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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Message from the Chairman

外展同學會會友，大家好,
Dear Alumni,
It is the beginning of a year. I wish everyone a very prosperous 2022.
Despite 2022 has started with very strict social restrictions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I believe the
pandemic will be over soon should we hang in there and stay positive in life.
Our 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ran well on 4 December 2021. A great occasion to see so many past
chairpersons and senior members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OBAA for the the past 50 years. There are more
details in Page 13-18 of this newsletter. A special thanks to the Chairman of the organization committee Stephan Yau and all the members/volunteers who have helped in the events. Job well done! My only
observation is that there were only a handful of younger members or associate members attended. Let us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a younger crowd attending our next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With the tightening of social restrictions again due to COVID-19 started in November which led to
cancellation of a few major trail running events in Hong Kong,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cancel the 2021
Tolo Harbour Canoe Race as there are still uncertainty by end of November to hold the race in December.
December 2021 earmarked the end of seeking for talented and interested OBAA members to sit on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I would report that after extending the deadline for another 2 months to the end of
December 2021, there is still no sign of any nominee. In this regard,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annot be
formed as agreed by the general membership in 2021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 I will have that
report back in the coming AGM. Nevertheless, the review on development, operation and activ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should normally be the job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ExCo) in most organizations. No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is subject, I will try to lead our ExCo to carry out these reviews and report back should
we be able to draw any conclusion before our AGM i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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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announcement of the fees increase and new fees structure for 2022, ExCo has received some
comments from members on the uncertainty of how bad is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to lead to such a
benchmarking exercise with higher percentage of increase to our fees structure. I would like to table
below a summary on our Profit and Loss Assessment and Cash Position Assessment from 2013 to 2020
for your easy reference.
2013
PROFIT AND LOSS ASSESSMENT
Total Incomes
Total Expenses
Surplus/(deficit)

2014

2015

2017

2018

2019

214,635.27 228,244.86 144,166.18 807,653.89 169,047.65 233,471.29 389,070.73
235,936.56 217,016.58 129,263.73 794,915.45 174,273.48 219,102.12 310,928.49
(21,301.29) 11,228.28 14,902.45 12,738.44 (5,225.83) 14,369.17 78,142.24

Income including Government fund
a. Pandemic Subvention (transfer to fixed development reserve fund)
b. SDTF Subvention from Government consideredas income to acquire asset
c. Misc. from government
Surplus/(Deficit) without government fund (21,301.29) 11,228.28 14,902.45
CASH POSITIONING ASSESSMENT
Bank balance
Pandemic Subvention
Bank balance without the Pandemic fund
Different Cash (gain/loss)

2016

72,640.00
23,542.50
(9,173.33)

362,987.05
196,089.80
166,897.25

150,000.00
55,962.00
(39,064.75) (30,393.79)

494,567.59 546,054.16 571,771.97 530,616.33 483,903.58 471,660.87 436,593.24

603,567.97
150,000.00
453,567.97
16,974.73 (40,999.62)

25,717.81

(5,225.83)

TOTAL
DIFF.

5,502.24

51,486.57

12,738.44

2020

(41,155.64) (46,712.75) (12,242.71) (35,067.63)

Without the Sir David Trench Fund for Recreation that sponsored the purchase of equipment and the
subsidy from the government on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are actually in deficit on the running of
OBAA since 2013. We are lucky to be still sustainable up to now due to the Reserve Fund that OBAA
has built up before 2013. Of course, the loss that we have incurred is not more than $50,000 over the 6
years but OBAA should be building up the Reserve Fund for some of the major works mentioned in our
notice E25/21 on Page 10 of this newsletter.
Last, there are also requests from some of the Associate Members to re-consider the reinstatement of
Annual Canoe Fee to assist some members who have to train on competition for OBAA. ExCo has agreed
to carry out a review on this. Unfortunately, we are informed by the government that we have to close the
Club due to the tightened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 so normal ExCo meeting cannot be held for the time
being. We will report back as soon as ExCo can meet after relaxation of the restriction.
As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all a safe and healthy year of
Tiger. KUNG HEI FAT CHOI.
John Woo, Chairman, Outward Bound (Alumni) Association
24 January, 2022

