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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感言

蘇玉玲

我是一個很「虛榮」的人，我抗拒珠光寶氣，却陶醉於別人對我能力的認同，對工作成效十分挑剔，使合作伙伴壓
力頗大。我不愛閒蕩，工餘亦排滿義務工作及家庭任務；我不愛停下來，人生匆匆，我希望多做自己喜歡或認為有價值的
事。我知道自己很難滿足，身軀疲累是我的代價。
根據NLP(神經語言程式學) 大師的分析，我屬於「極度內心對話型」，跟自己溝通得最好。我不擅於跟大群人打交道，記人很差，
只適合單對單或小組相處。幸得幹事會活潑好動的Jojo及吳清助我廣結人網；Sarah則以她豐富的溝通經驗，加強了各屆代表於消息發放及入
會宣傳的功能。我電腦技術中度弱智，又有Billy為我們提供專業意見及支援，尤其在會員資料庫的保安工作方面，可謂絞盡腦汁。財政Kitty
既為財用把關，亦因住處最接近母校，經常額外為校友會提供各種適時的方便。文書Stephanie辦事條理分明，每令會議更有效率。至於另兩
位幹事譚sir及周國強平日則較為低調，前者為第一屆大師兄，聯系元老要靠他；而周大佬少說話多做事，專職自動補位。
過去兩年，我心裡十分慶幸，有各幹事互相補足，使我的弱點免被張揚。謝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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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大會暨春茗（3月10日）

幹事在週年大會向校友祝酒

本年度參加會員十分踴躍，原訂的酒樓無法安排加席，我們改往附近另一間酒樓，最後也算順利舉行。會場一片熱鬧氣氛，大家除了
得到校友會過去一年活動的資訊，大會也邀請了校友結他及歌唱表演，更有不同年代的校友跟大家分享在母校就讀時的點滴，最後「鄉」
「元」「中」「學」四社校友還來個大合照呢！

「鄉」社

「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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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元朗區傑出小學生選舉
（2月11日、3月17日及5月12日）
第六屆元朗區傑出小學生選舉的複賽、決賽及頒獎禮順利於2月11日、3月17日及5月12日舉行，校友會邀請了不同行業的傑出校友組
成賽事評判團，務求能夠客觀地作出評審，選出十位傑出小學生。頒獎禮當日，主辦單位向校友評判頒贈感謝狀，而二十位晉身決賽小學生
（包括十位當選者），合作以多種樂器演奏及歌唱，增添當日氣氛。得獎者更上台分享他們的感受，實在感人。鄉中人才輩出，校友中仍有
不少臥虎藏龍，如你願意協助評審，可與校友會聯絡。

校友評判與校長及幹事合照

決賽校友評判—（左二）張慧玲及（右二）倪光耀

進入決賽者合作在頒獎禮上表演

「鄉」「元」「中」「學」四社校友

得獎者大合照

校方與嘉賓及校友留影

開放日（3月23日）
為方便校友聚腳，我們一反攤位設置的傳統，向校方爭取使用禮堂旁
108號課室作展覽場地，展示本會活動照片及播放各屆畢業照，供各校友
“尋回自己”；另設老幼咸宜小遊戲，增加氣氛，反應良好。

校友慶賀母校開放日

兩位退休校長—蔡創達(左四)及張吳玉枝(右四)到訪校友會展覽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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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助學計劃—
新豐助學探訪（4月7-9日）
是次共資助特困學生￥2,500 x 24 名，另一般資助￥300 x 100 名，共計￥90,000。
參加者捐款踴躍，受助學生人數為歷次之冠。全團39人中，有25人為首次參加之校友及親
友，眼見計劃不斷有新血加入，令人鼓舞！

楊又蓮老師與兩位受助高中生

座談會上，學生與探訪隊交流
貧困學生家徒四壁
縱使下雨，也無阻探訪隊的行程

就業輔導日（4月27日）
國泰高級機師林浩然校友，為學弟妹講述有關機師的入職要求
及工作範圍，並分享個人經驗及主持問答環節。林機長身材高人一
等，處事嚴謹認真，無論你的志願是否當機師，也應向他仰望，並
好好學習啊！
林浩然校友

李德輝副校長頒發感謝狀

中六畢業生謝師宴（6月13日）
鄉中最後一屆中七高考和
第一屆中六文憑試畢業生分別
舉辦了謝師宴，各同學都隆重
其事，女生更盛妝赴會。他們
精心預備了表演節目，並由各
中六屆代表

