的《點滴分享二──師生之間》一文。當時剛剛離開大學的象

牙塔不久，又有緣重投母校的懷抱當代課老師。短短數月的代課時光，既帶給

我初出茅廬的工作挑戰，也讓我能重回舊地，懷緬舊日的青春時光。在授課

時，面前的既是師弟，又是學生，心頭自有一種說不出的格外親切的滋味。這

種滋味，令我難以忘記當時不少名字，如譚偉洋、蕭勁鍾。 

 

十年又過去了，初出茅廬的老師，如今已是擁有經驗的老師了。而昔日代

課時的學生譚偉洋、蕭勁鍾，轉眼也執起了教鞭，薪火相傳。人生雖然不會有

很多十年，但母校的薪火相傳，肯定還會有無數個十年，十年又十年。 

 

在為母校慶祝四十周年的日子，我衷心祝願眾師弟珍惜校園生活的日子，

既努力學習，亦盡情享受課外活動，品學兼優，學有所成！祝眾師長們身體健

康，教學工作順利！祝校慶活動繽紛多采，在一片喜悅之中邁向不惑之年。祝

福母校十年又十年，在將來為社會不斷的薪火相傳下去。 
 

 

姚世外校友於 1992 年中七畢業， 

現職中史科教師，新高中中史科教科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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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張記              范志紅 

 

 

籠罩著柴灣祥民道這座平凡的灰色建築物的，是一股濃濃的暖意。 

 

一九八八年會考放榜的日子，我闖入了張振興，而我的人生從此變

得繽紛多姿。兩年預科歲月，我領略到什麽是愉快學習，感受到怎樣才

算師生融洽，同學友愛。課堂上爭辯著秦王功過，小息的瞎扯胡謅，午

飯後的浪漫新詩，放學一起數著那道長長斜斜的樓梯，八九民運的的歌

聲，長跑隊冠軍的歡呼聲……這些片段，都經常闖進我的夢裡。 

 

真的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男校女生，體驗了非一般的學習生涯；沒

想過自己竟深受老師影響，愛上新詩，愛上文學，也選擇了為人師表的

職業；沒想過竟會遇上隔壁班的「他」，更與「他」組織了家庭；沒想

到張記的點點滴滴成了我們家津津樂道的話題；沒想到自己的學生也走

進張記；沒想到，自己與張記竟是血脈相連的。 

 

歲月匆匆，離開張記已經二十多年了。每一次回來，你都熱情地張

開臂彎歡迎我，讓我在你的懷抱裏聽著你跳動的脈

搏，感受你暖暖的體溫。食物部的長椅仍有我迴蕩

的笑聲，球場的觀衆席上仍有我徘徊的影子，禮堂

仍填滿了我思惦的音符。雖然你的外貌改變了不

少，但那溫暖的氣息依然，那親切的目光不變。 

 

 
范志紅校友於 1990 年中七畢業，
現任職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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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民深 

 

光陰似箭，從母校畢業已經三十年了。 
 

回憶在三十六年前開學的第一天，剛踏入母校大門，除了眼前

由灰色磚塊所興建的校舍外，還有身形魁梧及頭上長滿灰白頭

髮的校長白蘭登修士。他的臉上充滿着老人家特有的慈祥笑

容。他迎面走來，笑著向我講了幾句話，我一直都是點點頭。

雖然，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他當時對着我說了些甚麼！ 
 

開學半年多，功課頗為吃力。因為當時除了中文及中史外，所

有科目都是用英語授課。最喜歡見到黃煒基老師，隨着他吹出

的響亮哨子聲，同學們便可以在操場上無拘無束地追着皮球玩

個痛快。 
 

中二那年，迎來了關祺老師，他也是個體育教師。每次上體育

課堂時都要同學們「通街跑」、「通山跑」、「通處跑」。從

此，張振興伉儷書院的學生便「跑」出了一個名堂，經常在校

際長跑比賽中取得良好的成績。關祺老師的功勞真不少。 
 

另外，教化學的何錦榮老師及教中文的何江顯老師（曾為母校

校長），亦是我最尊敬的老師。他們上課時十分嚴肅，態度認

真。對同學孜孜不倦，春風化雨，真是老師的專業典範。 
 

快樂的中學生活很快過去，我在一九八零完成了中六課程。由

於考試成績未如理想，無緣升上大學。於是，畢業後便加入香

港消防處成為消防員，經過三十年的光景，現已升任助理消防

區長。去年四月更派駐柴灣消防局擔任消防局局長，負責管理

和監督柴灣區的防火、救人及滅火工作。 
 

偶然在上班或下班時經過母校，腦子裡便會不知不覺地回憶起許多在母校時的學生生活。 
 

三十多年來，母校培育了無數年青人，成為現時我們的社會棟樑。而身為張振興伉儷書院的一名舊生，亦感自

豪。 
 

很快母校便邁向四十周年，祝願各教職員、學生及舊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繼續母校的優良傳統，各人都能

「跑」出彩虹，「跑」出美好的將來。 

 高民深校友為 1980 年中六畢業生，現職柴灣消防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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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張振興見證聖神七恩                                      陳君俠 

在這一間天主教讀書，同學們認識最深的是逢星期一唸天主經？抑或是每年四旬期的籌款？ 

第一恩：敬畏天主之恩 — 「十蚊飯」將我引領回祂的身邊 

我本身已是一個天主教徒，但自懂事已來，並沒有到聖堂參與彌撒。但自從到了張振興後，這一切改變。還記得

當年第一課倫理堂(亦即是宗教堂吧!!)，老師在堂上問誰是教友，張振興每個月都有彌撒，大家可以參與，而且每

次彌撒完畢後，可有優惠價$10 享用學校飯堂午餐連飲品。對於一個初中生來說是十分吸引的(名符其實好一個

「麵包教友」)。當時連什麼是教友也不曉得的我便舉起手來，開始每月參與了彌撒。 

第二恩：孝愛之恩 — 張振興到海星堂 

自從在學校「望彌撒」後，開始慢慢接觸自己的宗教，希望追回十多年來與天父的關係。  在中二的那年，海星堂

的神父便每月都來學校跟我們主持彌撒和一起吃午飯，分享我們日常在學校的點滴。暑期更把我由張振興帶到海

星堂，加入海星堂輔祭會，好讓我更能接近天父！ 

第三恩：聰敏之恩 — 認識真理，回饋學校 

要明白天主所啟示的真理，最好的辦法首先便是學習。中三時海星堂譚錦榮神父接棒到學校主持彌撒，其間他更

讓我到慕道班學道理。雖然每星期獨自到聖堂學習，但卻令我在聖堂裏認識到其他教友和師兄，也好讓我把學到

的知識帶回學校與同學分享，這令到我更能投入學校的宗教活動。 

第四恩：剛毅之恩 — 不亢不卑，不驕不餒，上下一心 

所謂「人生不如事十常八九」，在這豐盛的七年間又豈會沒有低潮。學校有一年在年終時爆發德國痲疹，我更不

幸染疾，被安排到圖書館應考。雖已盡力，可惜最後卻以輕微成績升不到精英班。當時的打擊確實很大，看見老

師們在教員室不停為我求情，心亦慌得哭起來。那時，有一位老師走過來，和我一起向天父祈禱，並說：「我實

在告訴你們：若你們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無論為什麼事祈禱，我在天之父，必要給他們成就，因為那裡有

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 18:19-20)。這是我的第一次祈禱，克服了心裏的

不安，縱使知道最後的決定，亦無懼怕，心也定了下來。  在此，我希望能再次多謝當年曾協助我的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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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恩：超見之恩 — 喇沙精神，神氣過人！ 

在慕道班內，學到一些有關聖人的事，他們因有高尚的德行才被教廷册封，尊奉為聖人。回想，我們也有會祖聖若

翰喇沙！有幸當年能夠被委派代表學校出席香港喇沙青年運動的會議和及後的亞太區喇沙青年會議，與其他亞太區

的喇沙兄弟姊妹們建立友誼關係，互相了解、生活。再者，在張振興的歲月裏，除了擴闊自己在喇沙生活圈的體會

外，雖不能以超性的見解協助老師在母校同學間增加宗教的氛圍，但卻能卑微地向各同學傳揚會祖聖喇沙的事蹟及

宣揚喇沙精神。 

第六恩：明達之恩 — 深化信德，繼續善行 

在這七年，除了得到母校的培育外，還要多謝上主讓我認識了時任海星堂的譚錦榮神父。雖然譚神父一如既往的來

張振興舉行彌撒，但和他一起，經常能夠分享大家的喜與憂，在宗教上他不但深化教導我與天主的關係及釋疑宗教

上的疑問，我亦能在他身上學會做人的處事，對上主的信德等。這等都能讓我無論對友儕、張振興、教會、喇沙家

庭都有很深的影響。 

第七恩：上智之恩 — 地上的鹽，世界的光 

這七年，感謝學校給我體驗不同的事情；老師的教導給我智慧； 宗教科老師們的努力，讓我得以擁有天主的眼光去

觀察世事，按他的旨意生活。及在畢業後，能夠在其他地方繼續作「地上的鹽，世界的光」(瑪 5:13-16)。 

第八恩：？ 

聖神不是只有七恩嗎？哪何會有第八恩？ 

領受了七年滋養，相信大家與我一樣，對母校最感恩的

是「振興之恩」吧！我亦不多在這裏解說了，留白，倒

讓大家一起演繹吧！ 

得知學校預備興建聖堂，香港大學有一座「上智之座小

堂」，大家又會覺得可用什麼名字最能表達屬於我們的

聖堂？ 

此篇文章作者據陳德雄神父編寫的《「聖神七恩」係乜東東？》為藍本。 

陳君俠校友為 2002 年中七畢業生，現職於康文署，也是舊生會委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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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詩歷 
 

記得當年李明光老師教我用雞籠網、紙糊的方法做青龍頭，用一個露營背

架加兩支竹桿把龍頭撐到半空，陸運會時在灣仔運動場上走來走去，大叫「綠

社！加油！」。結果啦啦隊沒勝出，但大家玩得很愉快，以後也會懷念當天的

日子。 

 

十幾年後的今天，同樣是兩支桿，一個背架，撐著大木偶在維園走來走

去，突然令我回想起當天的日子，很難得直到現在仍然可以致力在自己喜歡的

工作上，當然也有叫人吃力、沒有創作空間、十分趕急的時候。但幸運的是，

毎年總有一些日子可以讓你愉快的在草地上跑，大呼小叫，隨你創作的時候。

就好像中學時代毎年都有陸運會、水運會、越野賽、社際話劇……揹著背包上

學的日子、揹著大木偶在草地上走的時候，都是我難以忘懷，美好的時光！ 

 

陳詩歷校友為 1996 年中七畢業生，現職舞台道具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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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 怎有我」                                        黃根春 

 

沒有張振興就沒有我。 

 

說得準確一點：沒有張振興伉儷書院，就沒有今天的我；沒有當年的校長白蘭登修士收容這個插班生，我早已

在初中階段輟學，隱沒在當年柴灣山旁不知所踪，甚至可能成為今天社會的負擔。巍立在柴灣山坡上的母校，不單

見証著柴灣過去四十年來的發展，對我個人而言，她更是我的再生父母。 

 

今年是母校創校四十年，這是一段悠長的日子。孔夫子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意思是：

當一個人到達三十歲時，所學聖賢的思想已能融滙到一地步，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能夠昂首而立。到了四十歲時，

他對生命、對人倫、對國家社會的大小事情，都能知其始終，不感困惑。到了五十歲時，便開始明白天意，明白人

與天、與世界的關係。套用我們基督宗教的述語——我們明白神的旨意，明白天父要我們在這世界所要做的事情，

所承擔的責任。孔夫子給我們一個啟發：無論人成長到怎樣的年紀，人的學習自然是不間斷的。香港回歸中國後，

特區政府提倡「終身學習」，我認為這個方向是對的，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朝向的目標。 

 

「張振興伉儷書院」今年慶祝四十周年，也就是孔子所說「不惑」之年。當然，孔子所說及的對象是個人層

面，而非在於一所學校。這所學校立在柴灣四十年，我們可以怎樣評價？ 

 