外展同學會會友，大家好,
這是一年的開始。我祝愿各位都有一個非常豐盛成功的 2022 年。儘管由於 2019 新冠病毒疫
情的影響，2022 年又再開始收緊流感疫情之限制措施，但我相信如果我們堅持下去並保持
積極的生活態度，新冠病毒疫情很快就會結束。
我們的 50 週年慶祝會已在去年 12 月 4 日圓滿擧行。當天與多位前主席和資深會員聚首一
堂，分享 50 年來貢獻同學會的經歴，實是難能可貴。你們可在通訊的第 13-18 頁參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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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盡資料。特別感謝組委會主席邱賢康和所有在活動中提供幫助的會友及志願者。我感
到唯一美中不足是:只有少數年輕或副會員參加。希望在下一個週年紀念活動中會有更多
年青會員參與。
由於去年 11 月開始再收緊 2019 新冠病毒疫情之限聚令，因而導致香港一些大型越野跑
賽事需要取消。在很多不明朗的因素影響下，本會主辦的 2021 吐露港獨木舟大賽亦在別
無選擇下，只能取消。
我們邀請有能力及有興趣之 OBAA 會員加入我們的諮詢委員會之限期已在 2021 年底結
束。這諮委會成立以審視 OBAA 的發展、運作和活動，並為今後的道路提出建議。我們
在再延長截止日期 2 個月後，仍然沒有收到任何會員之提名。故此，我們恐未能按照
2021 年度會員大會全體會員同意的方式組織諮詢委員會。我將在今年舉行的年度會員大
會上交代此事。然而，大多數團體通常都是由其執行委員會作審視其發展、運營和活動
等的工作。注意到這個審視工作的重要性，我將嘗試領導我們的執行委員會在任期內進
行此項工作，以期在 2022 年度會員大會報告這些審視工作的進度。
自從執行委員會宣布了 2022 年的費用增加和新的費用結構以來，我們收到了一些會員關
注我們現有的財務狀況。為何導致我們的費用增加比以往為高。我想在下面列出我們從
2013 年到 2020 年的損益評估和現金流評估以供你們參考。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總共差距

損益之評估
總收入
總支出
盈餘 /（赤字）

214,635.27 228,244.86 144,166.18 807,653.89 169,047.65 233,471.29 389,070.73
235,936.56 217,016.58 129,263.73 794,915.45 174,273.48 219,102.12 310,928.49
(21,301.29) 11,228.28 14,902.45 12,738.44
(5,225.83) 14,369.17 78,142.24

362,987.05
196,089.80
166,897.25

72,640.00

150,000.00
55,962.00

收入包括政府基金資助
a. 防疫補貼（撥入固定發展儲備金）
b. 政府提供的戴麟趾基金設備等資產
c. 其他來自政府的資助
扣除政府資助的盈餘 / 赤字
現金流之評估
銀行存款餘額
防疫補貼
扣除政府資助的銀行存款餘額
現金的差距（收益/損失）

23,542.50
(21,301.29)

11,228.28

5,502.24

(39,064.75) (30,393.79)

494,567.59 546,054.16 571,771.97 530,616.33 483,903.58 471,660.87 436,593.24

603,567.97
150,000.00
453,567.97
16,974.73 (40,999.62)

51,486.57

14,902.45

25,717.81

12,738.44

(5,225.83)

(9,173.33)

(41,155.64) (46,712.75) (12,242.71) (35,067.63)

如果沒有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贊助購買設備和政府對 Covid-19 防疫補貼等資助，自 2013
年以來，我們實際上在營運 OBAA 方面處於赤字狀態。幸運的是，我們仍然可以保持可
持續發展 OBAA 到目前為止，是前人 在 2013 年之前為本會建立了豐裕儲備金。當然，
我們在 6 年中遭受的虧損亦不超過 50,000 元。但 OBAA 應該為即將進行的一些主要工
程建立足夠儲備金。主要工程建設請參閱本通訊第 10 頁的 E25/21 會員通告文件。
最後，有副會員要求我們重新考慮恢復獨木舟年費，以協助減低一些代表 OBAA 參賽之
會員練習之費用。執行委員會已同意對此進行研究及考慮。不幸的是，政府嚴格的
Covid-19 防疫限聚令下，我們必須關閉會所，因此在撰寫本文之前仍無法舉行執行委員
會之會議。待限聚令放寬限制後，我們會盡快囘應。
農曆新年將至，祝大家有個平安及健康的虎年。恭喜發財！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主席胡祖榮
2022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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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哀悼痛於 3/1/22 離世的資深會員 Mr.David Lam 林澤錦先生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第一届畢業學員，外展首位華人總教練，同學會資深會員 Mr David
Lam 林澤錦先生於 2022 年 1 月 3 日因病離世，本會執委及會員深表哀悼，並向林 Sir
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通告-E27/21

*The late Mr David Lam 林澤錦先生*

各位會員，
1. 我們收到 David Lam 林 Sir 家人訃聞如下：

*訃告*
各位親友，先嚴 林澤錦先生於公曆二零二二年一月三日逝世，享壽七十七歲。
𧫴擇公曆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六時於紅磡世界殯儀館一樓信誠堂設靈。翌日
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半大殮，十時半辭靈出殯。 出殯隨即奉柩至沙田富山火葬場進行火
葬禮。火葬禮完畢後，備有纓紅宴招待各親友，敬希各位賞光出席，屆時再逐一答謝。
各親友如因工作或要事未便蒞臨或參與整個送別禮儀亦請勿介懷，高誼隆情，銘感五中。
哀此訃
孝男 志峯
孝女 詠梅
暨家屬泣告
2. 會友如想向 Emily 致意, 可發 Whatsapp 訊息(資料見原文)。
3. 執委將安排以本會名義致送祭奠花圈。 本會主席 John Woo 將在 17
日晚上到治喪處, 代表本會致意。如果大家希望一齊出席,請聯絡 Henry
Tsui 或 WhatsApp 至 59321492。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執行委員會
2022 年 1 月 7 日
Really sorry about this very very sad
news. May 大林 Sir/OBS 第一期畢業
同學/ OBAA 大師兄，Rest in Peace.
-- Hazel Cheung
He was my watch captain on Course 1.
Was hoping to meet again for 50h
anniversary. May he rest in peace.
Condolences to family.
-- Howard Young
RIP！佢係我的 course instructor in
1970 年代，為人表面嚴謹，但心地善
良，很懷念他！
--Frankie Fung
佛力加庇，往生淨土！-- 高兆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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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接受外展訓練的本會會員，大多在教練“大林 Sir” 的
指導下完成課程。驚悉惡耗，均感悲痛婉惜，紛紛留言願大
林 Sir 安息 Rest in Peace，包括:
程傑健，Albert Law, Betty Yeung,王嘉池，Maya
謝金偉，何重泉，Derek Ko, Edward Ma, Dominic
Ball, Samson Ngan, Tsang Shun Chor, Chin Lok
Kwok Lung, Lee Siu Keung, Mui Ngok Kwai, Luk