班代表致辭，感謝師長的悉心
教導。校友會亦趁此良機，邀

中七屆代表

請李志深校長頒發屆代表委任
狀。各代表將為日後校友會與
各屆同學溝通的橋樑，使畢業
同學繼續與母校保持聯系。

中六謝師宴籌委會

中七謝師宴籌委會

中七畢業生謝師宴（6月20日）
職業影子計劃（6-7月）
計劃共收到36份同學申請表，4位校友共提供17個名額予學弟學妹，包括保險公司、美容院、律師行等，為他們提供半天職場觀察
機會。
3

201301_鄉橋_v6.indd 3

28/1/2013 15:37:36

校友日（7月7日）
酷熱的天氣並沒有打消校友回母校的熱情，過百位校友回來聯誼，喜愛球類活動的校
友各自各精采，喜愛籃球或排球的校友自行組隊與校隊進行友誼賽。校友排球隊除與校
隊比賽，更與校隊打成一遍，混合組成鄉元中學四社再激鬥一番。球場上沒有屆別芥蒂，
大家真是不打不相識。禮堂則有羽毛球、呼拉圈及跳繩活動，另更安排了舞蹈表演以娛來
賓。之後有些同屆同學還相約一起晚膳呢！

校友簽名留念

籃球賽

排球賽

排球隊員

校友日大合照

學校舞蹈學會表演隊

籃球隊員

敬師日（9月10日）
當日本會代表回校，向各老師致送紀念品表達敬意。校長積極支持，並陪同我們走訪各教員室，師長校友鬧哄哄，並合照留念。

校長室內留影

教員室內留影

水運會（9月21日）
雖然今年水運會在新學年開始不久即舉行，但學生並未因暑假而疏於練習，大家都全力以赴，創出更好成績。校長認為學業與運動同樣
重要，為支持學生，身體力行，實行組隊與老師比拼一番。

校長出馬，看誰與爭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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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講座一：
陳帥夫（10月12日）
45週年校慶傑出校友講座系列 — 第一講邀得運輸及房屋局副
秘書長陳帥夫校友主講。陳校友除了分享成長路上的體會外，特別
提到從政多年最深刻的經歷 — 911事件。事發當日，他剛陪同特
首出訪美國，除近距離目睹現場情況外，亦很驚嘆香港在外國元首
70、80、90年代的校友 —
蘇玉玲、陳帥夫和鄧穎怡

心目中地位之重要，襲擊事件稍為安頓，即第一時間獲接見。香港
人不要妄自菲薄呀！

陸運會（10月16日）
每年母校陸運會也歡迎校友回來，不論到來打氣或參賽。今年適逢45週年，校友反應空前熱烈，組成了七隊田徑隊參加接力邀請賽，與
各教師房代表一較高下。

校友們興高采烈參加運動會

近年畢業的校友也回來捧場

校方與校友合照

1973年中五畢業生探訪母校（11月24日）
第二屆中五畢業生離校近四十年，本已各散東西，有些已移民外國，有些已退休。他們幾經協調籌劃，聯繫了二十多人，特意透過本會
安排，探訪母校，並邀得當年的班主任莫格明老師遠道從澳洲回來參加他們的聚會，實在難得。當天他們除於課室及校舍遊覽回味一番外，
本會亦安排了乒乓球及籃球，讓他們再次在場上切磋球技。

莫格明老師、師母也回來

校友在昔日上課的課室重拾當年情

第二屆校友與幹事校友及校長在正門留影

校友在籃球場合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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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講座二：黃浩川（12月13日）
黃校友現為美國史丹福大學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的博士研究生，回港度假亦不忘回饋母校。他為同學預備
了豐富的參考意見，包括高中選科要點、弱科操練方法、學業與活動之平衡、本港及海外升學之比較、不同學府之優勢、獎學金申請竅門…
等等，概念與實務兼備，出席的二十多位高中同學獲益良多。希望校友回饋的風氣如薪火相傳，延續下去。

黃校友充份準備的講解，
學弟妹無不全神貫注地傾聽

細心的黃校友孝敬老師
黃浩川校友

畢業典禮（12月20日）

本年度畢業典禮邀請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博士蒞臨主禮，沈博士致詞分
享其人生態度，勉勵大家應抱正面態度，事事學會感恩，做人將會更加快
樂。 本會頒發獎學金共$35,750予中六及中七公開試成績優異同學以資鼓
勵。母校於典禮後預備了茶點和盤菜宴供嘉賓享用。

