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社藍寶石禧加冕籌備委員第五次會議
日期：
地點：
主席：
出席：

2019 年 05 月 18 日（星期六） 4:00 p.m.
九龍荔枝角道 777 號田氏企業中心 2201 室
余盛彪社長
陳志文、陳佩明、周美亮、林惟良、田榮先、鄭徽、余盛彪、余家
材
記錄： 田榮先
議程：
1) 報告事項
i) 母校 130 周年校慶活動
2019.06.30
2019.09 - 12
2019.10.06
2019.10 下旬
2019.11 - 12
2019.11.03
2019.11.15

2019.11.16

2019.12.13
2020.12

校慶音樂會（沙田大會堂）
紅藍傑出校友講座
三地籃球邀請賽
校史書出版與發佈會
校史文物展
三地越野邀請賽
校慶開放日
教育論壇（吳家瑋、徐立之主講）
昇社金禧慶典
校慶感恩崇拜
同學日
大公宴
三地高球邀請賽
校慶音樂劇

ii) 其他母校消息：
• 母校在 5 月 4 日舉行的「第十八屆培正數學邀請賽」，勇奪團體
冠軍，連續第二年奪冠，可喜可賀。
2) 上次會議跟進事項與各項工作的進展
i)
藍寶石禧外地（長程）旅遊
• 上次會議已接納「旅遊製作」建議的「華僑他鄉 -- 檳城六天遊」
，
鄭徽稍後會再確定細節，下星期再由田榮先向同學公佈行程與報
名細節。

藍寶石禧外地（短程）旅遊
• 「旅遊製作」建議了「水秀丹霞‧清英韶關三天行」與「潮民生
活‧潮汕三天遊」兩個行程
• 由於潮汕地區較容易自己去，而韶關丹霞地貌更是著名的世界自
然遺產地，比較有特色，大家同意選擇「水秀丹霞‧清英韶關三
天行」
。
• 與長程旅遊一樣，鄭徽確定細節後，下星期再由田榮先向同學公
佈行程與報名細節。
• 有同學提意見，長、短程旅遊費都比一般旅行團昂貴。由於我們
的團是特別設計行程（包括不到購物點），並不是坊間普通團，
團費自然會比較貴。鄭徽會盡量跟旅行社議價，或爭取其他優
惠，但相信議價空間不大。
• 亦有海外同學提出，由於個人原因，以致趕不及參與旅行團，問
會否考慮改日期。與會同學感謝同學對藍寶石禧活動的熱誠與支
持，但由於不同的同學有不同原因，實在無法照顧所有同學。
iii) 藍寶石禧謝師宴
• 基社與昇社同一時間（15/11 2019 晚）舉行，所以部份老師只能
出席昇社的謝師宴，而不能參加基社的謝師宴。
• 由於昇社是金禧大典，大家同意不與昇社學長「搶」老師，只邀
請昇社沒有邀請的老師。暫時應允出席謝師宴的老師只有梁崇榆
老師與劉紹祺老師。
• 為免與昇社學長「惡性競爭」，同意考慮將謝師宴延後兩天，改
到 17/11/2019（星期日）晚，田榮先與酒樓確定後再決定。〔會
後補記：已經與李振強確定，17/11/2019（星期日）晚舉行謝師
宴〕
• 日期確定後，會盡量邀請聯絡得到的老師出席謝師宴，向老師致
敬；禮物方面，每位老師「象徵式」給予 $500 利市，聊表心意。
• 當晚司儀由林惟良負責，女司儀與節目內容則待定。
iv) 藍寶石禧大公宴
• 130 周年校慶大公宴基社已訂了十席，並付全數 $72,000（$600 x
12 x 10）落實。
• 同意大公宴不會特別去邀請老師與基社同學共席。
v) 191116 加冕日流程
• 同學日大會將於 2:30 pm 開始，加冕典禮則分兩時段，基社屬於
第二時段
• 第一時段（2:30 pm - 4 pm）
：1944 昭社至尊禧、1949 堅社與熹社
金鑽禧、1954 匡社藍星禧、1959 光社鑽禧、1964 協社翡翠禧、
1994 頌社銀禧
ii)