Chiu, Andy Ku
Lam, Lau Ming
Cheung, Chung
Ming 等。

It is so sad to hear such news in the beginning of a new year. May David
RIP and condolence to the Lam Family. He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by his happy smile, his good sense of humor and occasional dirty jokes.
--John Woo
得悉 David Lam 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辭世、RIP , 願主保守家人
-- Raymond Lam
人生終須有一死，留得丹心照汗青！林 Sir 有此成就，不枉此生！
若有天堂，極樂世界，盼繼續完成願望，作育英才。他日我們這班
老鬼亦會再度跟你學習！願你先一步 ，一路走好！ -- 張詩武
He is an outdoor enthusiast with great personality….永遠懷念 David
Lam 這傳奇人物

-- 王嘉池

林澤錦教授，前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UIC ）全人教育體驗拓展中心主任，也是香港越峯顧問有限
公司和香港體驗拓展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在過去的 40 年時間裏，林澤錦先生在香港和內地致力提倡户外
運動及運動管理，曾在香港最先提供體驗性外展訓練的香港外
展學校任總教練長達 25 年，是全球第一個華人總教練。
事蹟
林澤錦教授是香港攀山總會主席、香港運動攀登總會創會主席
，香港旅行遠足聯會之評審委員會主席、香港繩網總會創會會長、英國商業及技術專業管理
協會會員、香港文康管理協會會員、愛丁堡公爵金章得獎者協會終身會員，同時擔任中國登
山總會拓展訓練顧問、青海省登山協會拓展訓練顧問，曾為二百餘家不同類型的機構建造體
驗拓展設施和設計訓練課程。由他指導過拓展訓練的企業和機構包括：清華大學、台灣大
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魚農處、香港保良局、香港職業訓練局管理培訓中心、
AETNA 東亞保險公司、G2000、PRUDENTIAL INSURANCE，TOWANGAS 及杜邦（中國）
公司等。
他所提倡的是“體驗式學習”，即通過一些按照目的而設計的遊戲和活動，讓學員親身體驗
並從中獲得啓發。“體驗式學習”直接針對學員在感知層面的認知，而不僅僅停留在知識層
面的認知，對受訓人產生最大及持久的培訓效果。
林澤錦教授在近 20 多年來曾多次帶領學生和驢友外
出活動。
1987 年作為香港代表隊隊長帶領團隊參加新西蘭曲
山（4000 米）國際登山節，1991 年作為香港代表隊
隊長登上西藏卓奧友峯（8201 米世界第六高峯），是
香港首位攻克八千米高峯的攀山員。
1983 年 11 月林 Sir 與三位本會會友遠征
Mount Kwangde 剛毅峯 (尼泊爾額菲爾士山
區）in Everest region, Nepal Himalayas

林 Sir 出席本會 45 周年慶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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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作為香港大學清華大學台灣大學聯合隊總教
練帶領學生登上青海祁連山冷龍嶺。2006 年 8 月擔
任廣州拉薩自駕車探險隊總教練。
2007 年和 2008 年連續兩年任珠
海聯合國際學院登山隊領隊及
總教練，帶領同學攀登青海玉
珠峯（6178 米）。 2009 年、
2010 年、2011 年，連續三年帶
領珠海聯合國際學院的學生開
展途徑西北六個省份，歷時二
十一日的“絲綢之路體驗與穿
越計劃。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雷雄德提供) 插圖：本會存檔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雷雄德提供)

本會盛事

OBAA Major Events

攀山興趣小組 Mountaineering Interest Group

OBAA 虎年初三行大運 2002 Year of the Tiger Grand Walk

年初三 (3/2) OBAA 行大運之詳情如下：
集合時間/地點: 上午 9 點美孚地鐵 C1 出口
路線：
路程：
難度：

美孚地鐵站 - 鍾山台 - 長源村 後山 - 九龍副水塘水庫 - 九龍副水塘環塘
- 大埔道終點(附上大埔道巴士站位置)
石梨貝水塘
全程約 5.5 公里 ~ 約 3 小時
https://maps.app.goo.gl/D5W
至
不高
G7ykGdDCMnaTS8

午餐：

中午可在水塘附近休憩處一起午餐

特色：
。

環境清幽， 地靈人傑， 天海一色， 人流
不多 及 馬騮野豬不多。景色包括同主教
山同級配水庫和百年老校舍古蹟。

帶備需知：

1.
2.
3.
4.

