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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成立至今已踏入第十三個年頭，畢業生人數日益上升，
成為我校其中一個重要資源。同學在三中就讀，深受師恩，畢業
後學有所成，皆願意付出回饋母校，故校友會特設「燒烤晚會暨
校友導航計劃」希望給予校友飲水思源，貢獻母校的機會。
是次活動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圓滿舉行。超過八十位老
師、校友及中七同學參與。校友會根據中七同學的升學及就業志願
協助配對曾就讀相關學科及從事相關行業的校友於燒烤晚會認識，
之後定期聚會，跟進最新發展，必要時提供合適輔導。
事實上對於每年的畢業同學，本校皆會提供不同層面的升學及
就業輔導，若能加上一眾畢業師兄師姐的指導，相信可幫助同學在
未來升學及就業的路途上，踏上康莊的大道。

老師、校友、同學歡欣共聚，來張大合照。

中七同學把握機會詢問校友升學及就業經驗。

中七同學在校友會司庫楊嘉亮先生手中接過禮物。

會 長 的 話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已經參與圓玄三中校友會三年，經歷過很多活動，但最開心的還是與校友
們(特別是校友會的幹事們)、老師們建立了一份友誼和默契。
如要說上屆最難忘的事，我想有兩件：
有兩個算是突破性的活動，一是室內 WAR GAME 活動，參與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每個參與的
校友都非常投入，槍林彈雨之間有點火花但同時培養了大家的友誼！可說是有血有淚；二是校友學
生的燒烤聚餐，第一年開始的校友導航計劃，第一次把校友跟現屆學生的關係拉近，令校友與學生
可以無阻礙的溝通，過程中分享校友們在社會學習到的專業跟經驗，學生們真的畢生受用！
校長、老師們、校友們、同學們，很開心能繼續在這平台上繼續與大家連線！
05-06 7S 校友會會長梁啟邦先生

校友會舉辦室內 War game 活動
正所謂「不打不相識」
，為聯繫各位好動的校友及加深彼此的認識，
校友會在 2010 年 11 月 6 日於長沙灣 Shooting Workshop 舉辦室內
War game 活動。
是次活動反應熱烈，活動名額一早爆滿。當天，我們到達會場後，
面對著頭盔、面罩、戰術背心、電動氣槍及 BB 彈 2000 發時，一
眾校友早已磨拳擦掌，透過討論戰術、正面突擊、集體駁火，我們
經歷了一幕又一幕緊張又刺激的片段。

校友及老師個個整裝待發，一場大戰即將展開！

事後，我們在休息室閑聊時，縱使校友來自不同屆別，但話題總離
不開三中，談論老師的近況、三中的變遷等，並期待下一次的校友
會活動，而 War game 亦在歡笑聲中完結。

校友會會員大會暨周年聚餐
一年一度校友會會員大會暨周年聚餐已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假學校禮
堂圓滿舉行。當晚大會通過對會章的兩
項修訂：第一，取消以往普通會員及永
久會員的兩種會籍制度，改為會員在入
會時一次過繳交港元五十元會費，即成
為永久會員，而以往所有畢業校友皆自
動成為永久會員，毋需再繳交會費；第
二，投票方式修訂為：親自出席會員大
會，於會上即席投票，或在指定日期內
親身到校領取選票並遞交。