• 第二時段（4 pm - 5:30 pm）
：1974 基社藍寶石禧、1979 榮社紅寶
石禧、1984 智社珊瑚禧、1989 禮社珍珠禧
• 由於很多級社都會在大樓梯拍照，所以時間安排得十分緊迫，各
同學必須準時到步，拍一張全家照；基社暫時是安排在 2:30 pm
拍照，2:45 pm 就要交場地給榮社，只有 15 分鐘拍照時間。為
配合基社其他活動，會考慮自己請攝影師為基社在其他時段拍
照。
• 當天有兩個與基社有關的項目尚未確定時間：1) 與榮社籃球友誼
賽；2) 基社李思廉圖書館揭幕典禮。待校方確定此兩項的時間
後，再考慮安排拍照時間和當天其他活動。
• 校方為加冕班準備了休息室，基社的休息室暫定是 B201
vi) 藍寶石禧加冕儀式
• 基社會在第二時段（4 pm – 5:30 pm）加冕，所以大概要 3:45 pm
集合好，然後一起進禮堂
• 與謝師宴一樣，司儀由林惟良負責，女司儀與加冕形式則待定
• 已答應為我們加冕的老師包括陳力行、梁崇榆、李仕浣、與劉紹
祺老師；會盡量邀請聯絡得到的老師出席一起拍照，並會向出席
老師表心意，每位老師「象徵式」給予 $500 利市。
vii) 藍寶石禧報名工作
• 上次本已議決不收報名費，但由於要支付老師的禮物（利市）、
拍照及其他雜費，同意每人收 $200 報名費。
• 細節確定後，田榮先會盡快發出報名表。請各班代表協助，努力
邀請同學，希望在 9 月 1 日前確定報名人數。
viii) 藍寶石禧籃球友誼賽
• 榮社已同意，不會請第二代幫忙，若湊不夠人，榮社將與基社混
合分成兩隊，作賽聯誼。
• 校方暫時安排在小學新體育館作賽。
• 是否要製球衣由籃球隊商議決定。
ix) 藍寶石禧捐獻
• 李思廉為紀念母校創校 130 周年與基社畢業 45 周年藍寶石禧，
慷慨捐款 $4,000,000 給中學，作修葺中學圖書館用，為表感謝，
母校特別將圖書館命名為「基社李思廉圖書館」，我社忝叨同窗
之誼，與有榮焉！
• 「基社李思廉圖書館」揭幕儀式將於校慶日舉行，時間待定。
• 李思廉的捐款固然屬於「基社藍寶石禧捐獻」
，但除了李思廉外，
懇請全體同學踴躍參與藍寶石禧捐獻，以表對母校愛護熱誠。
• 基社 40 周年紅寶石禧捐獻是中小學各 $80,000，盼望今年藍寶石
禧捐獻不要低於此數。

x)

銀禧紀念 Polo Shirts 的處理：將按原定計劃於十月份送到柬浦
寨，暫無新進展。

3) 加冕前的熱身活動
• 下一項活動為葉家寶 05/06/ 2019（星期三）在培正同學會主講「道
是無情還有情 -- 危機管理與傳媒關係」
，呼籲同學踴躍出席。
• 李思廉同意七或八月借出遊艇招待基社同學，遊河完畢再共晉晚
餐。活動本應由各同學自費，但李思廉對基社同學愛護有加，誠
意招待，最後同意每人象徵收費$300，日期暫定在八月中或下
旬，與李思廉確定後再公佈。〔會後補記：已經與李思廉確定了
日期為 17/08/2019 （星期六）
〕
4) 尋找失去聯繫的同學 / 尋訪稀客
• 一直沒有新進展，謹此列出失去聯絡同學名單，籲請各同學盡力
尋找「失蹤」同學。
• 去聯繫的同學包括：陳美蘭、陳淑明、陳達思、張艷芬、周傑柏、
鍾群喜、馮慶新、顧秋琴、李智瑩、李曉川、李惠嫦、梁景安、
沈德明、沈瑋、邵益南、司徒振坤、譚國通、鄧建榮、曾錫慧、
黃嘉敏、胡斯喜、虞民主 。
5) 下次開會日期與地點：15/6/2019（星期六）下午四時在田榮先辦公室。
6) 會議於 6:15 pm 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