行山服裝， 帽， 行山鞋， 行山杖
水最好帶 1 L ，午餐及後備糧食
八達通及約$200 現金
手提電話

如有任何問題，請與 MIG 小組主席 Stephen Yau 聯絡
(55476192)。
** 為配合政府防疫規定，除了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內
外，所有身處公眾地方人士必須佩戴口罩，以及遵守公
眾地方四人限聚和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
請透過 Google form 登記：
https://forms.gle/iZAX3qz18ogdVhQ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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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山興趣小組 Mounteering Interest Group 主席 Stephen Yau 邱賢康 mig@obaahk.org

本 會 通 訊 /通 告

*2022 年續會申請*（Ref.No.E22/21）
各位會員請於 2021 年 12 月內申請續會。
普通/家庭/青少年會員請待本會義務司庫發出 *集中各項收費發票（NB 1）* 然後按指示繳交
2022 年續會費。
請在入數證明上以正楷寫上姓名，會員類別及入數原因，並且拍照，然後 WhatsApp 給本會義
務司庫 Allan Leung 9098-3415 及 會員事務經理 Dominic 6150-0578。會員也可以支票付
款。如更改資料，可填寫續會申請表郵寄 *GPO Box 2171*
*副會員續會必須重新填寫續會申請表，並得之前推薦其申請入會的興趣小組主席及兩位正式
會員推薦，待執行委員會通過後才按上述入帳及通知方式付續會費。*
*M* 普通會員：$100
*A* 副會員：$150
*Y* 青少年會員：$50
*F* 家庭會員及 *D* 家庭會籍：$150
多謝你的支持
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執行委員會
會員事務經理 林健明 Dominic
2021 年 11 月 28 日

*安心出行，齊心抗疫
*(Ref.E23/21)
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執行委員會決
定從 12 月 9 日（本週四）起所有進
入本會泥涌戶外活動中心人士均須
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掃描「安心出行」場所二維碼。
12 歲以下、65 歲或以上和使用「安
心出行」有困難獲豁免人士，可選
擇「填紙仔」
。

*註：沒有入數證明將不能辦理續會申請
提早及只付會费的會員可直接付费
而無需待司庫發出“集中各項收費發票”
真接存入或在櫃員機轉帳至 OBAA 的滙豐銀
行帳号 004-083-253864-001, 户名”The
Outward Bound (Alumni)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 或“The OB(A)A of
HK Ltd”。

NB1 :

特別通告*關閉泥涌戶外活動中心*(Ref. E26/21)
因新冠肺炎疫情轉趨嚴峻，本會響應政府要求，保障會
員及公衆安全，由**本月 7 日起**，關閉泥涌戶外活動
中心，直至另行通告。
關閉期間，中心衹容許必須維護各項設施之人員進入，
他們要嚴格保持距離、消毒，戴口罩及登記進出時間。
為方便會友們取回所需物品，中心在本星期六和星期日
( 1 月 8 和 9 日)，早上 11 時至下午 2 時，短暫開放。
請保持距離、消毒、戴口罩。取物後登記離開，切勿在
中心內流連。
樂觀抗疫，積極強身，泥涌再見！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執行委員會

06/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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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執行委員會
05.01.2022

本 會 通 訊 /通 告

*全年實行入涌預先登記* (Ref. no. E24/21)
1. 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起, 在非假期進入泥涌户外活動中心要"預先登記"的要求, 將改為 全年
實行.
2. 這做法, 可以在全年內發揮到"預先登記"的各種優點, 例如:
i
確保 DO/ODO 有時間通知大家, 在進入泥涌當天前, 必需得悉的資料;
ii 執行委員會, 能預知人數和活動性質, 便可盡力調配人手及設備, 配合需求, 管控風險,
保障大家安全;
iii 從電子化的入涌人數; 活動性質; 日期和時間等資料, 委員會能快捷和準確地紀錄和分析,
極有利計劃未來;
3. 配合這新做法，委員會將由每人輪任 ODO (不在場 DO)五天，改為輪任 DO 和 ODO 七天
i. 首天在星期日任 DO;
ii 第二至六天(星期一至五)任 ODO;
iii
第七天(星期六)任 DO.
預計每三個月要輪任一次.
4. 在假日, 因應人數, 可能由多位 DO 當值;
5. 若星一至五內有公眾假期, 需要另覓 DO 當值, 懇請大家
參加 DO 團隊;
6. 現附上改良了的"預先登記"表 Google form 讓大家下載;

https://forms.gle/SCnLcKLaBmrZsAoH6
7. 如有問題, 請聯絡 ODO/DO whatsapp no. 5932 1492.
謝謝大家合作, 勿忘發揚外展精神, 大家共管、共享、共贏在泥涌.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執行委員會
21.12.2021

*執行委員會輪流當值 DO/ODO*(Ref E24a/21)
一、由 2022 年 1 月 2 日（星期日）開始，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將輪流當值 DO/ODO ：
(首尾為星期日和六, 在泥涌現場當值{DO}, 其他日子為星期天, 不在現場當值{ODO});
2-8/1 chairman
9-15/1 Vice-chairman
30/1-5/2 Clubhouse Manager 6-12/2 Editor
27/2-5/3 MIG
6-12/3 SAG/SSG
如此類推；