我認為我們可以從三方面去了解一所學校。第一，學校是一幢有形有體、實實在在的建築物。四十年來，母校

堅守任務，孕育出不少的青年才俊，在柴灣區內也樹立了一定的聲譽和地位。第二，若果學校的建築物是一件硬

體，教學相關的人員就是她的軟件。一所學校的運作，包括了創立、統籌和管理學校的校董會，前線教學的老師，

背後支援教學事務的校長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也有維持學校清潔美觀的基層工友們。第三，除了「硬件」和「軟

件」之外，一向學校最重要的就是在校的學生。近年，我們不時聽聞「殺校」的新聞揭示了一個現象——香港出生

率下降，適齡入學的學生人數不足。「殺校」背後卻說明了一件事實——學生是學校存在最重要的一環。 

 

作為一位校友，我不再直接地屬於今天學校運作的一部份。我只能帶著感恩的情懷，向我的母校致最真誠的謝

意。作為一位全職的教育工作者，我希望在這裏說幾句關於教育的話：中國諺語：「蓋棺定論」，意思是說：當一

個人死了之後，別人可以客觀、準確地為他的功過下定論；引伸的意義就是，當一件事情結束之後，我們可以下判

語，論其中的成敗得失。對於一所仍在運作中的學校，一般社會人仕會用「公開考試成績」和「入大學比率」作為

衡量一所學校的價值。近年，教育局更加引入「內部增值指標」來評定香港每所學校的相對價值，這些都是客觀的

數據，從某個意義下去評定一所學校的所謂「好」與「壞」。可是，我卻認為這些都不是教育的真正目標和意義。 

 

我並無意在這裏發表我對教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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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 Wikipedia 這樣定義教育： Education is the learning of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skills dur-

ing the course of life. 德文 Erziehang —— 教育這個詞更加強調要將「受教者的潛能引導出來」。不用多

說，中文的「教育」的會意就更加豐富了！考試制度並不符合教育的精神；可是，它卻是社會上一種有效率

的工具，去分配社會上有限的資源。各位中五、中七的同學，我盼望你們每一個人都能夠考獲理想的好成

績。不過，盼望和現實往往有一段距離。因此，我更加盼望，如果大家未能考取到理想的好成績時，大家不

要氣餒，仍要不屈不撓地創造出燦爛的生命來。 

 

各位同學，你們看看，Barak Obama 創造出生命的奇蹟。這個奇蹟的出現，一方面是他個人的努力奮鬥

的結果。但另一方面，也是美國人作為一整體所創造出來的。一百五十年前，美國的黑人仍然是奴隸。約半

個世紀之前，美國一位黑人牧師為了爭取落實真正的平等和自由而遭暗殺身亡。這位 Martin Luther King 的

夢想：「評定一個人的價值是從他的才幹而非膚色」，這夢想在五十年後的今天實現了！ 

 

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在 2010 年 1 月 20 日宣誓就任。我期望這奇蹟的誕生能夠提醒我們每一位，從個人層

面要不斷努力，逆境自強，終身學習與奮鬥。「我的母校」是由各位共同所組成的一個整體，她在走向「知

天命」之年，能否在現有良好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最重要的，還是要看大家的表現，看看各位同學在求學

期間，可以學習、領會到多少；看看母校辦學理想有否在各位同學身上顯露出來——發揮自己的潛能和貢獻

社會。 

 

黃根春校友為 1980 年中五畢業生，現職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

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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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賀母校四十周年之慶                  蕭勁鍾 

 

建校至今，將近乎四十春秋；而我受恩，亦多於十五寒

暑。回想於銀禧校慶，如在昨日；無知的黃毛小子，剛升中

二。時光同於流川，晝夜不息；教誨譬以積土，金石漸儲。

歲月如梭，豈唯數據之紀錄？師恩似海，正隨日月而累積。 

 

回首中學階段，細味課堂點滴。初中、高中、預科，老

師不同；傳道、授業、解惑，深恩無異。有些外表，展現包

拯的嚴肅；其實內心，蘊含德蘭的關懷。有些不拘於細行，

載笑載言；時常寄意於弦歌，亦師亦友；有的樂於引導，聆

聽侍坐的志向；某些精於鼓勵，避免斷機的遺憾。因此，稱

頌眾師「誨人不倦」，並非客套；形容學生「獲益良多」，

卻嫌不足。 

 

人言「光陰似箭」，真是誠哉是言；昔日求學的我，今

朝施教於人。學問可以傳承，恩情得以廣播；溯流求源，來

自我校；順藤摸瓜，承於喇沙；追根究柢，恩從天主。如此

看來，我校歷史，豈止始於四十年前？振興精神，必可傳於

億萬斯年！ 

 

蕭勁鍾校友為 2001 年中七畢業生，現職中

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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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耀斌 

   

  正在辦公室忙得不知時日的時候，竟突如其來收到 Miss

鄭的電話，告知母校要慶祝建校四十周年，並正收集各舊生的

感想。那一刻，我的心神已飛到中學的快樂時代。 

 

  這間就讀七年的母校，令我感觸良多；有開心的、有難忘

的、有辛苦的、也有苦惱的……一切一切均是我成長的點滴。

最深刻的，當然是小弟竟有幸見證及參予張記學生會的成立。 

 

  還記得當何校長與關 Sir 詢問我是否有興趣參予學生會工

作時，真的有點受竉若驚，試問一名黃毛小子又怎懂得學生會

在學校的重要性及其真義﹖但本著勇於接受新挑戰的心態，唯

有豁然一試。這一試，便為我的平淡中學生涯添上無比色彩。 

 

  成立的過程經歷無數困難，幸得一班熱心的內閣支持，很

快便通過全校諮詢，正式成立第一屆學生會。我們要修訂憲

法，訂立學生會的使命；會中信物更是在學校地牢內尋找所得

的磚塊。這塊奠基石不單標誌著學校的根基，亦是整間學校的

一部份；正如每一位學生都是那麼重要，都是學校不可或缺的

一份子。而學生會正是學生與校方溝通的橋樑，它能代表學生

表達心聲、尋求福利，亦可與教師磨合，推行校政；造就了和

諧大同的張記。 

 

  感謝眾多良師益友的竉愛，才能讓小弟經歷這革命性的一

刻，至今刻骨銘心。引用校長名言，衷心希望張記今後能繼續

孕育出一批一批「無悔」的學生。 

鍾耀斌校友為 1998 年中七畢業生，現職投資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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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意義的兩位老師                        區志堅 

 

本人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曾任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高級講師及助理課程總監。於一

九八五年畢業，那時尚有小學升中一的學能測驗、

中三評核 試，通過 中三評 核試，才 可就讀中 四課

程。至於入讀張振興伉儷書院的原因，是父親說這

是一間男校適合我，這樣便在書院開始了中一至中

五的求學歷程。 

 

自升上中四後，開始修讀會考課程的中國文學

科及中國歷史科。初時以為這兩科只是背誦的科

目，但經老師教導後，才明白這兩科十分有趣，更

重要的是兩位老師教導待人處事的道理，其影響至今。 

 

  記得上中國文學科，何江顯老師看上很嚴肅，可能與他為訓導主任的工作有關，所以影響了他的外表，

原來他聲音洪亮，音調抑揚頓挫，鏗鏘回味，以粉筆書寫剛勁有力的文字，字體極端正，上何老師的課，簡

直是一種享受，回家後，只要憶起老師教課的內容，便清楚了解課文內容，今天猶憶起老師教導蘇軾的〈留

侯論〉一文，中間一句「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大勇也，天下之有

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句更成為本人處事的座右銘，說明只有勇武不足為真勇

者，要能忍耐才是致勝之道。另外，憶起當時我呈交中國文學科第一篇的功課，就是寫一篇閱讀聞一多〈死

水〉詩的讀後感，何老師朗讀〈死水〉時，流露一腔救國救民的心情，切膚之痛，經老師口中出，昔日情景

更可隔代相知。後來，本人入讀浸會大學中文系，相信也是受何老師的啟導。畢業後，我也是任教有關中國

語文、中國文學的科目。 

 

另一位啟迪我的老師，就是任教中國歷史科的廖杏玲老師。憶起廖老師第一次給我們做的功課，就是比

較唐朝武后、韋后之亂的異同。從中既了解歷史事件、個人處事的得失成敗關鍵，更重要是蒐集資料，整理

不同參考書的能力，最後更獲老師致送一張書籤留為紀念，從老師的授課中，學習了演說故事的能力，我就

是用演說故事的方法，記憶歷史事件。我畢業後，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均是修讀歷史系，尤以第二個學位

是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終成為廖老師的師弟了！其後，我也從事教導現職導遊的工作，也是運用演說

歷史故事的技巧。可見，母校老師的教導影響至今，使本人終身受用，文科是一門活活潑潑的科目，感謝母

校老師的教導，締造了學校多年發展的成果。 

 

區志堅校友為 1985 年中五畢業生，現職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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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時代是最忙的                       Zero 
 

1. 學生時代的優點，同時也是缺點的就是「自己做自

己老闆」 

  我也是畢業後，在成為僱員後，才更確定這想法。

我認為你們應視自己為你們學習事業的「老闆」，而不

是你父母或老師在「僱用」你去從事唸書的「工作」。

第一，是老闆還是僱員在享受着大部份努力的成果？ 做

僱員時，超時工作你會感到很「蝕底」。 做老闆時，若

你知道你努力過幾晚後你的公司將會賺大錢，相信你半

夜工作時也較有幹勁吧。 所以當你面對考試壓力及要閉

門唸書時，問問自己到底是你，還是父母和老師，在享

受着大部份的考試成果？ 第二個分別就是行動的自主

度。老闆可以决定自己的工時及當天要幹甚麼，但大部

份僱員並不可以。相對地，老闆需要承受做决定的風險，但大部份僱員在下班後就可拋開公司裡的煩惱事。可見「自

由」是伴隨着「風險」的。 問問自己，你想當要父母或老師定時定候叫你唸書的「僱員型」學生？ 還是當自己有計劃

甚麽時候玩樂，甚麽時候唸書的「老闆型」學生？ 我建議你們選擇後者。後者的「風險」就是你自己的「惰」性，因

為有得揀，個個都想去玩。但前者就完全沒有風險嗎？ 告訴你，只有好的老師及父母才會在意你的學習進度。再者，

在你進大學後，誰會管得着你？ 所以當大部份成年人，包括我，每天在當「僱員」的時候，好好想想你今天决定要實

行甚麼「指令」(如有玩過戀愛 SLG 遊戲的人會知道我在說甚麽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值吧，老闆們！ 

2. 讀書考試制度是現實世界中最客觀、公平及被廣泛接受的評級系統 

  如前所述，「老闆們」可以自行選擇所想要發展的「業務」。根據現有的教育及考試制度來投入時間絕非唯一成

功的路徑，但至少一定是投資回報最穩定，能容納最多成功例子的路徑。你當然可以選擇讀書以外的路徑，但請付出相

應的努力，不要以此作為逃避讀書的藉口。 

  「讀書最為大路」這道理相信人人也懂，但我在學生的年代也有懷疑過以下兩個問題：「讀書時所學對將來工作是

否真的有用？」及「考試制度能否真的反映我們所學？」。以我現在有限的工作及人生經驗，我可以回答你第一條問

題。我中學時所讀的理科，甚至到我大學時所讀的商科與我做過的工作關係其實並不直接。而就道聽途說而言，這看來

並非我一人之見。既然知道第一個疑問的答案是否定的話，對於第二個疑問就不必深究了。因為既然你們所學習到的物

理公式、化學符號及經濟理論對你將來的工作無大幫助的話，那麼會考是否能分辨出真正「懂」或「不懂」的學生已經

不再重要了。而實際上，眾所周知，吊詭的是考試制度通常只能突顯出擅長考試的學生，多於真正埋首研究學問的學

生。因此，一些鑽牛角尖的學生會認為自己考得不好是因為教育或考試制度不好。就我看來這是自我安慰及逃避壓力的

藉口。我認為這種心態要不得。首先，現今的考試制度已很完善，至少在可行的成本範圍內，總不成要考試局派員整天

伴在你左右吧。再者，這問題並非香港或中學獨有。就我所見，就算在外國念到碩士，何嘗又不是一個考試定生死？另

外，研究學問及考好考試，雖然不儘相同但兩者並無衝突。誰說考得好的學生就一定要是填鴨式教育下走捷徑的份子？

所以應先放下爭論(不管是與自己內心或與別人)，精讀也好，死背也好，先努力在公開考試爭勝再說。在社會眼中，考

得好的不一定是很聰明的學生，但考得不好的，至少在你成功之前，沒人會理會你努力或聰明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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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信及心態最為重要，補習或名校只是提供一個好一點的競爭舞台而已 