校友會幹事與校長及老師們拍照留念。

校友積極參與當晚的遊戲。

```
校長與校友「打」成一片。

師生們獲取豐富的獎品，滿載而歸。

席間又選出了新一屆校友會幹事及校友
校董(見下表)。此外，當晚歷屆校友回到
母校與校長和老師們共晉晚膳，並進行
了一系列遊戲，師生打成一片，氣氛極
為熱鬧！

校董選舉當選名單
04-05 7S 慎嘉明 校友校董

幹事會選舉當選名單
05-06 7S 梁啟邦 會長

04-05 5B 劉家樂

08-09 7A 林玉瑜 秘書

05-06 7S 楊家亮 司庫

07-08 7A 陳鑽好 出版

05-06 7S 鄭志豪 康樂

05-06 7S 蘇倩兒 康樂

03-04 5B 林瑞榮 福利

08-09 7S 李嘉欣 福利

08-09 7S 李思欣 聯絡

08-09 7S 潘雪琪 聯絡

07-08 7A 陸志達 總務

副會長

校友事業分享周會
圓玄三中已成立踏入第十三個年頭，畢業生人數日益上升，不少校友已事業有
成，貢獻社會並希望回饋母校。校友會藉此機會邀請校友校董慎嘉明先生、校
友會會長梁啟邦先生和校友會幹事林瑞榮先生分享其事業，提供不同層面的升
學及就業輔導，為即將畢業的同學提供一盞導航的明燈。

07-08 7A 張國禧 總務

是次活動的舉行日期是 2010 年 12 月 6 日，地點是學校禮堂，出席
的同學都是高年級的學生。慎嘉明先生現職註冊護士，梁啟邦先生
從事理財策劃，林瑞榮先生現為紀律部隊，校友以自己的事業與學
弟學妹分享升學及就業的心得。同學表現專注，反應良好，在輕鬆
的分享會中汲取師兄們寶貴的升學及就業的經驗。

03-04 5B 林
瑞榮校友回
校與同學分
享他在職場
的經歷及現
時擔任警務
人員的體驗。

本人本年榮幸當選成為校友校董。獲任至今，本人代表校友出席我校法團校董會
會議，審閱本校周年校務計劃書、周年校務報告，同時就不同校政事項代表校友
反映意見。
另外，我亦積極參與及出席學校及校友會舉辦的不同活動，如家長日及聯校畢業
典禮等。此外，由於本人現為註冊護士，故在我校健康生活嘉年華暨校園開放日
中協助校友會擺設攤位，為尚德邨居民進行「血糖測試」，回饋社區。
如校友對我校發展有任何意見，歡迎透過顧問老師聯絡校董反映。

校友校董慎嘉明先生

二零零八年，我在三中畢業，在禮堂向在座的校長、
老師、嘉賓及所有學弟學妹，承諾「定必努力裝備自
己，將來回饋母校」
。三年後的今天，我回到三中，
兌現自己當天的諾言──成為一位老師，感覺十分奇
妙。從沒想過有一天，昔日的老師也會稱呼我為「陳
鑽好老師」，坦白說，我仍難以適應這樣的叫法，我
還是喜歡他們私底下用以往的方式稱呼我，感覺特別
親切。前陣子，某位老師跟我說：
「你永遠是我的好
學生！」當下熱淚盈眶。三年時間不長也不短，有些
事情好像改變了，但有些東西卻永遠不會改變。
張美姬老師
圓玄三中可說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在這裡，我經歷過人
生最重要的七年，經歷過會考，亦經歷過高考，很多很多的事物至
今依然歷歷在目，不能忘懷。我常說，在圓玄三中的生活是無比幸
福的，在這裡我得到過老師悉心的教導、關愛及扶持。若不是他們，
我想我亦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目標。

陳鑽好老師

今天我將要面對身份上的改變，由學生、校友變成老師，當年的老
師如今已變成了同事。這亦令我跟圓玄三中的關係變得更加微妙，
更加千絲萬縷！正式成為老師後，我不時提醒自己，要竭盡所能，
回饋母校，以校友的身份為三中出一分力！

我校通識教育科科主任利群歡老師榮獲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第七屆優
秀教師選舉」關愛組個人獎項。
利老師擔任輔導工作多年，非常重視學生的個人成長。她表示，唯有抽出課
餘時間，多與學生相處並建立融洽關系，才能發掘學生的長處。利老師更積
極與家長、社工、同儕等互相協作，為學生營造良好的成長環境。不少學生
和畢業生皆盛讚利老師對學生的關愛與付出。

利群歡老師在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
手中接過獎項。