16-22/1 Secretary
13-19/2 Membership
13-19/3 OIG

23-29/1 Treasurer
20-26/2 CIG
20-26/3 Chairman

二、歡迎大家加入成為 DO 或 ODO, 減輕執委員成員負擔, 尤其在星期一至五內, 有公眾假
期的日子, 如想了解 DO 或 ODO 職責或有興趣當值, 請隨時聯絡任何委員或 whatsapp DO 號
碼 59321492；
三、DO 當值日, 可以收取$100 車馬費津貼, 若選擇不收取者, 將視為向會方捐贈.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執行委員會
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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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通 訊 /通 告

*調整 2022 年度的各項收費*(Ref.E25/21)
致各會員，
1. 執行委員會(執委會)在過去數月, 反覆檢視本會七年來之收支、現金流和友會收
費情況. 為達到健康的財政狀況、顧及未來可持續發展需要、公平使用及用者自付
等原則, 現已决議, 需要增加各項收費。
2. 況且泥涌會所也急需資金進行多項維修, 例如重建已損毁及倒塌的圍網、重舖
宿舍女更衣室地磚、檢查及更新所有建築物内已超過 40 年之電力設施、更換陳舊
老化之電線、翻新它們内牆身、天花及鐵窗等。建立適量的儲備金額，可以啟動
大部份上列工程。
3. 為了避免會員一次過承擔大幅度加費, 執委會决定分兩年時間增加費用, 以達致
市場價格, 與友會及非牟利機構看齊。
4. 2022 年度的各項收費, 現列表如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RbdmfHY2N4WFWb_AXr9TgXdcI1igAwx/view?usp
=sharing
[新收費表見第 11 頁]
5. 請大家盡快繳付續會會員費、一次性全年用獨木舟費, 及各種年租 (艇架或儲
物櫃), 若在 2022 年 1 月 15 日前仍未繳付, 執委會將跟進處理,
6. 請填妥以下適用之繳費清單, 遞交(submit), 然後把銀行紀錄, WhatsApp 至義務
司庫 Allan Leung 90983415, 加註姓名和會員編號.
a. 普通/家庭/青年/永久會員繳費或捐款清單
https://forms.gle/DFZ9Vuzkg5dan8FY9
b. 副會員繳費或捐款清單
https://forms.gle/WUpwS795PH6YKqU18
7. 已經繳付了續會會員費, 而並無任何年費或年租需要繳付的會員, 不用填報上列
清單, 但亦歡迎用之詳列修建會所或其他用途的捐款。
8. 如有任何問題，請 whatsapp 聯絡義務司庫 Allan Leung 90983415 或任何執委會
委員.
謝謝大家合作.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執行委員會
22.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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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儲物櫃租賃* Ref. E29/21
泥涌戶外活動中心現有小量儲物櫃供會員租賃，有意者可聯繫以下委員。
新一年沒有續租儲物櫃會員，若仍有佔用放置物品，也請在本月十五日前與
DO/ODO 聯繫，登記安排清理。
執委會決定通融可延遲至疫情緩和後中心重開一週內完成清理，到時未續租儲物櫃
內若仍有未清理之物品將被視作「遺失物件」移離，依程序保留三十天待領, 及後
作廢物處理。
如有垂詢，可聯絡:
黃兆昌(92508305) 或
葉登平(92096813) 或
DO/ODO (59321492)

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執行委員會
11.01.2022

本 會 盛 事

OBAA 50 周年慶祝活動
OBAA 50 周年慶祝聯歡會 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Party 已於 2021 年 12 月 4 日
在本會泥涌戶外活動中心舉行。（見 P.13-18）
OBAA 50 周年紀念衣物 – 由會員 Daniel Lam 設計，已用於 50 周年慶祝聯歡會
（見 P.13）
其他籌劃中的慶祝本會 50 周年形式如下：
OBAA 50 周年紀念圖片集 –
徴求 50 年來本會活動照片及有關的歷史文獻，請於 2 月 15 日前聯絡編輯 Hazel
Cheung editor@obaahk.org
會所維修改善籌款(認捐）計劃
歷 40 多寒暑，泥涌會所已日形残破，百廢待興，現時賴熱心會友作除草及安排緊急
維修。亟需會員支持，以認捐方式贊助這意義深遠的重整家園項目。詳情日後公
佈。
50 會員訴心聲
邀請 50 位不同年代的會員接受訪問，了解他們對外展活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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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AA 50 週年慶祝會報告：
2021 年 12 月 4 日為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50 週年及時間囊重開慶祝典禮。
籌備時間用了三個多月包括招募籌備委員小組及義工；各活動小組之工作人員， 訂
製刀旗，橫額及各樣物資等等。
當天全日分三大環節： 早上活動， 風帆/獨木舟/攀石各小組準備活動免費予會員參
與。 MIG 小組更安排遊繩下降，攀磚牆及邀請攀樹教練分享攀樹技巧。會員樂而忘
返。
下午主題環節有本會榮譽顧問故鍾逸傑爵士回憶分享，50 週年回顧分享及十年時間囊
重開儀式。 參與會員有創會主席楊孝華先生，各届主席趙逸寧, 高誌樫，羅志雄，
譚美仙，徐漢亮及現任主席胡祖榮. 今次活動受政府限聚令規管，參加者都跟隨政府
指令，面帶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
此活動特別設計 50 週年 Polo T - shirt 贈予參與之會員及義工們作紀念。 以及加插攝
影比賽， 其主題為跟外展同學會會所人， 物，景， 活動有關便可。 得獎者之作
品甚有自強不息，服務人群意味。
晚上為自助晚餐。 部分食物邀請義工們準備，有會員親自携帶分享，同時亦即場烹
飪煲仔飯，燒烤，增添昔日共聚氣氛。
直至 9 時左右 50 週年慶典正式完結，各自離場回家， 等候下一個十年慶典重臨。
OBAA 50 週年慶祝會籌委會主席邱賢康