  說到運動，我校的學生是很有自信的。我們外出打/踢波的時候可以亳不猶疑地與陌生人跟隊。因為我們知道只要我

們在校內是常勝的話，我們在外也不會差得到那裡。可是說到學業呢？我們的信心就會打了個折，總覺得人家名校師資優

良及學生天資聰敏。其實我覺得分別只在自信心及競爭心態而已。自信心影響臨場發揮，開首遇到不清楚的考題時，自信

低者會認為其他所有人也懂而失卻冷靜，自信高者會認為若自己不懂，別人也好不到那裡。競爭心在於身邊的同學和朋友

是否勤力於學業，從而相互影響。可是，是否一定要身處名校或補習社才能激發你的競爭心呢？不是的。因為大家總有機

會踏上一個公平、公開的大擂台。在那裡不管你是否出自名校，面對的都是同一套試題及規則。這也是我在中四時突然發

憤讀書的原因。因為只要在此勝出，不管你在校內的成績如何，也不管你學校的名氣，你也能獲得一張較好的大學入場券。

所以說，如你是有自信和鬥心，在家自修也沒問題。學校與師資從來也是你學習事業的輔助角色而已，重要的是你自己本

身的想法，不是周圍的環境。 

4. 如你志在商界，不要忽略英語成績 

        我就因會考及高考英語成績差以致吃了不少虧。很多大企業訓練生的門檻是要英語有 C 或以上的，我就曾因這條件而

失卻很多面試的機會。初中生的話，你還有時間，試着從多聽多講方面着手。高中生的話，聆聽及會話不是一時三刻能改

善的，試著從文法及作文的試題練起。如家庭環境許可的話，到英美留學是個不錯的選擇。人們會因為你在外留學而自然

地認為你的英語應該不錯。縱使我不認為我的英語在留學後進步了很多。 

5. 參與課外活動：貴精不貴多 

   鼓勵參與課外活動差不多是所有學校的普世價值。但我建議你不要參加太多項目及不要本末倒置。首先，無論是升讀

大學或求職，學業成績始終是首要條件。大部份情況下，只有當成績超過合格線後(當然各大學或企業的合格線高低各有不

同)，課外活動的表現才會被考慮。而且考慮的重點是你從這活動學到了甚麽，取得了怎樣的成就。所以不要誤以為加入大

量學會及活動會很有幫助。與其蜻蜓點水式的參與和做大量掛名會長，倒不如找一兩項感興趣的活動重點培育。 

6. 開始工作後，人際關係及待人接物的技巧才是致勝之道 

   就這一點，我推介你們要看一看人類出版史上第三暢銷書---《人性的弱點》。十多年前周樹偉老師推介我閱讀這本書，

至今我仍然覺得書中的技巧很是實用，還不時拿出來再三閱讀。 

 

 走筆至此，我用的字數經已大大超出當初預算，希望你們不會覺得太無聊，而週未後我亦是時候回到工作桌上。做投行的

工作是很忙，但我告訴你們，學生時代是可以比我更忙的，視乎你們自己的決定。越早投入的努力，越大收穫的成果。 

 

 Zero 為 2002 年中七畢業生，現職投資銀行股票分析，亦為信報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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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宇同 

瑞士的侏儸山谷，大概是温暖最遲來臨的地方。時值三月春，到處仍是一片白雪皚皚。在這高海拔之上，是不少鐘錶

名宿長久以來的駐身之所。三個多世紀前，是製錶業帶給這不毛之地第一批移民和居民。 

阿爾卑斯山之高，除了是天然屏障外，亦隔絕了來自毗鄰法國的革命激情和意國的情色引誘。在一片「好山好水」

下，這兒最適合修道院、畜牧，和一羣心無旁騖的製錶匠。 

此行的目的本是為了參觀公司新擴建的鐘錶製作廠房和三部最先進的五軸打模衝床，並把這訊息帶給我的零售商和傳

媒。然而花了十四個小時的航程，再轉乘兩個多小時的旅遊車，在新廠房內我竟然只逗留了五分鐘，照片則拍了兩大張。

老闆知道的話可不妙。 

因為觸動我的，是仍然倚靠人手製作的錶廠舊翼。 

只見鐘錶匠們專心致志地工作，彷彿在那一刻，整個世界都凝聚在案頭那枚腕錶之上。瑞士式的製錶流程刻苦而枯

燥，每名錶匠每天反複地進行一至數項工序，不像德國式的從頭到尾由一人完成，再在機件上簽署，充滿英雄感。一枚腕

錶從切割到完成測試，涉及不下五千多個工序，也就是說，一枚腕錶上，是不少錶匠的青春。 

所以，我曾經認為，滴答滴答的腕錶是富有生命的。 

眼前的年輕女錶匠，正把手上唯一一項工序，當作自己畢生最重要的任務：她需要把剛切割好的機芯橋板，加上魚鱗

紋的壓花作裝飾，因為從透視的錶背，可以看見機芯的打磨，更能窺見一間鐘錶廠對完美所下的定義。一枚直徑不大於三

厘米的機板上，要壓上約五十度波紋，每一度紋的位置、深淺必須完全相同。在十倍放大鏡下，年輕女錶匠以雙手小心翼

翼地對準位置，左右上下之間的移動，全以法分(1 法分約 2.3 毫米)計算。位置無誤，便徐徐按下推桿，透過圓形鍘刀把波

紋刻在機板上。五十多道波紋，任何一道的位置或深淺不一，甭說，棄掉重做；否則，是對收藏家的侮辱。我在打磨工房

裡逗留了良久，喝光了一杯咖啡，跟其他人聊天，到離開時，她手頭上還是那塊機板！她告訴我，自己在相同崗位工作了

六年，而她家族打從爸爸的爸爸那一代起，便在她所坐着的位置上為腕錶打磨零件。她爸爸曾經教她，要把每一塊打磨的

零件，都當作自己平生第一道工作，戰戰兢兢地做。 

這所擁有一百五十年歷史的製錶廠，一年只出產不多於二萬枚腕錶，每一枚均屬精品。 

不過，相比起教育，眼前這間鐘錶廠根本算不上什麼。 

製錶向來尊重傳统，以展示古代的工藝為尚；教育則通過傳授過去的知識，使人看見未來、從而建造未來，重要如給

予人一雙靈魂之窗。一枚錶即使下了多大的心血去製作，也不過是一件藝術品；教育能賦與人靈魂，讓人懂得感受、懂得

思考、懂得創造，也懂得愛。作育一個人成材，是極大的責任，決不會是五千個工序以內的事情，不幸走上了歪路也不能

像不及格的機板一樣把它放棄；經歷一個半世紀的錶廠，較之百年樹人的教育精神，亦實在太過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

一枚多珍稀的腕錶，不論在拍賣場上如何叱咤風雲，人人爭個頭崩額裂，一旦落入最後勝出的買家手上時，它的任務便宣

告結束，餘生可能都在暗無天日的保險箱裡度過！教育永無止境，在於它會啟蒙別人，以人來影響人，這個結果是不可估

量的。我曾經受過母校的老師及學長們的啟蒙，使我明白到要堅定不移地追尋自己的理想。而我相信自己也曾經當過啟蒙

者，幫助別人找到方向，只是我當時並末知覺。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曾受我啟蒙的人，亦正在某處成就着別人的理

想。 

當我離開時，積雪不見了，眼前的鐘錶廠突然變成了另一座似曾相識的建築物，「SINCE 1971」的字樣清晰可見…… 

  

何宇同校友為 2000 年中七畢業生，現職 LVMH 銷售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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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的「張記」，沒有「張記」的我                  任順熙 

 

早前到九龍塘一間中學採訪，偌大的校舍蘊藏新式設計，這和我所唸的母校 —「張記」

的形象相去甚遠。 

 

陪伴我度過七個寒暑的「張記」，印象中四周都是灰黑色的石屎牆壁，班房沒有冷氣，

每逢到了春天，走廊和樓梯都被濕氣包圍，舖上一層水氣。 

 

「張記」最出名的是運動項目，每逢長跑或田徑隊在校際比賽取得好成績，其他學生也

可以「放早」一天，分享喜悅。不諳體育課的我，唸得較好的是中國文化科，但在學習撰寫

應用文時，也有質疑其應用性，直至離開「張記」和大學畢業，加入傳媒行列後，始發覺當

日所打下的基礎是何等重要。 

 

去年踏入人生另一個階段，成為別人丈夫的我，在婚禮當天協助我的兄弟，全部都是在

「張記」認識的死黨，就是這份自幼培養的信賴，讓我感到可靠和安心。 

 

傳聞近年學生的表現，不及我們上一代，每逢聽到這些消息我都一笑置之，因為我剛踏

入「張記」，看到站在講台上的模範學生長時，不也曾覺得自己不及上一代嗎？ 

 

記得離開母校，和老師同學告別時，萬般不捨之情湧上心頭，卻有老師輕描淡寫地安

慰﹕「這個世界不會沒有了甚麼人是不行的。」現在我開始明白這個道理。 

 

大概沒有我的「張記」，還會是那

幢聳立在柴灣區的特別建築物；然而，

沒有「張記」的我，卻肯定會步向不一

樣的人生。 

 

任順熙校友為 1998 年中七

畢業生，現職香港電台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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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四十，慶生                      鄭松泰 

 

還有十載，我就活了半個世紀。今年剛好年屆四十，憂患則生。人到中年，頓時感

悟光陰流轉。我一直住在這裡，就在這個山頭上，面向漁灣，看着景物人事悄然變色，

感慨良多。 

 

作為一個王老五（老光棍），深感「變」乃是自然之律，施予人事，往往只能追求

心靈之美。在尋找（偶）的過程裡，我雖不斷碰壁，但自我的存在價值卻愈加深刻。雖

說人總是希望長命百歲，但結果如何，問心無愧。在我看來，人生意義，若只能以量來

計算實是可悲不過。反而，生活的一點一滴鎖在你我心頭，這樣才「無悔」一生。 

 

祝，父校四十歲生日快樂。 

 

 

 鄭松泰校友為 2002 年畢業生， 

 現為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 

 

 

聽我細訴 - 情繫振興   

129 



 三月                  李美儀  

 

  三月，一個蟬鳴的季節。昔日穿上「張振興」校服，每天早上攀上百多級的「長命梯」後，一

踏進學校正門，呼吸着校園清新的氣息，伴着蟬鳴的聲音，迎來是校長親切的笑容。校長站在校

門，看着操場上每個學生的舉手投足，聽着籃球在操場上不規律的節拍，等待着自己每一個兒女回

家。當身旁的師兄弟向校長說：「早晨!」時，校長經常也能叫出他們的名字。一份親切，一份笑

容，一份歸屬感，「張記」就是我的家。 

 

  每逢星期一的早上，全校的學生站在操場，看着校旗緩緩的升起，一邊唱着校歌。洪亮的歌聲

伴着親切的蟬鳴，是最美妙的交響樂。我們就是「張振興」的兒女。三月，很捨不得放下預科時的

書包，很捨不得放下「張記」那條白色純真的校服裙，可否把三月留住？ 

 

  緣份，令我們相遇，令我毫無猶豫的選擇了闖進一間男校。我最尊敬的中學老師范老師，她是

「張振興」的舊生。她在「張振興」時，她的啓蒙老師 — 何 sir 帶她走進了新詩美麗的國土。同樣

地，范老師帶我闖進了新詩浩瀚的詩海，鼓勵我多寫新詩。她把在母校的那份温暖同樣散落在她的

學生。是這樣吧！我跟隨着老師的足印，一個女生就這樣的闖進了一間男校。昔日她的啓蒙老師已

是我的校長 — 何校長，何校長擴闊了我的新詩知識。這樣，便結下了三代的因緣。當我們三個人走

在一起時，我們半開玩笑的向別人介紹我們三代。 

 