我校將繼續以「關懷以情、愛人以誠」的精神，為學生提供充滿關愛文化的
學習環境。

校 友
不經不覺已經從 YY3 畢業兩年
了，中學畢業後一直很懷念在
YY3 的生活。其實中學的生活只
有短短數年，中學係一個可以大
聲高談闊論、可以嘻嘻哈哈大笑
不用有過多顧忌地方。各位試多
啲玩多啲，不用怕羞，找到自已
的興趣才不白費這幾年的中學
生活。
08-09 7S 李思欣校友

08-09 7S 潘雪琪校友
還記得當初畢業不久，我
經常回圓玄三中探望老
師。在這個家庭裡，我有
幸受到黎震傑老師的邀
請，加入校友會成為一份
子，與多位師兄姐齊心為
母校盡一點綿力，在過去
的一年充實也很高興，希
望有機會能繼續為母校服
務！

08-09 7A 林玉瑜校友

我現在就讀護士學校 Year 1。
不知不覺已經在 YY3 畢業了
兩年，回想起好多 YY3 的老師
當初給了我不少的意見，使我
沒有放棄，堅持下去。雖然實
習的時候真是很辛苦，但還是
享受服侍病人的時刻也感激
yy3 的老師，因為在我畢業
後，他們也不時關心自己的生
活和給予自己支持，推動自己
更積極生活！

生 活

不知不覺，加入校友會已經兩年了。
雖說要抽空出席活動或者會議什麼
的，但維繫著我的始終是一份感情。
看著老師百忙中為會議準備、師兄
們回校分享，甚至自己親身跟師弟
妹分享中學出路點滴，一切都是無
價的，無償的。
若有機會的話，亦希望你一同參
與，將會是一份美好的回憶！
07-08 7A 陸志達校友
時間過得很快，校友會經歷了一年的運作，自己亦在三中畢業六年
了。 每次返回三中，都會回想以前自己在三中的生活。 現在三中
校園內的環境，相對於讀書時，已經轉變了很多，美化了環境及增
加了不少設施。
雖然環境轉變了，但不變的是和老師亦師亦友的關係。每次回到三中，
看到從前任教的老師，大家總會互相問候近況，及致分享社會工作經驗。
三中環境轉變了，但當中的人情味，卻是不變的。

04-05 5B 劉家樂校友
離 不 開 的 中 學
每個人都有很多難忘的回憶 , 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離不開中學時期 ,
因為我們皆在這裡留下很多的第一次 ：
08-09 7S 李嘉欣校友
第一次踏上禮堂舞台表演；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
第一次得到全場總冠軍；第一次得到金牌；
畢業兩年了，是校友會把我們從
第一次給讚賞；第一次被重重的批評責罵；
各自的世界再次聯繫起來。值得
第一次談戀愛；第一次嘗到愛與被愛；
欣喜的是--我們都願意把自己
第一次傷透了心；第一次得到全級第一名；
的專業知識、個人的優點所長，
第一次嘗試沉重的失敗；第一次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毫不保留地分享，努力地締造一
第一次打架；第一次守望相助；第一次嘗到亦帥亦友；
個團結美好的校友會！在往後
第一次操行分獲 A；第一次感到迷惘，無助、絕望ٛ …
的日子，我深信「三中人」都會
然而這些一切一切都發生在我們中學生涯裡，今天我們離開了學
積極成為校友會的幹事，
「三中
校，但是我們的記憶永遠離不開，因為一切都藏在我們心深處，牢牢地刻
人」都會踴躍參與校友會的活
在我們的骨子裡，刻骨銘心！
動。校友會定必因您、妳、你而
【今日的我 , 明日的你 , 今天的你 , 昨天的我】
更臻完美！
03-04 5B 林瑞榮校友

1

會員大會暨周年聚餐

23/9/2011(五) 6:30pm ($50)

2

社區服務日血糖攤位擺放

26/11/2011(六) 10:15am-4:30pm (歡迎校友參與)

3

陸運會校友會參與接力賽/競技賽

8/12/2011(四)下午 (有興趣者歡迎報名)

4

校友師生盤菜宴暨校友導航計劃

13/01/2012(五) 6:30pm-9:30pm

5

War game 活動

2012 年 2 月

6

開放日攤位擺放

20/4/2012(五)-21/4/2012(六)

7

校友會旅行

2012 年 5 月

(歡迎校友回校參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