鳴謝：
**OBAA 50 周年 Logo，刀旗，橫額，紀念 Polo 衣服
- 設計： Daniel Lam
- 訂製： 邱賢康，葉登平
** Google Form 報名表
- 戚紹全 (Hugh Chick)
** 現場報道/ 攝影
- Emily Yu, 黃俊霖，Daniel Lam
** 上午活動節目
- MIG，CIG，SAG
** 場地
- 會所管理小組
** 晚宴美食
- (見 P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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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4 日 (星期六) 泥涌戶外活動中心
OBAA 50 周年慶祝會上午為免費活動環節，會員可享受遊繩下降/獨木舟/滑浪風帆/風帆等活動。
下午慶祝會正式開始：包括數位資深會員分享鍾逸傑爵士生前為香港和本會無私奉獻的事蹟。還
有，時間囊重啟儀式。最後為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 「自強永不息」攝影比賽。晚上有美食及燒
烤晚會，大家一同分享自家製美食。
遊繩下降、獨木舟、滑浪風帆、風帆活動及準備慶祝會

會員 Julie Yu 非常專心跟
史 Sir 學習遊繩下降技巧

會 員 Sherry 除 了
玩獨木舟外，攀繩也
非常了得，身手敏
捷。

史 Sir 也示範了攀石牆
運動，他的體型健碩，身
手不凡，非常輕易爬上
了屋頂。

遊繩下降教練
(左起) Ben, Arnold, 史
Sir, 子龍及 Jessica

OBAA 50 週年慶會籌
委會主席、MIG 主席
及慶祝會司儀史 Sir

慶祝會接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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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OBHK Mr. Nick
Cotton，Howard 和 Joyce
Young 在紀念 T-shirt 上簽名

已簽名的紀念 Poloshirt，將放入時間囊
存放，10 年後重啓。

資深主編輯 Hazel Cheung 越洋錄音懷緬鍾逸傑爵士

Hazel 師姐越洋錄音內容撮要為鍾爵士生前對 OBAA 近 50 年的提携關
顧。鍾 Sir 鼓勵年青人參與戶外活動，未有會所前本會主辦的吐露港獨
木舟比賽是在他官邸的碼頭出發。另外，會友參加完龍舟比賽，曾到他
的官邸屋外切燒豬聚會。
80 年代初鍾 Sir 致力鼓勵 OBAA 覓地興建會所，並且邀得港督麥理灝爵
士出席 OBAA 會所的開幕典禮。亳無架子的鍾 Sir 出席會員的行山活動、
會員的婚禮、關心會務及出席 AGM EXCO 會議等。
鍾 Sir 從政多年，致力推動社會服務，他希望 OBAA 多與 OBHK 聯繋，最
理想是成為學校的訓練基地，鞏固本會在康體社福界的地位。
鍾 Sir 對本會的熱誠 50 年不變，雖然他晚年行動不便，也抽空出席

Hazel 出席鍾 Sir 的 OBAA 早餐會

吐露港獨木舟大賽、45 週年慶祝會等。 鍾 Sir 在臨終前，讓到訪的 OBAA 資深會員傳閱 Outward Bound
International 在 2019 年表揚他為香港外展貢獻而頒贈 Kurt Hahn 終身成就獎座。我們明白鍾 Sir 要
我們承傳外展精神。鍾 Sir 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與世長辭，享年 92 歲。

John Chiu 找到自己

報導: Hazel 師姐事前準備了 8 張珍貴的鍾 Sir 出席 OBAA 活動相片（吐露港獨木舟大賽、OBAA 45 週
年相片等）在播放錄音時向大家展示。當日有不少相中人也有出席 50 週年慶祝會，有人好高興見到玉
樹臨風的自己，自豪地說： 「呢個咪我囉！」

歷任 OBAA 主席、嘉賓分享鍾爵士生前回憶及其貢獻

現任副主席前主席
(1984-1985 和 20142021 )徐漢亮
（HenryTsui）先生

徐漢亮先生

現任主席胡祖榮（John Woo）先生致詞歡迎不同
年代的會員參與 50 週年慶祝會，今年計劃致力
改善和翻新會所的設施如 Dorm 地板、禮堂設
施、善用空間、發展各屬會的會務等。
現任主席胡祖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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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逸寧先生