  一踏進校園，球場此起彼落的籃球、足球聲。體育課時站在籃球架下看着男同學搶球，然後把

球拋進我的手裏，讓我射波。師生球賽時，全校學生都擠滿整個看台觀看這場精彩的球賽，歡呼吶

喊。當日站在操場上，聽着校長宣佈我們在校際越野賽中在甲、乙、丙組及全場都拿了總冠軍，全

校的學生都一起高呼鼓掌的那種氣氛。當報紙放在枱上時，同學們首先看的是體育版。在聯校田徑

運動會中，為師兄師弟高呼打氣。就連我這個不懂運動的小女孩，也跟男同學走進足球場看香港足

球隊比賽，一睹隊長李健和的風采。瞬間，「張振興」的運動氣息也緊緊連在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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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坐在課室裏靜靜聽書時，偶然在課室的玻璃窗望向走廊，便會看到師兄師姐拿着一盒一盒

的西餅回來探老師。當學校戲劇節、辯論比賽時，師兄就會回來學校教我們，將他們的經驗與我們

分享。當我在讀書上遇到不明的地方，同學們很樂意的教導，甚至主動將自己精要的筆記複印給

我。有一年農曆新年，同學買了一些紅紙和毛筆，全班同學就在小息時在自己班房圍在一起寫揮

春，把自己的願望寫上，然後一起貼在班房的每一角落。我們的班主任 Miss Ng 說她是我們的「校

媽」，我們全班同學就是她的兒女。她常常對我們全班說：「We are in the same boat。有什麼也

要一起分享。」直至現在，離開母校十多年了，同學們仍保持聯繫，我看到我的同學仍回母校參加

「男童軍」。「張記」給我們的，就是這樣的一份温情。 

 

  自預科開始，「無悔」已緊緊地扣在我的心中。「無悔」是對自己選擇的三思，是一個目標，

一個境界。何校長教導我們無悔「我們的一生不一定要成大事，立大業，但我們要對自己所做過，

所走過的路無悔。」校長又與我分享過師兄的事，師兄是醫生，他捐了一筆錢給學校，並將當年他

生物科老師的名字命名於生物實驗室。師兄說如果當年沒有那位生物老師，就沒有今天的他。我在

「張記」得到的，又豈止學問那麼少呢? 

 

  每年舊生會晚宴的尾聲，我們全校的所有人都會在學校的禮堂站起，

一起以唱校歌「洪亮這歌聲常響徹我母校，隨弦和應謙謙敬意滿心……」

作結。我們永遠也是「張振興」的兒女。校長曾說過如果以樹為喻，「張

振興」是這樣的一株樹，他的孩子是這樣的木—「是參天的古松，枝幹

盤曲虬節伸向穹蒼，笑迎漫天風雪。是無愧於自己底名字的木棉，見賢思

齊，永不甘心於人下。是茂密扶疏的鳳凰木，蔭盡多少疲憊的過客。是最

搖曳有致又永不忘本的楊柳，絲絲縷縷，彎腰親吻着孕育自己的大地……」我也要以我師兄為榜樣，

做一個這樣的「張振興」的孩子。 

                                              

李美儀校友為 1998 年中七畢業生，現職護士，為本屆舊生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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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訪問 



凌錦棠先生專訪 

 

記者：黃韋童 (6A)、譚啟顯 (7B)、呂曉峯 (6B)、 馮焯芊 (4A) 

 

記：你的畢業年份？ 

凌：我在 1971 年入學，理應是 1976 年中五畢業，不過中五

成績不好，只得中文、英文、數學和中史合格，所以重讀

了中五。起初在新法重讀，後來張振興的校長 Brother 

Brendan 讓我回到張振興重讀，所以 1977 年畢業。 

記：你在社會工作上擔任的職銜有那些？ 

凌：我曾經是上市公司的董事，而其他方面的職銜則沒有。因為我需要花很多時間在自己的會計師樓上，沒有

空閒。 

記：在張振興最難忘的人 / 事？ 

凌：首先是第一任校長 Brother Brendan，其次是中二的班主任謝錫金老師，現在謝老師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副校長，還有一些已退休的老師，如何校長、莫 sir。莫 sir 是教數學的。在我中四那年的暑假，我跟全班

同學說：「如果我中五出去考試時，數學能合格就請全班同學吃雞腿」，可想而知，我當時的數學很差。

就因為莫 sir，他令我這個對數學沒有信心的學生在中五考試時合格。 另外是黃煒基老師，因為我跟他踢

足球已很多年，他對我來說好像一個大哥哥，只是比我大數年。那時一起踢足球搭膊頭、飲汽水，所以我

們直到現在仍友誼不變。還有周 sir，他很惡的。有一次，我們把足球踢到簷篷上，其中一個同學爬上去

拾。碰巧周 sir 經過，他呼喝一句：「你在幹什麼？」那同學就驚慌得從簷篷上跳下來，跌斷了腳。雖然

很慘，但亦是當年的一些趣事。以前我們遲到，會從後門附近爬牆進來，很有趣。 

記：你覺得張振興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跟其他中學不同？ 

凌：當我升中一時，由於張振興是全新的學校，還未興建好，我想現在全香港應該沒有學校是在開學時未興建

好的。當時我們在小學的六樓上堂，小息就上天台，直至下一個學年，學校才興建好，那時醫院仍未興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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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過往在張振興的學習對你現在的發展有何影響？ 

凌：張振興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自由度大，原因可能是因為注重體育，更因為 Brother Brendan ，他

在我們的年代是一個慈祥老人，我沒見過他罵學生。當我們沒東西吃，他會說：「come on, 一齊飲

啤酒。」因為他每天午飯都有一枝「生力」，我們就時常一起喝。因為我們是第一屆學生，所以他

特別照顧我們，我們沒飯吃，他給錢我們吃飯，那時我們大多數都很窮。張振興自由度大，而且常

給我們機會，因學校注重運動，學生都不會死唸書，令我們 EQ 較好，人會活潑些。 

記：在生活或學習上有什麼地方可以與師弟們分享，令我們可以更有能力面對未來的挑戰？ 

凌：我想自己就是一個例子。我不怕逆境，當一個人在逆境時能自強不息，認定一個目標，向着目標前

進，你一定能夠做得到。有一句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覺得不是全對，是有一些外在因素，

你未必能夠真的做到百分百你想達到的目標，但只要你肯做，最起碼有七、八成能達到，可能你未

必能獲得最想要的東西，但得到低一些的東西已是不錯了。 

我在中二時出名常欠交功課，默書 0 分，該年考試考尾二，理應不能升班。但 Brother Brendan 不

想我們被逐離校後學壞，而且當時少年學警的入學條件是中三，所以學校加設一班給我們十七個原

本不能升班的學生。從此以後，我每天上課都認真坐下聽書，肯交功課，終於全班考第二。 

所以學校給我很多機會，而有一句話「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如果機會來的時候你未預備好，你

就不能把握機會。我覺得做人要「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這會令你的心理狀態

好一些。當你做一件事，你要望高一些，達到高一點的目標，從而令你加倍努力。Prepare for the 

worst 就是萬一你失手了，你可以用一個平常心去面對，令你不會太失落，不會像掉進深淵，永遠爬

不上來。 

記：作為張振興早期的畢業生，並一直擔任舊生會主席，你覺得學校的今昔有何不同？ 

凌：以前學校較寬鬆，老師和學生的關係較像大哥哥、小兄弟，因為大家的年紀相差不遠。現在學校上

了軌道，自然有紀律要求。我們以前沒有紀律，但會尊敬老師，現在的學校有紀律反而令學生對老

師差了，這是我所感覺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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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可否跟我們分享舊生會的工作情況及展望？ 

凌：第一，我要感謝一眾幹事，他們很努力幫忙，我反而是個懶人，因為我的工作實在太忙。我好像公司的董

事長，決定一些方向性的事，而實質的事很多謝幹事去做。近年我們舊生的幹事數目增加了，希望能慢慢

壯大。因為早幾年的舊生會有一個弊病，就是對我們之後幾屆的舊生沒有認識，有一個斷層，大概 1980

年 至 1990 年之間的學生很難聯絡，因為找不到資料記錄；有記錄的，也因資料太舊，沒有更新，同樣也

找不到。現在我們希望每兩三屆就找到一個舊生，然後由那個人開始擴大，找回其他舊生。 

記：在老師心中，師兄在中學階段是一個較「好動」、「活潑」的學生，你在成長過程中，如何蛻變成一個有

自己的事業，願意為學校承擔責任的大師兄？ 

凌：第一，之前已提及，學校和 Brother Brendan 給我機會，然後令我知道機會是為有準備的人而設。知道這

些後，人成長了，開始有目標。我在六年級時已想做會計，因為我兩個哥哥都在會計師樓工作。當我知道

讀書的重要，便開始追趕上來。我亦慶幸哥哥有錢供我到外國讀書，再一次令我得到機會。我在大學中找

到自己讀書的方法，我發覺最懶的方法就是在頭一次就讀書，頭一次就考得好成績，因為不需回頭再讀。

其後我報讀一些與會計有關的課程，一年內考完所有試。那些與我同期考試的人可能到現在亦考不到，因

為他們在外接了一些工作，沒有時間溫書；我則是一心一意讀書，把考試考好。所以，做人要有一個目標，

專注在目標上。 

凌錦棠先生為本校 1977 年中五畢業生，現為執業會計師及舊生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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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漢榮先生專訪 
 

記者：鄧雪濤﹙6B﹚、譚啟顯﹙7A﹚、蔡子健﹙6B﹚、黃智穎﹙3E﹚ 

記：請問您在哪一年畢業？ 

袁：我在一九七八年中七畢業，而且我是第一屆畢業生，因此算起來，我是當了七年大師兄呢！因為中一那

時，張振興校舍還未竣工，所以我的中一生涯是在當時的聖若瑟小學七樓度過，而在張振興校舍修讀了

六年。 

記：那麼您在社會上擔任的工作和職銜是甚麼呢？ 

袁：我現時是爆炸品處理科炸彈處理主任，而我在五月十九日會晉升為高級炸彈處理主任，屆時會是單位的

主管，現時是單位的第二把交椅。 

記：您在張振興就讀期間有否一些難忘的事情呢？ 

袁：當然有很多，由於我當時居住在灣仔，交通比較麻煩，每日從家抵達學校都需要一個多小時。雖然這個

不算是十分難忘，但是當時的交通不便，每天都花上一個多小時車程返校，都是一個深刻的印象。 

記：您在張振興就讀期間有否一些難忘的人物呢？ 

袁：說起難忘的人，我想到的是當年第一屆的校長白蘭登修士，但是現在已經過世。我認為他是一個很慈祥

的人，所以令我們的感受很強，因為當年很少接觸外國人，而他當時亦會主動與我們傾談，十分親近我

們。但是他亦可以很震懾性，當時他走進課室任教會話，我們全班亦有點兒害怕，所以印象很深刻。其

實他亦十分平易近人，曾經幾次我曾經沒有錢吃飯，他會把自己的午餐送給我，直至我畢業時，他亦是

我的校長，是一個很慈祥、很受人尊敬、很值得別人敬畏的一位校長，而且他亦十分和藹可親，令我十

分難忘。 

記：至於任教化學科的何錦榮老師呢，你對他的印象如何？ 

袁：他當時雖然沒有任教我，但是我們曾經有合作的經歷。現時的郭樹業校監當年曾經任教我生物科，這亦

是我一位十分難忘的老師，他的教學模式亦十分好。 

記：您認為張振興與其他中學有甚麼不同之處？ 

袁：首先當時張振興創校時是故意在柴灣創校，希望能夠照顧在港島區生活較為低下的學生，而在柴灣創校

亦是一個策略性的位置。創校時首先是以低下階層為主，而張振興的學生是來自不同的地區，我當時住

在灣仔，亦是受惠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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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當時設施不足，但是張振興其實是一間很偉大的中學。雖然當時與其他校舍相比，張振興是略遜一