曾任教的伍小冰校長（左一）、
中大沈祖堯校長勉勵大家
羅蔡妍芳校長（右一）和已退休的楊又蓮老師（右二）

多任校長於畢業禮後與幹事留影

45週年校慶聚餐（12月22日）
母校45週年校慶聚餐筵開六十餘席，場面熱鬧。離任校長及老師共約三十人應邀出席，有些多年未見，校友們均熱切問候和與他們合照
留念。校友重聚，互訴多年來生活情況，當然不忘交換聯絡資料，整個會場歡笑聲此起彼落，為回憶再添精采一頁。

退休老師(前左起) 周家和、陳小鵑、陳秩蘊、
鄧奇漢、張啟毅、許達強和一班校友合照

校長、嘉賓等與大家祝酒

大家可認識前排左二至六
這幾位退休或離任老師？

第一屆中五畢業校友留影

譚志源校友為我們抽獎

79年畢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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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助學計劃 —
樂昌助學探訪（12月29-31日）
是次共資助特困學生￥2,500 x 30 名，另一般資助￥300 x 100 名，捐助五間中學教材費￥5,000，
共計￥110,000。受助學生人數再破紀錄。雖然其間粵北氣溫早晚均在零度以下，探訪路途險峻，部份路
段積雪封閉，舉步維艱，但亦無損團員助人的熱情。最終大家均平安完成任務。有心人萬福！

頒發助學金後全體合照

各小隊到受助學生的家探訪，實地了解他們的境況

團 員 心 聲 		
孩子長大了
鄧婉芝 (1979中五)

李若堯 (1980中五)

今次是我和女兒第一次參加韶
關樂昌市山區扶貧助學探訪，三天
的行程，氣溫只有0至10度，非常
寒冷，但沒有減退我們的熱誠。在
探訪當天，我和女兒被編派往探訪
偏遠山區的一組。雖然已從報章中
得知山區的家庭仍然很貧困，家中
可能只有孩子們獨自生活，但當親
眼看到被訪家庭中只有五個7至18歲的小女孩獨自在簡
陋的屋中生活，心中難免一酸。作為母親，誰願意放下
兒女不顧，但為了生活，別無他選。看見她們堅強地生
活，努力讀書，希望知識可以改變將來的命運。我的女
兒從此亦明白到自己是多麼的幸福，有父母照顧，可無
憂地生活。我們小小的資助，希望可以幫助她們及鼓勵
她們更加努力讀書，因為只有知識才可為她們的將來帶
來希望及改變。

參加「鄉中校友會」與「向山舉目助學金會」合辦
的粵北山區扶貧助學活動，轉眼已踏入第五個年頭。每
次行動的亮點，是親身探訪貧困家庭，了解受助學生的
生活狀況和他們面對的困境。雖然我已有多次探訪經
驗，但每次走進他們破舊的屋子裡，每次跟他們交談，
都令我感到震撼。相信初次跟隨父母探訪的小朋友感受
更深刻，因為這可能是他們對「貧窮的初體驗」。
一次接觸，勝過教科書的連篇累牘，這可以從結束行程後返港途中的分
享感受過程中得知。平時活潑佻皮的孩子，突然變成「老人精」般嚴肅地細
說心裡感受和從中得著，甚麼「要學懂珍惜」、「知足常樂」、「堅毅不屈
克服逆境」等人生哲學，一一出自幼小孩童口中。大家都知道他們不是在背
誦課文，因他們的眼神是那麼誠懇真摯，完全是發自內心。
這不就是活生生的一課國民教育、通識教育和生命教育嗎？從家長們一邊
聽著自己孩子分享感受，面上一邊流露出滿足的笑容，他們心中都明白：孩子
長大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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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中人 訴 鄉 情
第二屆同學2012鄉中共聚