1979-1981 主席
趙逸寧先生
(John Chiu): 永遠不會忘記鍾爵
士對 OBAA 的貢獻，鍾 Sir 德高
望重，非常好人。他有出席鍾爵
士的葬禮，遇見特首林鄭月娥女
士，林太對他表示鍾爵士臨終希
望興建多些房屋，讓香港人安居
樂業。John 好高興加入 OBAA
足球隊及認識了太太 Maya，足球
隊隊友到現在仍保持聯絡，讓他
的人生豐盛起來。

楊孝華先生

1971-1973 創會主席 楊孝華先生 (Howard Young): 楊孝華先生為 OBAA 的創會主席，他非常懷念
鍾爵士 。成立 OBAA 的構思是源於鍾爵士的建議和指引。 鍾爵士認為創立 OBAA 目的是要讓
OBHK 畢業的同學有個聚會和聯誼的地方，不會因畢業後便各散東西。 香港不斷發展和進步，OBAA
可與時並進.。他鼓勵 OBAA 舉辦多些課程，讓年青一代發揮所長。OBAA 要與 OBHK 緊密溝通及
合作，大家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關係。

３位前主席分享參與２０多天的 OＢＨＫ課程後參加 OBAA 活動

1994-1996 主席 譚美仙小姐

2003-2004 主席 高誌樫先生

2010-2012 主席 羅志雄先生

嘉賓致賀辭

外展訓練學校校長
Mr Nick Cotton

Mr Cotton 非
常同意創會主
席 Howard 的
演講。OBAA
和 OBHK 的
關係是密切
的。OBAA 是
給予年青人發
展潛能的地。
方，這是 Sir
David 50 年不
變的心願。

OBAA 和 OBHK 保持良好溝通。OBAA 主
席定期與 OBHK 委員會開會，滙報 OBAA
的工作。他希望多些 OBHK 的畢業生，加
入 OBAA 的大家庭。OBAA 不只是維持會
務，懷緬過去，還要積極計劃彼此的未來 50
年，最後祝 OBAA 50 週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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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Prof
Roy Chung (presented by Mr Nick
Cotton): ):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joyou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OBAA on its 50th anniversary since
establishment.
I am sorry that I could not join all of you to witness
the momentous event of opening the time capsule.
I hope OBAA can continue this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
with Outward Bound Hong Kong and build up an even
closer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I also hope that
OBAA will not just be able to sustain but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to recruit more and more members joining in
the future so that we can inspire our younger generations
to serve, to strive and not to yield. This motto reminds
us to keep moving forwards no matter the challenges
ahead of us and I look forward to celebrating many OBAA
anniversaries ahead.

重啟時間囊

OBAA 時間囊内儲藏了約 30 年的珍貴資料及有紀念價值的物品。重開時間囊是
一個重要時刻。時間囊的設置讓會友從 30 前存放的物品中重温本會的歷史。
開啟後大家喜見大部分的物品都保存得完好無缺，例如有關 OBAA 的報導，相片、20 週年慶祝
會簽到名冊等等。連同今年新加入的物品重封時間囊後，下次重啟儀式應在 2031 年舉行。

打開時間囊的歷史時刻

本會執委手持將放置入時間囊的物品

前任及現任主席合照
(左起) 徐漢亮，羅志雄，趙逸寧，
楊孝華, 胡祖榮, 高誌樫, 譚美仙

將放入時間囊的新物品
Daniel Lam/Allan Leung 的高空航拍照，場面頗震撼!

外展自強永不息攝影比賽
由籌委會成員和現場參加者共同投票選出了
3 位得獎者。

冠軍 Emily
Yu (得 18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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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梁子龍（得 11 票）
亞軍 Daniel Lam
(得 12 票)

美食及燒烤晚會

Stella Wong 等準備晚會食物
三位主席 Howard
Young，John Chiu 和
John Woo 進行切燒豬儀
式
子龍 Sir 自製的 OBAA 50
周年樹木紀念品
”OBAA 50”非常精美

KM Chan – 水果

慶祝會現場報道/圖文：編輯小組特派記者 Emily Yu

母校消息 News from OBHK
外展訓練學校新置了一些學校之紀念品可供選購。所有收益將會
用作資助學員參加外展訓練學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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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可聯絡本會主席或以上述方式訂購

獨木舟興趣小組 Canoe Interest Group

CIG 祝各位會友聖誕快樂。
主席葉登平更在救生衣外穿
上全套聖誕老人装束與衆同
樂。 七位在 OBHK 訓練的會
員也以外展座右銘為大家送
上祝福。
過去一年，獨木舟比賽大都擦身而過。反覆的疫情，令舉辦訓練班都要戰戰兢兢，幸好，今年
辦了歷年最多的訓練班。 這亦是好好盤點、整理會所的獨木舟艇架和會艇的日子，亦順道盤
點禮堂和男、女更的儲物櫃。
今年辦了三班初級一、二、三星獨木舟，三班初級賽艇，一班中級賽艇，一班獨木舟救生，三
班高級獨木舟救生，七班初級海洋舟，五班中班海洋舟，一班一级獨木舟教練班。加上一些試
前練習，訓練班的日，大概是 100 天了。令會所今年特别熱鬧。
經盤點後，私人艇架都有 82 個，會所共有 104 隻，但约十多隻已日久失修。稍後這些艇會
進行拍賣；看看有沒有會員不願見它們棄掉，好好維修後，延續它的海上旅程。
男、女更的高身儲物櫃及禮堂的低身儲物櫃都租出了約廿個。仍有少量供會員租用。
在限聚令的日子，本組當然不會
辦獨木舟活動，但會員以小組形
式，不斷自發繼續練習，用獨木
舟尋幽探秘。大家在各水域相遇
的機會卻多了。