籌，但是對於當時的我，張振興是一間很大的校舍。當時的感覺是十分豁然開朗，因為學校有大禮堂，

空氣清新，從家抵校時間長，所以當時是一個很新的經歷。而且張振興校風非常開放，因為當時的校長

白蘭登修士採取一個很開放的政策。成績固然是要注意，但是並不是填鴨式，他一定會鼓勵大家自律，

而他在同學的品行方面亦處於開放，因為當時近乎沒有校規，校規是其後慢慢建立，所以當時張振興是

一處很開放的學習環境。當然，老師和同學都在摸索，因為當時是第一屆，彼此之間亦不熟悉。雖然我

已經離開學校很久，不能再為其給予評價，但是當時的張振興，老師和學生都能夠混成一片。因為當時

學校的七樓是宿舍，而有些老師甚至居住在學校，在放學時便與學生打成一片，平易近人。學習環境十

分開放，而當時的學業成績亦不是特別優異，因為當時同學的質素一般，而且學校亦是剛剛開荒，所以

成績不太理想，而這些便是當時張振興與其他學校的不同之處。 

記：請問過往在張振興所學到的事物對您現時的事業發展有甚麼影響或幫助？ 

袁：當然有，正如我剛才所說，當時學校正實行開放政策，鼓勵學生參與一些學習活動，雖然追不上現時的

其他學習經歷，但是當時老師亦十分鼓勵我們到社區服務，參與學生活動。雖然活動不太多，但在當時

已經很好。當時我處於開放環境下，自己除了學習以外，還參與了課外活動，從中我亦學會了一些活動

組織能力、社交能力等，都能夠終身受用，對於我現時發展很有幫助。 

記：請問能否與我們分享一些活動經歷？ 

袁：當時我在初中主要選擇了加入紅十字會，後期當然還有其他學會，例如科學學會，因為當時早期只有很

少的學會供予選擇，而我在運動方面的發揮亦不佳，所以在體育課裏不能合群，所以我當時專注在紅十

字會發展。而我在紅十字會亦學習了許多東西，包括社區活動、社區服務、社交、紅十字會的常識、衛

生常識等等。後來到了中六，中七時，我亦為科學學會組織了科學展覽。在參與許多這類型的活動下，

令我在獨立處理事項、組織活動和對離開學校的聯校活動都有很深刻的看法，而且在領導方面、社交活

動和組織能力亦有所增進。 

記：請問當年的科學學會有否參與一些聯校比賽？ 

袁：當年並沒有機會參加比賽，我們只會舉辦一些展覽，尚未達到比賽的程度。但是當年的童軍，紅十字會

的聯校活動會比較多，譬如：步操比賽、急救比賽等等，還有一些團隊的活動，例如童軍在學校舉行營

火會，紅十字會亦會與其他學校合作進行社區服務。其實比賽大多是獨立學校，若果是聯校活動，大多

都是童軍和紅十字會，而這些聯校活動在當年是比較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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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其實您為甚麼會選擇加入拆彈組，而並不是其他的機構或組織？ 

袁：其實我原本是一位警察，我在 1983 年加入了當年的皇家警務處，當上一個警察督察，而當年的職責

大多都是掃黃，掃毒。而我在 1988 年選擇加入一些警隊內為期六星期的拆彈興趣班，成為一位後備

拆彈主任。其實警隊原本亦有一個拆彈組，即是現時的爆炸品處理科，但是全職人員比較少，只有寥

寥可數的兩三位，所以他們會在警隊中招募一些義工，學會了這些拆彈課程，而我便是其中一位學

員，學習過後不必成為拆彈全職人員，只是增加一技之長，多學一門手藝而已，所以我當年亦返回衝

鋒隊工作。只有在需要時才會被應召回到拆彈組完成特別任務，好像英女皇到香港探訪，當時許多保

安提高，提升反恐，所以只有兩三位全職人員並不足夠，所以警隊需要徵召一些曾經完成課程的學

員，到不同的崗位，直至活動完成才回到本來的崗位，而我們便被稱為後備爆炸品處理小隊。到了

1992 年，爆炸品處理科的人員全都是英國人，為了迎接 1997 年的移交，所以招聘一些本地人，希望

本地化，能夠選取一位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正好我曾接受訓練，便加入了拆彈組的全職行列。 

記：其實在被挑選加入全職行列時，您是否毫不猶疑地答應？ 

袁：其實在 1992 年挑選的時候，我曾經推搪了一年，警隊在 1992 年其實已經是第二次跟我招手，因為

進入爆炸品處理科與一般警察的工作有所不同，其實我便是由 1992 年工作到現在，因為每逢進入這

個單位便是終身聘用制，然後需要經過專業培訓。其實當上一個拆彈專家並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需

要經過特別的訓練，汲取特別的知識和經驗的累積，才能成為一位從警察轉職的專業警察。加上若果

拆彈組全職人員只擔任幾年工作，所學到的專業知識便會流失。 

記：除了拆彈組外，有否其他單位是由普通警察轉職而成？ 

袁：當然有。我們這個是爆炸品處理課，另一個單位便是槍械鑑證科，是被俗稱為軍火專家。還有其他單

位，例如：指紋鑑證、ＤＮＡ的化驗等，均是由普通警察轉職而成的專業警察。所以這些單位的人員

均是終身聘用制，減少專業知識流失的機會。 

記：請問成為興趣班學員的基本要求是甚麼？ 

袁：首先需要基本的體能，亦需要相關知識，分析思維，但是不需要科學奇才，但是必須要具備普通常

識，例如：插電線，ＤＩＹ手工，亦需要基本求生常識，而且要在很大壓力下作出決定，所以學員成

功率亦不太高。 

記：炸彈種類繁多，坊間亦能自製炸彈，其實炸彈的種類可大致分為幾個範疇？ 

袁：其實可以分為三大類，包括：俗稱土製炸彈，即是啟動後會計時，或是移動炸彈，即一些感覺到移動

便會爆炸的炸彈。第二類是常規軍火炸彈，簡單來說即是炮彈。而最後一類便是生化炸彈，包括：沙

林毒氣，而處理這三類炸彈是我們最主要的職責。一些高危爆炸品及在水底所發現的炸彈亦是我們爆

炸品處理課的職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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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請問香港最常見的炸彈是以上三種的哪一種？ 

袁：土製炸彈，例如：銀行劫案、罪犯破壞性的行為、勒索、恐嚇、尋仇等各種罪行，都會放置一些土製炸

彈。幸好香港在過往二十年並沒有一些正式的恐怖活動，所以炸彈都是土製的。第二便是常規軍火，所謂

的常規軍火便是戰爭後，或者英軍所遺留下來的尚未爆炸的彈藥。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有六十年之

隔，但是現在所發現的遺留彈藥亦有很多，而二零零一年便是發現的高峰期，當年有近五百個炮彈被發

現。總的來說，每逢香港進行基建活動時，便正是發現常規軍火的高峰期。近年較多的是興建添馬艦基

地，興建新的政府合署和立法會地盤，亦能找到幾枚彈藥。或許在挖掘山邊和郊野公園亦能發現，因為在

山泥傾瀉時，原本覆蓋炸彈的泥土會被沖走，於是炸彈便會外露，在這些情況 下 亦 會 有 找 到 炸 彈 的 機

會，平均每年亦會有近二十枚。至於生化方面，我們現時只會作出預備工作，因為香港未曾有生化炸彈的

發現。至於在公佈爆炸品處理課行動方面，雖然香港有新聞自由的存在，但我們亦不能主動把行動告訴記

者，原因方面我卻不作解釋。 

 

記：在擔任拆彈專家的生涯中，請問有否一些難忘的經歷？ 

袁：常規軍火的比較多，有幾宗常規軍火的事件，環境比較惡劣和危險。最難忘的要算是一宗空投炸彈案件的

處理，當時我正好應召到現場，發現炸彈與船錨纏在一起，近乎半天吊的狀態，我當時需要坐在那炸彈

上，才能把裝置拆除。拆彈專家竟需要坐在炸彈上才能完成任務，這是一次很難忘的經歷。因為那時稍一

不慎，便會賠上性命。 

 

記：請問為甚麼會在水底發現炸彈呢，您可否與我們解釋一下？ 

袁：因為香港在近二十年已經不是移山填海，而是移海填海，迪士尼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移海填海的過程

中，在海底會發現很多戰時炸彈，因為移海填海的關係，在挖掘泥土時會連同沙石和炸彈被挖掘，所以會

在水底發現炸彈。加上曾經在挖掘途中爆炸，在一九九四年時，曾經有三宗因挖掘而爆炸的意外。 

 

記：聽您剛才的分享，已經了解您們的工作需要承受非

常沉重的壓力，其實您們有否一些特別的培訓？ 

袁：我們當然需要接受培訓，而且培訓十分嚴格．拆彈

專家們接受許多本地和海外的培訓，因為需要保持

專業的知識，便等同於一名專業人士，所以我亦十

分佩服和尊敬醫生，因為醫生能救活病人，而我便

稱自己為外科醫生，因為我是保障市民安全，把炸

彈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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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當時學校亦有數個學會，但為何您會選擇加入紅十字會？ 

袁：其實當時課外活動很少，第一屆最初創辦的學會是童軍和理科學會，而我在中一時便加入了理科學

會，當時亦十分愉快，活動亦很生動，學生當時能夠搜集動植物標本、參加日營等，反而現時的學

生便不能透過理科學會去經歷這類型的活動。「採植物」、「撈海參」、「捉蚯蚓」等這些活動，

而且我們亦能在學校實驗室製造標本，植物的木乃伊標本，在當時來說可算是十分普及。紅十字會

是在中二時才創立的，因為我從小的志願便是當上一個醫生，但這只是一場童年夢，我當然未曾當

醫生。但是每逢我看見醫療的東西，我便會很開心。當時我認為救人是一件偉大的事情，所以便參

加紅十字會。加入後的工作當然不只是急救，在社區服務中亦能體驗到一般學生體驗不到的事情。

在中三的一次社區服務，我與其他同學到一所弱智兒童中心探訪，當時首先的反應是不知所措，但

其實是一次很好的經歷。這亦令我明白到雖然出身於貧窮家庭，但其實這是一個健康的家庭，自己

擁有健康的身軀，然後能夠服務他人，其實是一種非一般的感受。我亦會在當時感受到一些人生經

歷，因為我當時的社交能力弱，亦有點兒自卑，但透過社區服務亦能令我成長。紅十字會亦帶來了

許多啟發，導致我在性格上亦有正面的改變。現時我仍然是紅十字會中一名重要的義務工作者，是

掌管紅十字會制服團隊的最高領導人。紅十字會亦不只是局限於制服團隊，亦有捐血、賑災的工

作，而我是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工事務部的青年監督，是全港一萬四千個青年會員的總領袖。 

 

記：您曾經獲得「十大傑出青年」這個獎項，請問您為何會被獲頒這個殊榮呢？能否與我們分享一下？ 

袁：我是在一九九三由紅十字會推薦獲頒這個名銜，而並非拆彈組所推薦。我認為紅十字會推薦我的原

因主要是透過社區服務界別，這個界別是需要得獎者在自己的職業上有特別的貢獻。我當時由香港

島調配到新界區，我亦能夠在很短時間內組織新界區的紅十字會團，發展軌道和組織都頗見成績。

正因我在紅十字會在這方面的貢獻和積極參與，加上我在一九九二年亦加入拆彈組，成為首個全職

華人拆彈專家，便剛好時勢造英雄，有機會獲得這個獎項。 

 

記：請問您有否在紅十字會服務時，拆彈組亦需要您執行工作？ 

袁：當然有，在看電影和睡覺時亦曾有這些經歷，因

為我們是二十四小時，隨傳隨到。我曾經在一個

晚上起床三次，被徵召往拆弾，所以有時亦會感

到吃力。罪犯會在不同時間放置炸彈，即使炸彈

已經爆炸，但是我們還需到達現場，因為需要調

查起因和炸彈裝置等，希望能夠找到疑犯，加上

強烈的炸彈裝置並不只是由一個炸彈組成，所以

我們還需要拆除所有炸彈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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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請您分享一下在生活和學習上的經歷，讓師弟們能夠面對逆境？ 