師恩朋情
74年中五梁志堅

70年代元朗，是盛名遠播的稻米農產品之鄉，風土氣息濃厚，人情味豐
富；有幸成長於「那時」能親身感染到她的醇厚、真摰、可愛。所以同學們對
老師和鄉中的感情和記憶歷久常新。
相信大家都同意，有幸遇上好老師是畢生恩賜。他們以謙謙君子之風，諄
諄善誘，身教言教，使如野孩子般的我們都一一收歛起來。無論學生提出怎麼
樣的問題，老師都細心聆聽，詳盡解答，在中四時已指導我們「微積分」呢！
老師對每一位學生都暸如指掌，因材施教，有教無類，難怪鄉中人才輩出。
離校後同學們的接觸無間，不時傳來喜訊，並經常碰面。1983年離校10
週年，同學在彌敦道新樂酒店聚餐，昔日小伙子已鯉躍龍門而獨當一面，在各
行各業中執其牛耳；在本地和海外各式各樣的場合中，也常見到同學的蹤影，
受益於現今科技，彼此的聯繫能在彈指間。
在一呼百應、裡應外合之下，我們於11月舉辦了『畢業40共聚』，感謝多
位當年老師參與。而大家最期待是探訪母校。我們重返闊別多年的校園，得到
校長、老師和校友熱烈歡迎，又正襟危坐在像縮細了的課室座位上，回顧昔日
學校生活，沉醉一番。隨後晚宴上三位女同學還穿上水手裝校服，細說當年情
懷；多位同學更爭相緬懷昔日友誼，當年點滴歷歷在目，焉似今日「時光倒流
40年」之美！大家有談不完的話題，說不完的故事，千杯不醉，臨別依依……

81年中五柳偉德
靜穆地佇立在123號45載。
周邊風雲幻變，蒼海桑田。不變的是校舍上的一片
藍，是心田上點滴的恩情。
教育路上師恩永誌。袁老師博學宏志，生譽頌傳，深
耕細作，悄然撒下「清歌十八拍」等的文藝創作種子，
也開展了不少同學的人生路。何老師心誠敏思，課堂上的
「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化腐朽為神奇，喚醒了沉睡千
年的歷史，也令學生的眼界思維拓疆千里。還有，陳鴻勝
老師人生的伴導，楊又蓮老師藝術的啟蒙……
體育路上朋情難忘。攀欄踰牆，在校園投籃追奔，風
雨無礙。無分年級社別性別的跑道羚躍，球場馳騁妙傳，
灑下的是汗水，凝聚的是情誼。當然，木棉花開，頓然轉
戰課室潛修苦練，深宵迴廊轉角埋首默讀，夜來鬼話連
篇。還有，是離島的露營，禮堂齊聲唱詠的「願見人人和
平友愛……」
時光荏苒，伴隨人生路的就是青蔥歲月烙下的點滴恩
情與回憶。

畢業四十年後再穿上校服，是甚麼感覺呢？

活動預告
日

期

活

動

詳

情

2013年2月及3月

第七屆元朗區傑出小學生選舉複賽及決賽

鄉議局主辦，母校及本會協辦，於母校舉行，本會邀請不同行業校友
出任評判。

2013年3月5日

傑出校友講座(三)

趁母校45週年校慶之際， 邀 請傑出校友與學弟妹分享成長路上的體
會，以作他們面對未來的參考。

2013年3月22日

鄉中開放日

本會將設置攤位，聯繫校友，並向在校學弟妹介紹本會工作，歡迎校
友回校參觀。

2013年3月23日

週年大會暨春茗

假元朗『喜尚嘉喜宴會廳』舉行，報告過去一年校友會會務、動向及
進行幹事會改選。報名詳情請參閱本會網頁。

2013年3月30日4月1日

韶關新豐助學行

往韶關新豐探訪貧困家庭，捐款助學。

2013年4月2-10日

四十五週年校慶活動 - 師生美術展

假大會堂高座展覽廳七樓舉行，展覽師生作品。

2013年4月

傑出校友講座(四)

趁母校45週年校慶之際，邀請傑出校友與學弟妹分享成長路上的體
會，以作他們面對未來的參考。

2013年5月11日

第七屆元朗區傑出小學生選舉頒獎典禮

邀請校友主禮，並頒獎予十名獲選學生及頒贈紀念品予校友評判。

2013年7月6日

校友日及幹事就職典禮

開放校園予校友聚舊聯誼、進行康樂活動、茶聚，及舉行新一屆幹事
就職。

2013年9月

敬師日

校友回校探訪老師，向他們獻上禮物表敬意。

2013年12月

韶關樂昌助學行

往韶關樂昌探訪貧困家庭，捐款助學。

編輯委員會：趙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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