袁：其實當年學生和老師的質素不是特別高，因為大家都在摸索，在第一屆根本很少張振興的同學能夠升讀

香港的標準大學。很多同學因為學歷不佳，找工作可算是騎牛找馬，但是現在同學亦能當上公司總裁、紀

律部隊、專業人士等優厚工作。其實我只想帶出一點，只要努力和抱着永不放棄的精神，當時我們需要半

工讀、進修等來增值自己，其實我現時亦在公開大學修讀執法管理，我希望強調分數較低並不代表人生的

完結，成功的關鍵是在於不屈不撓，永不放棄的精神，好好部署另一條道路，最終亦會持有成功的鑰匙，

打開成功之門。 

 

記：拆彈工作其實是十分危險，家人有否在初期勸您放棄從事這些高危工作？ 

袁：其實這亦視乎自己怎樣部署工作，工作無可厚非是危險的，在我加入拆彈組時，很多外國的拆彈專家英

勇殉職，甚至在我考慮加入時，電視新聞正播放拆彈專家殉職的經過，其實拆彈專家所具備的是分析能力，

解決難題，以最安全的做法減低危險。我認為若果家人不明白我的工作性質，我會與他們簡單地講解，亦

會確保自己的安全，更會與他們分享我的拆彈趣事，在每次工作後致電回家，令彼此之間能互相了解，不

應令家人蒙在鼓裏。所以我會與家人好好解釋工作的性質，減低家人的顧慮。 

 

袁漢榮校友為本校 1978 年中七畢業生，現為香港警察爆炸品處理課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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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基湘教授專訪 

 

記者：蔡子健 (6B)、譚啓顯 (7B)、楊樂勤 (6B)、朱建豪(4A) 

 

陳基湘教授，這個名字及其成就之高，在訪問前我略有所聞，而他竟然是我校的大師兄卻真是令我

感到驚訝和榮幸。在沙士期間，雖然出現了很多受害者，但也造就了很多仁心仁術的英雄，陳師兄

便是其中一位。由於他的工作是從事微生物研究，所以由當時的沙士到現時的豬流感都是他的研究

對象。他經常會見報，並常向外發表研究成果。由於我校創校四十周年，遂給我和同學們一個機會

訪問這位傑出的校友，了解他當年的校園生活以至其事業上的心路歷程。 

 

記： 張振興在過去和現在的分別如何？ 

陳： 過去的張振興與現在的最大分別是多了新的校舍。而且過去學校的天台有老師居住，我的中一班主

任關祺老師亦曾居住於教師宿舍。還有，地牢音樂室後面，也曾經是教師宿舍。以前學校的班數較

多，因為以前考的大學入學試有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之分，修讀的學科科目和時間都有不同。選擇

投考香港大學需要進修的時間為兩年，科目共四科，課程較難。由於我的會考成績不好，只能僅僅

入讀張振興的預科班。不過，我當時選擇了以考進香港大學為目標，因為這個選擇的出路較大。 

 

記：你現在擔任什麼性質的工作？ 

陳：我現在主要的職務是擔任中文大學教授，從事微生物的研究。又因為我是中文大學醫學院教授，除了

教書和進行研究外，也會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擔當醫生的角色，關於微生物 (病毒) 方面的事務都在我

的工作範圍之內。另外，我亦擔任一些公職，例如：曾在衛生局擔任一些義務工作，發表關於食物

安全的意見等。 

 

記：你在張振興最難忘的人和事是什麼？ 

陳： 有很多，我較難忘的活動是長跑。因為每星期都有一兩次晨練，故較印象深刻，而且長跑是張振興

特別的傳統，其他學校都沒有。另一個較難忘的活動是我參加了童軍，令我有機會認識更多的人。

當時學校的童軍旅團 149 在港島區童軍的活動中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且很活躍，又有營火會

等較特別的活動，所以都較難忘。關祺老師是我較為難忘的人，因為我所參加的活動大都由關老師

負責，加上關老師曾是我的中一班主任，可說是我的啟蒙老師。不過，我對關 Sir 的印象大部份來自

課外活動。在課室中印象較深刻的是教生物學的文乃森老師，因為文 Sir 引起了我對生物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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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你覺得張振興和其他學校的不同地方在那裏？ 

陳：張振興給我的印象較平民化，並非像一般的名校或貴族學校。張記較為踏實，學生亦不是過份追求物質

享受。 

記：過往在張振興的學習對你的事業有甚麼影響？ 

陳： 在張振興讀了七年，人生一段較重要的時間都在那裏渡過。很多事都是在中學時老師教的，比如基礎的

語文能力，做事的忍耐力、意志等都是中學時候訓練出來，這些都是從母校學到的。 

記：師兄有甚麼可與我們分享，令我們可以面對未來在學習上的挑戰？ 

陳： 希望師弟們可以記住「平衡」這一個原則。平衡，即是我們要在一些時候進行取捨，令我們可以穩定地站

在一條鋼線上。比如在考試前，如果可以找到一個減壓的辦法，做到平衡便會較易拿到好成績。又比如暑

假時，不應只顧玩樂，應抽一些時間溫習以做到平衡，這可以令自己有得益，心智方面又有成長。而我過

去學習是採用群體學習法，大家一起到自修室學習。休息時和朋友一起玩，這就是我的減壓和學習方法。 

記：師兄，以前如何抵受誘惑？ 

陳： 少看電視，自己的家庭在我就讀中四時才有電視，所以我並不太沉迷電視。 

記：在新學制中，微生物學將是其中一個選修項目。請問修讀微生物學需要有甚麼條件？將來又有甚麼出路

呢？ 

陳： 微生物與人的健康和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微生物學是科學的範疇，所以同學們需要對科學有濃厚的

興趣，而且很多用語要記，所以需要有較好的記憶力，因為很多問題都要透過知識再進行分析。修讀此

科將來在大學可以選修醫科或生物科技，比如利用微生物的科技製造試劑。而畢業後除了作為教授進行

研究，亦可以從事生物科技的產業，比如製疫苗、測試食品試劑等，所以在社會上需求很大，因為上述

的工作是需要一些微生物學專家控制的。 

記：早期禽流感的肆虐，近期豬流感的出現，這對人類有甚麼啟示，特別是醫學界？ 

陳： 近年越來越多突發的疫症，對人類的啟示是我們應多留意周邊的環境。現在大部份疫症都是因為一些已

存在於環境中的生物，因某些改變而傳染人類，令我們在未適應的情況下造成傷害。如果我們對環境的

認識較深刻，應付突發疫症時便能較易掌握。而疫症的出現與人類的行為亦有關係。事實上，我認為因

為人類過度保護自己，令自己失去了適應大自然的能力。 

記：因應各種的傳染病，學校的防疫工作有甚麼地方值得注意？ 

陳： 學校老師、同學不應過份緊張。傳染病的爆發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健康方面，二是群體反應。比如小

題大造或排斥生病的同學都會對同學們造成心理傷害。所以學校不應過份反應，應衡量結果和影響才作

行動。而且同學不應排斥生病同學，因為很多人都會當生病的人是危險人物而不敢靠近，但其實只要做

了一定程度上的衛生措施，如戴口罩等，傳染病不會輕易傳染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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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師兄在 04-05 年曾接受校刋訪問，又曾在學校頒獎禮中擔任頒獎嘉賓。究竟有甚麼因素令你在繁忙的

工務中仍能積極參與母校活動？ 

陳： 其實能幫助母校是自己的榮幸，並不會佔太多時間，接受校刋訪問，間接和師弟對話都不需要太多時

間，而且我很樂意去做，不算投放太多時間。 

記： 醫學界素來是「尖子」的集中地，你認為現今的年青人除了有專業知識外，還有甚麼值得關注？ 

陳： 要有責任感。先決定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夠，才接受該工作。比如做醫生，如果沒有把握能醫好一個病

人，便應轉介給其他醫生，量力而為。 

記： 何錦榮老師將於本學年結束後退休，有沒有甚麼難忘的事或甚麼話想和何 Sir 說？ 

陳： 何 Sir 是很懂得鼓勵學生的老師，而且很有魅力，像一個偶像派的老師。另外，何 Sir 的教學態度認

真，當時對我亦特別照顧，所以我對他的印象都很深刻。 

記： 師兄有沒有特別的讀書方法？ 

陳： 有兩個錦囊可以給大家分享。第一，就是時間表。時間表是一年用的，所以在學期初便應準備好，在

學校的重要日子即測驗、考試前便應預訂妥當温習時間，並在某個日子要完成一定數量的學科等；第

二，是在考試前把自己所學的全部溫習一次，並在時間表預留考試前的一段時間，準備一些練習，確

保在考試前把所學的全部重溫一次。 

 

陳基湘教授為本校 1983 年中七畢業生，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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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強先生專訪 

 

記者：吳森枝 (7A)、李欣籽 (6A)、李淦源 (4E)、馮焯芊 (4A) 

 

記：你的畢業年份是那一年？ 

洪：應該是 1990 年，當時讀文科，選修的科目有藝術、文學、歷史和英文。 

記：在張振興最難忘的人和事？ 

洪：我記得曾經為學校籌辦一個籌款舞會，由於我們沒有經驗，那天又是除夕，所以參加的人並不多，我們

在事後亦要收拾殘局。不過，當時的郭樹業校長十分支持我們，令我很感動。 

記：藝術創作的領域很廣泛，請問師兄你較專注在那一方面？ 

洪：新媒體的創作和研究，即是互動和影像。例如觀眾去到展館，他

們的身體移動能帶出不同的視覺元素。影像就是錄像藝術，現在

新媒體多數以一組的形式，與一羣人合作，做出一件作品，就像

一個編輯，然後有一些人幫助你去完成。並不是一個人獨自埋頭

苦幹，就算有人獨自做事，這方式我都會支持，不過，我喜歡與

人一起研究，一起討論。 

記：你覺得張振興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跟其他中學不同？ 

洪：我只讀過一間中學，不知怎樣回答。 

記：你的靈感多數從何而來？ 

洪：思考和直覺。有時候靈感不能用文字、言語表達出來，所以用藝術來表達，當你完成作品後，才能以文

字解釋。有時候不是沒靈感，而是不想做。這時就要吸收不同的事物，藝術源於生活，當你對生活有所

感動，才能把這些感動投放到創作上。沒靈感是很常見的事，但不需刻意找尋。透過日常的敏銳觀察，

漸漸就能孕育出作品。 

記：在張振興的學習對你現在的事業發展有什麼影響？ 

洪：張振興的同學都很純樸，而且老師和校內制度亦能保護我們。學校十分鼓勵我們做 任 何 事，例 如 不

同的聯校活動，令我們有機會參與。文學科亦令我吸收不少傳統氣息，對我過去或將來的作品都有影

響。學校很有情義，有一次，我在大學不夠錢交學費，只好回到張振興找何江顯校長商借 3,500 元，而

其他老師知道這事後便立即籌錢給我，並叫我努力讀書，令我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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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在生活或學習上有什麼地方可以與師弟們分享？ 

洪：不要輕易放棄。我覺得現在的年青人愈來愈不懂得堅持。曾堅持過，真的不能才放棄，這總比一開始遇

到難題就放棄。我有很多事情都是因為堅持才能完成。可能有些人因為及早放棄一些事，而得到今天的

成功，但亦有人因放棄而一事無成，要考慮清楚。 

記：藝術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影響？ 

洪：藝術令你更清楚生命是什麼，慢慢更喜愛自然，因為藝術與生活關係密切。例如我去一間造木傢具的公

司，有一件酸枝物件我很喜歡，不過太貴，所以我沒有買。但我卻摸了那酸枝半個小時，跟它有所接

觸，所以藝術與生活有關，無處不在，它令你更了解生活，喜愛身邊所有事物，學會欣賞事物，能把這

些好好把握，才能造出感動人的作品。 

記：現今社會對於學習往往講求回報或實用性，你覺得藝術的生存空間怎樣？ 

洪：藝術很重要，每個國家都重視藝術。如國家進行外交、國訪時，都很着重文化的交流，甚至是首要的。 

記：對一般人而言，藝術是屬於一些較高層次的活動。究竟藝術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學習藝術是不是

一定要走出世界，像你一樣走訪敦煌、雲崗？ 

洪：我只是喜歡到處旅遊，不一定要像我一樣，但一定要思考，可能你去了別處，沒作思考，沒有收穫，與

你身在何方是沒有關係的。 

記：有什麼關於創作的可以分享？ 

洪：對身邊事物的敏感度要高一些，不要太容易受人影響。我看見很多學生很容易受朋輩影響，要有獨立思

考能力。 

 

洪強校友為 1990 年中七畢業生，現職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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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洋先生專訪 

記者：楊樂勤﹙6B﹚、呂曉峯﹙6B﹚、姚志鵬﹙6A﹚、黃智穎﹙3E﹚ 

 

記：請問您在哪一年畢業？ 

譚：我在二零零二年畢業，都已是八年前的事了！ 

記：那麼您現在從事什麼工作呢？ 

譚：在九龍一間中學當教師，主要教授數學科和體育科。 

記：您在中學時期最難忘的人和事是甚麼？ 

譚：最難忘的事是打籃球。在中六那年，張振興是港島區學界第一組別，

精英賽和馬拉松的「三冠王」，當時亦是一時佳話。數起人物便是已經退休的黃煒基老師，他是一位對

我影響很深遠的人，無論他的為人處事，教學模式均深深影響着我。而且我現在成為教師，當中亦受他

的影響。 

記：您認為黃煒基老師是一個對你有很大影響的人。除了在體育科方面，他曾否成為你的任教老師呢？ 

譚：他曾經在初中時期教我中文科。我覺得他為人風趣，除了課本上的知識外，他還教了我許多人生道理。

最記得有一次輸了球賽，事緣當時在許多老師的期望下表現失準，我當時感到十分內疚，因為我是比賽

的主力。當時黃煒基老師能夠用他的人生經驗來開解我，所以其實他的人生經驗十分豐富。 

記：您認為張振興與其他中學有甚麼不同之處，或者特別的地方？ 

譚：我覺得在張振興有一份獨特的人情味，相比起其他很著重運動成績的學校，可能會把運動訓練放在首

位，而其他品行和成績都置之不理，但是我覺得張振興是在運動發展外，個人品行亦十分著重。加上作

為學生應該學好事物，而張振興便是一所能夠給我學習機會的學校。 

記：在張振興所學到的事物對您現時的事業發展有甚麼影響或幫助？ 

譚：其實在張振興學到了許多，首先當然是運動方面，張振與能夠給予我一個機會，才能夠在張振興多面發

展。當時亦有其他學校招攬我，但是我亦拒絕，因為上學地點近，而且其他學校未必能夠給予我在張振

興所獲得的機會。當時我在最高峰時曾經參與六項運動，包括足球、籃球、排球、越野訓練、游泳和田

徑，接觸六項運動對我現在任教體育科有很大的幫助。 

記：那麼在學業方面，你在張振興所學到的對你有甚麼幫助？ 

譚：在中五會考那年，其實有其他同學比我考取了更高的分數，但是因為張振興欣賞我的付出，因而獲得取

錄，所以其實張振興是一間很有人情味的學校，而且這個機會亦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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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素聞您在運動方面獲獎無數，其中有沒有一些是您印象特別深刻的？ 

譚：在中學時期獲得學界最佳運動員。先前曾經說過我參加了六項運動，其實其中一個目的是為了爭取最佳運

動員這獎項。這個獎項的評核標準不單是參考運動成績，而且計算參加次數。當時眾多體育科老師亦極力

推薦我去嘗試爭取這個獎項，而這個獎項一直以來都是由名校壟斷。當我獲得這個獎項時，我感到十分光

榮，而且我亦連續四年獲得這個獎項，打破了當時的紀錄，所以印象亦十分深刻。 

記：能否與我們分享一些學校以外的獎項？ 

譚：大專冠軍。我曾經有一年放棄學業，專注籃球方面。但是其後修讀副學士，能夠嘗試參加大專比賽。當

時被一致看淡，但是最終因為隊中各人的共同付出而獲得勝利。 

記：其實您在中學時期如何兼顧讀書和參加六項運動呢？ 

譚：初期是十分困難，尤其在中五時缺乏目標，沒有決心迎戰會考。其實當時自己未能好好作出時間管理。

在第二年我便學會了取捨，明白有時候要放棄一些事情，譬如別人消閒娛樂的時間，我便會用作籃球練

習，把籃球當成娛樂，這樣能夠專注地完成每一件事情。而且因為打籃球的關係，意志力亦增強了，我

在讀書時不會想打籃球，在打籃球時亦不會想讀書，能夠令效率更高。 

記：您眾多的比賽和訓練生涯會否對您有些啟發？ 

譚：我認為運動員並不是長勝將軍，在抗逆能力方面的需要較高。在比賽中落敗亦會引發思考，思考怎樣才

是致勝關鍵。當抗逆能力強的人面對種種逆境時，會有一顆好勝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是不會輕易言敗

的。 

記：當您擔任老師一年後再回想自己在中學的學習生活，有什麼體會？ 

譚：我會回想起學生時代的事情，例如思考為何學生會不交功課，而並不會第一時間便向他們破口大罵。其

實每個人均有難處，作為教師的我應該作出體諒。我亦體會到張振興的老師其實很體諒學生，曾經有一

次在上課時睡覺，因老師作出體諒而沒有被罰。現在我也會套用這個方法在我的學生身上。 

記：請問您與學生相處之道是怎樣？ 

譚：我會喜歡與他們談天，尤其是自己最熟悉的學生，因為與他們接觸的時間較多，而大多會與學生談談學

業和家庭問題，亦會協助學生解決難題，而學生亦會受落這一種方法。 

記：你現時身兼教師和運動員，會否感到辛苦？ 

譚：起初會感到辛苦，因為需要重新適應新的環境，例如早起，因為大學與上班時間有異，需要重新適應。

加上老師並不能怠慢教學工作，加上亦要兼顧籃球練習，在體能和心態上需要一段時間適應。 

記：請問您的父母以前會否反對您打籃球？ 

譚：不會，反而我的籃球生涯得到家人的支持，這對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加上母親認為應有一技之長，十

分鼓勵我打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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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聽聞您在中五時會考失意，曾經重讀一年，而其後成功升讀中六，不知您認為其中有甚麼因素令您可以

渡過會考失意這個難關呢？ 

譚：當中其實意志和不服輸的心態是一個重要關鍵，自己心想失敗的地方是甚麼？自主能力問題亦是其一關

鍵，我不會像某些學生隨意應考會考。其實老師的協助亦是重要的一環，他們會把我不明白的地方作出

解釋，所以十分感激他們。 

記：您會否把張振興老師對您的管教方式套用在現時您與學生的相處方面？ 

譚：絕對會。一些對我好的老師，例如廖杏玲老師，她會耐心指導我課本知識和作出一些關心和問候。黃煒

基老師的管教方式亦值得我去推崇，因為我受落這種溝通方式，管與教其實需要並行，因為學生自控能

力不太好，容易受朋輩影響，所以我會引用在張振興所受的管教方式在現時與學生的相處方面。 

記：有否想過返回張振興任教？ 

譚：我亦曾經有這個想法，但是現時學校所給予的機會亦不錯，我並不會貿然離開現時所任教的學校而返回

張振興教書。 

記：請問現今學生在運動方面的心態與您以前比較有何分別？ 

譚：很大分別，因為現時學生大多不能堅持，遇見困難或辛苦的練習會輕言放棄，但是運動員必須付出，才

會有收穫，而成敗之間只是一線之差。 

記：請問您對於自己在運動發展方面有否明確的目標？ 

譚：小時候，我會希望可以參加職業賽和出國比賽，但是現時目標只是希望不要受傷，保持在高水平競賽；

人生目標方面則很想把學生教好，因為自己經歷甚多，對於學生運動員是一個很好的借鏡。 

記：運動時不能避免受傷，請問您對運動員受傷有甚麼看法？ 

譚：我認為受傷並不要緊，我亦經常受傷，但是受傷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種經歷。我認為「經一事，長一

塹」，競賽時會更成熟。受傷過後只要妥善完成康復運動便可，現時運動科學發展能夠令受傷者康復九

成半以上。 

記：有否曾經想過放棄籃球這門運動？ 

譚：我在受傷時曾經放棄打籃球，當時並不知道自己

辛苦練習的目的是甚麼，而且不斷有身體碰撞，

太累時上陣亦增加受傷的機會。當時我曾經與很

多人傾訴，亦得到許多意見，其他人能夠給予一

些批評和意見，能夠對自己的成長會有很正面的

影響。 
 

譚偉洋校友為 2002 年中七畢業

生，現職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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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灼其華—振興點滴 



第一屆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教職員 
(攝於聖若瑟小學) 

第二屆 

教職員 
(攝於柴灣校舍) 

Front Row:   Miss. S. Leung, Mrs. K. Tsui, Brother Brendan, 

   Miss. A. Cheng, Miss. M. Butt. (Secretary) 

Back Row:  Mr. A. Chan, Mr. A. Meau, Mr. S. Ku. 

Front Row:   Mr. A. Meau, Miss. A. Cheng, Mrs. K. Tsui, Brother Brendan, 

   Miss. A. Ng, Miss L. Leung, Mr. K. C. Mok 

Back Row:  Mr. A. Yeung, Mr. A. Lee, Mr. T. Chow, Mr. E. Hui, 

   Mr. O. K. Lo, Mr. S. K. Tse, Mr. S. Ku. 151 



在聖若瑟小學的日子— 
首年中一同學上課的地方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Brother Brendan 昔日的辦公室 

152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首
屆
中
一
同
學 

攝
於
聖
若
瑟
小
學( 

 

遷入柴灣校舍後 

全校師生大合照 

(1972—1973) 

1971 

| 

1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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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龍島 

第一次校內燒烤 
(1971—1972) 

第一次全校旅行 
(1973—197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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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本
校
刊 

(197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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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中五畢業同學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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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老師及第一屆學生長 
(一九八零年四月)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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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第一屆中七理科班 (1977-1978) 

第一屆中七文科班 (1987-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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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由校監兼任班主任 

(1988—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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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外籍老師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Mr. Gary Bennet) 

現職外籍老師  (Mr. Stuart M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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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學生會 

(1997)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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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隆重的一次 
喇沙會聯校 
運動會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港督麥理浩爵士擔任 

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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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樹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十周年校慶由 Mr. Reeve 手植

的印度橡樹，惜於一九九九年被

颱風吹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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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樹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一九八八年四月由 

Brother Brendan

手植印度橡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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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樹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二十周年校慶由李越挺太

平紳士手植的細葉榕。 

165 



校樹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延續印度橡樹的堅毅

精神—三十周年校慶

由湯啟康太平紳士手

植的鳳凰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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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狗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夜班工友的良伴， 

宵小的剋星！ 

167 



長梯不敗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長跑王國的圖騰， 

越野賽隊員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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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錦
囊 

二零零一年擺放 

二零一一年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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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也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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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也充電 

171 



陳耀羨老師 Mr. Alan Chan 在本校第三期校刋“PIONEER”的作

品，獻給每一位「振興」人。 

To boys of Chong Gene Hang College 

Up the hill, o’er the field, 
Chaiwan’s contours spread unveiled. 

In the future time to yield, 

We try, we venture, we contribute. 

The cemetery, the factory, 
Old and new in unity – 

History, Chemistry, Biology, 

With knowledge in Chinese and Geography. 

 Brendan Dunne, wisdom and fun, 

Our leader, our chieftain, our patronizing sun; 

‘Hurry! Hurry! Get things done.’ 

Forward, alert, on we run: 

Sow the seed, clear the weed, 

We toil and labour midst the clime. 

Spirit high, unified, 

Reap at golden harve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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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不同大專院校制服的體壇精英，

但，每一位都是張振興的孩子。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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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覺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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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聚 

至二零一零年已 

舉辦至第十六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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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一位匿名校友捐贈 

Chan Ho Family Scholarship 

Bright Sun Corp. Ltd. Scholarship 

由校友及其公司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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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最愛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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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像祝聖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六日 

灼灼其華 - 振興點滴 

天
上
的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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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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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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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生亦師 



 

在學年份：  

1981 – 1989 

 

對母校的看法/感想： 

很感激母校多年來的栽培，期望母校繼續秉承喇沙會及張振興先

生的辦學理念，倡導「行健自強」、「克己復禮」及回饋社群的

精神。 

 

教學感受： 

「教學相長」 

 

最難忘的事： 

在中七畢業後，很感謝郭樹業校長及何錦榮老師的推薦及鼓勵，

使我能順利到師範學院修讀教師培訓課程，並回到母校任教。 

黎志亮老師 

亦生亦師 - 黎志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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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年份： 1985 – 1988 

 

蛻變成長中的「張振興」永遠蘊含著一股魔力，在資源局限的硬件下，總是充滿著動力。正好讓我們

知道，在家庭裏的每一個成員，就是這裏最有價值的「資產」。仰望校舍，使人肅然起敬。 

 

班房裏總有位高個子在嘮嘮叨叨，球場上總有位「老鄧」在跑跑跳跳，校園裏總有群人在說說笑笑。

二十年的時光，就像與朋友一起開心愉快地成長。 

 

成功的鼓舞，失敗的鞭策，皆成為我前進的動力。作為一位體育老師，最難忘莫過於帶領籃球隊於二

零零一年奪得學界籃球三大錦標，獲取「三冠王」美譽。 

 

鄧仲明老師 

亦生亦師 - 鄧仲明老師 

184 



 

在學年份： 

1987 – 1995 
 

對母校的看法感想： 

母校轉變很大，特別在硬件上，多了新翼，更提供多項設施，

令師弟在學習上多元化。 
 

教學感受： 

可能年代不同，往時的教學法已不適用。學生往往需要更多愛

心和耐性，有教無類始終是我們的理想。 
 

最難忘的事： 

與一班戰友從多間足球強校中脫穎而出，勇奪甲組足球冠軍。 
 

四十周年校慶感想： 

為張振興伉儷書院舉行一個開開心心的生日會。 

亦生亦師 - 張志雄老師   

張志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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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of study : 1990-1992 
 
Argentina born Cesar Relli,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architects, once said, “I decide on the 

building for today but it will have to fend for 

itself as times goes by, like a child…” Many 

years ago, our School decided on me and I have 

fended for myself in the course of time. Now, as 

one of the teaching staff of the school, I decide 

on the students. Some fend for themselves as 

time goes by, but some don’t. The journey is 

stupendous and prodigious – and I do love to 

keep going on.  

Miss Connie Chan 

亦生亦師 - 陳靄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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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年份： 

 1993-2000 
 

對母校的看法/感想： 

 感謝張振興伉儷花了畢生的心血，創立了母校，讓很多年青人在這裏渡過了人生中最重要的

中學階段。我很感激母校對我的栽培，師長的教導，朋友間的互勵，讓我有一個充實愉快的

中學經歷。我期望母校能繼續發揚喇沙會及張振興伉儷的辦學精神，讓更多年青人得到優質

的教育，造福社會。 
 

教學感受： 

 教學是一個對人的工作，作為老師，要以身作則，要求我們自己的言教與身教一致。此外，

我亦要時刻反思自己的教學過程，了解學生的學習需要，並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才能把教

學做得好。見證自己學生有正面的發展，是我教學工作中獲得的最大滿足和推動力。 
 

最難忘的事： 

 在母校七年，快樂的時光過得很快，在腦海中，有許多難忘的回憶。還記得，中一時，郭校

長會親自到班房，把成績表派發給各位同學手中。遇着成績較好的同學，校長會微笑、握

手，並鼓勵同學繼續努力。遇着成績或操行較差的同學，校長會變得很嚴肅，把笑容收起

來，拍拍同學的肩膀，要他們努力。當時，全班同學都戰戰兢兢，等待校長

呼喚自己的名字。幸好，校長每次也是向我微笑，但這個派發成績表的方

式，讓我們時刻提醒自己，要做好學生的本份。 

此外，當我校同學於校際比賽奪得佳績，校長公佈喜訊時，全校同學都會不

停熱烈拍掌，期盼着校長宣佈，提早放學，讓同學可將喜悅告知家人。 

又記得，中一開學首月，在地鐵上，我遇上一個男士，坐在我旁邊。他向我

交談，提醒我不要用「單膊」背書包，因為會影響我的骨骼發展。原來，這

位先生就是何錦榮老師！到中六時，何 SIR 是我的班主任，得到老師們的悉

心教導，讓我能順利進入大學，並修讀化學系。在大學期間，何 SIR 給予我

很多教學機會，推薦我回母校做代課。在 2004 年 7 月，何 SIR 更花了不少

時間，陪我練習面試及「試教」，讓我順利獲得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更讓我

有機會結識我的太太。何 SIR 確是我人生中的一位啟蒙老師。現在我很慶幸

能為母校服務，繼續將這份關愛，延續給我的學弟。 
 

四十周年校慶的感想： 

 張振興伉儷書院至今已到四十個年頭，我祝願母校四十周年校慶各項活動能順利舉行。我期

望母校在普天同慶，回顧過去成就的同時，繼續自強不息，在不同的教學領域上，自我完

善，與時並進，迎接下一個十年！ 

亦生亦師 - 吳華彪老師 

吳華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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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生亦師 - 吳華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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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生亦師 - 鄭崢嶸老師 

 

在學年份： 

2000-2002  
  

教學感受：  

母校是一所人情味濃厚的學校，師生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及良好，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也很強，經常會有

舊生回校探望老師，希望母校能將這優良傳統流傳下去。 
 

最難忘的事：  

在短短的兩年預科內，結識了一班知己良朋，至今仍經常聚會：打麻將、飯局、踢波……兩年內特別深刻

的是學界籃球三冠王及學界田徑擊敗拔萃，榮列亞軍。當時的上下一心，聲勢震天的景象仍歷歷在目。  
 

四十周年校慶的感想：  

四十年，說長不長，短不短，有幸以兩個不同身份，親歷母校兩次周年校慶，非常難得，也非常感恩，

也祝願母校能在教改洪流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路向，迎接下一個十年。  

鄭崢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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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生亦師 - 周文傑老師 

 

在學年份： 

2001-2003 

 

對母校的看法/感想： 

無論教書或讀書時，母校都給我一個溫暖的感覺，師生關係良好，簡直是「講乜都得」！學生

有歸屬感，可能因為運動成績優異吧！ 

 

教學感受： 

雖然有時很勞氣，但覺得很開心！特別是當聽到學生說喜歡上自己的堂時，這個感覺更深！ 

 

最難忘的事： 

中六七時的 Applied Maths 堂，任教的鄭副校經常會因為處理校務或監考公開試而沒有來上

堂，而修讀人數只有不足十人的我們，就樂於享受那個小天地中（課室真的很小，位於六樓女

廁旁，有鐵閘的房間），談天說地，暢所欲言，到後來，我們每一天都希望他不來上堂。 

 

四十周年校慶的感想： 

雖然，我只在母校讀了兩年及教了兩年，但我很慶幸可以有機會一起慶祝這個歷史時刻！ 

 

周文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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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歷屆中五畢業照  1975-1976 

5A 5B 

5C 5D 

1975-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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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1976-1977 

1976-1977 

5A 

5B 

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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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5D 



歷屆中五畢業照  1977-1978 

1977-1978 

5A 

5B 

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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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5D 



歷屆中五畢業照  1987-1988 

1987-1988 

5A 

5C 

5B 

5D 

194 



歷屆中五畢業照  1988-1989 

1988-1989 

5A 5B 

5C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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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1989-1990 

1989-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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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1990-1991 

1990-1991 

5A 5B 

5C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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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1991-1992 

1991-1992 

5C 5D 

5B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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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1992-1993 

1992-1993 

5A 5B 

5C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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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1993-1994 

1993-1994 

5A 5B 

5D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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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1994-1995 

1994-1995 

5A 5B 

5C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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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1995-1996 

1995-1996 

5A 5B 

5C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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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1996-1997 

1996-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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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1997-1998 

1997-1998 

204 



歷屆中五畢業照  1998-1999 

1998-1999 

5A 5B 

5C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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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1999-2000 

19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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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2000-2001 

2000-2001 

5A 5B 

5C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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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2001-2002 

20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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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2002-2003 

20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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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2003-2004 

20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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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2004-2005 

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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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2005-2006 

200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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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2006-2007 

20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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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2007-2008 

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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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2008-2009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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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中五畢業照  2009- 2010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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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1971   -  創校 

     Brother Brendan 為首任校長 

1972  -  成立童軍 149 旅、紅十字會 59 團隊 

1976  -  成立舊生會 

1978       -  獲學界體協頒發亞米茄最佳進步獎 

1979       -  Brother Lawrence 出任第二任校長 

1981       -  十周年校慶 

                    主禮嘉賓： Mr Reeve(助理教育署長) 

1985       -  獲學界體協第二次頒發亞米茄最佳進步獎 

1986       -  開始於中六級錄取女生 

1987       -  郭樹業先生任第三任校長 

1988       -  擴建校舍工程 

1991   -  廿周年校慶 

    主禮嘉賓：李越挺太平紳士(教育署署長) 

1992   -  成立家長教師會 

1993    -  籌辦「藝聚」(東區聯校美術展)，至二零一零年已舉辦至第十六屆 

   -  獲學界體協第三次頒發亞米茄最佳進步獎 

   -  成立交通安全隊第 109 隊 

1994    -  一月，家長教師會會訊《連繫》創刋，至二零一零年已出版至第 32 期 

   -  參加「學校管理新措施」計劃 

   -  越野賽隊代表香港往北京參加世界中學生越野賽 

1995    -  二月，何江顯先生出任第四任校長 

    -  四月，主辦聯校歷史問答比賽，至二零一零年已舉辦十二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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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銀禧校慶 

  主禮嘉賓：程介明教授(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 主辦聯校數學問答比賽，至二零一零年已舉辦至第十五屆 

- 九月，全校課室與特別室裝置空調設備 

1997  - 一月，成立學生會，由教育署東區教育主任郭浩庭先生主禮 

1998   - 三月，首任校長 Brother Brendan 去世 

    - 六月，獲學界體協第四次頒發亞米茄最佳進步獎 

    - 九月，中一級開始以中文作為授課語言 

 - 十二月，越野賽隊獲五連冠之殊榮 

 - 十二月，APLEC(亞太區喇沙會教育工作者會議)於香港舉行，各國代表探訪本校 

 - 十二月，舊生會年刋《思源》創刋 

1999  - 展開禮堂設施改善工程 

   - 譚偉洋同學被學界體協評選為全港最佳男運動員 

2000          - 展開多媒體學習中心(MMLC)工程 

 - 譚偉洋同學蟬聯全港最佳男運動員 

2001          - 三十周年校慶 

  主禮嘉賓：湯啟康太平紳士(教育署副署長) 

 - 譚偉洋同學再度蟬聯全港最佳男運動員 

2002          - 多媒體學習中心(MMLC)啟用 

  - 譚偉洋同學連續第四屆獲全港最佳男運動員獎 

  - 本校舊生捐贈港幣一百一十萬，於大學設立只供張振興學生申請之 CHAN HO 

      FAMILY SCHOLARSHIP 

              - 受教育局邀請推行功課輔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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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新詩集《新芽》出版 

2003         - 學生文集《鴻爪集》出版，至二零一零年已出版至第七集 

  - 推行 「學生學習 – 閱讀計劃」 

2004         - 二月十三日 Brother Victor Franco 到訪本校 

        - 校舍擴建工程開展 

2006       - 三十五周年校慶 

        主禮嘉賓：喇沙會會長 Brother Patrick 

       - 新翼大樓落成及啟用 

  - LEC﹙Hong Kong Lasallian Education Council﹚成員探訪學校 

2007        - 進行 ESR 校外評核 

 - 何江顯校長退休 

         - 李兆華先生出任第五任校長 

2009  - 話劇 FAREWELL 囊括香港學校戲劇節英文話劇組別所有獎項，並於西灣河文娛中   

   心公演 

         - 334 新高中學制正式推行，為配合新學制，中一級相應調整為四班 

        - 校監 Brother Lawrence 退休 

        - 前任校長郭樹業先生接任校監 

2010       - 英文歌舞劇 That’ll be the Day 首次公演 

    - 九月十六日四十周年校慶感恩祈禱會暨聖像祝聖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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