印洲塘秘景 ~ 蘆葦田

2022 年，一開始會所便因疫情影
響而關閉。希望早日重開，與大
家在會所再見！

Simon 在西貢海面遇上划舟好手會員
余碧玉，謝尚颐，鄧詠欣，譚芷晴

獨木舟興趣小組 Canoe Interest Group 主席 Simon Ip 葉登平 cig@obaahk.org

社會服務小組 Social Services Group

2021 年 12 月 19 日，香港截肢者協會代表
Janice Chak 及 及香港獨木舟總會代表邱教
練及方教練造訪泥涌會所，計劃與本會合辦截
肢人仕獨木舟同樂及訓練。初步認為計劃可
行，但需大量義工及訂立安全措施安排，並在
天氣回暖時舉辦較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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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小組 Social Services Group 主席 Anthony Ngai 倪家昇 ssg@obaahk.org

風帆活動小組 Sailing Activities Group
2021 年 12 月 11 日 SAG 進行船
架改善工程。多謝 Joseph AU，
Bobby Chau, Peter Chau,協助
將現有船架改善，加設直條，
將滑浪風帆板固定位置，令儲
存更整齊及安穩。

2021 年 12 月 27 日，
共有 4 位會員租用風
帆.工作人員 有
Anthony Ngai 及
Mario Ma。當日亦有
測試新船 Fusion,
一切部件正常。
。
風帆活動小組 Sailing Activities Group 署理主席 Anthony Ngai 倪家昇 sag@obaahk.org

會所管理 Clubhouse Management

悠然樂小組 Other Interest Group

為預備 4/12/21 的 50 周年慶祝會，悠然樂小組於 27/11(星期六)舉行了工作日，邀得 18
個新舊會員積極參與，並大致完成了以下項目：
工作期間發現黃蜂窩，為會員安全已速把蜂窩移除
 檢查重建 Dorm 牆外之把手窿及牆頂支撐點 chuchu 除。
 清理雜草
 搬走/整理大閘/禮堂/停車場雜物
 繼續修補及檢查 dorm 之鋁窗及加潤滑油
 時間囊搭建支架，操作預演
整理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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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前夕會所小
型工作日，培哥
把礼堂内鐵架，
地櫃雜物執理，
執好士多雜物房
(早前的男女
厕)，把鐵架移
入，擺放工具雜
物之用。

8/1/22 培哥
主理女更衣室
重鋪地磚前期
工程。
22/1/22 將有
另一重鋪地磚
前期工程，詳
情在下期會訊
報道。

會所管理小組 Club House Management 經理黄兆昌 clubhouse@obaahk.org
悠然樂小組 Other Interest Group 主席 Mario Ma 馬雲青 oig@obaahk.org

會員事務小組 Membership & Promotion Group

2022 會員人數
(截至 1 月 22 日)

2021 會員人數
(截至 11 月 21 日)

Ordinary 普通會員

136

160

Associate 副會員

62

108

Youth/student 青少年/學生會員

0

2

18 配偶/子女

13 配偶/子女

Life 永久會員

98

99

Honorary 榮譽會員

40

40

354

422

會員類别

Family 家庭會籍

Total 總人數
（NB1） 包括 22 位家庭會籍内的普通會員

除以上的新增方式，請以下列方法缴付入會／續會費：
1. 劃線支票，抬頭人 The Outward Bound (Alumni)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 或
The OB(A) A of HK Ltd，
2. 真接存入或在櫃員機轉帳至 OBAA 的滙豐銀行帳号 004-083-253864-001, 户名”The
Outward Bound (Alumni)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 或“The OB(A)A
of HK Ltd”。
請填妥本會訊附件的入會/續會表格連同上述付款証明
a. 郵寄到 GPO Box 2171, 或
b. 掃描後電郵到 members@obaahk.org
經核實後，電子會員証將隨後發出。會員事務組在此呼籲任何類别的各位會員，填妥入會/
續會表內容郵寄/電郵到本小組以更新會員資料記錄。
會員事務小組熱線電話/ Membership & Promotion whatsapp : 852 6150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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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事務小組 Membership & Promotion Group 經理 林健明 members@obaahk.org

鸣谢：
Henry Tsui, Dominic Lam, Allan Leung，Stephen Yau, Simon Ip，周銘培，Daniel
Lam，Emily Yu, KM Chan， Anthony Ngai, John Woo, 戚紹全，雷雄德，王嘉池，Jacky Fu，
Danny Kwok，Sunny Ho 提供本期會訊部分圖片及資料, 戚紹全及 Emily Yu 提供會訊技術支
援。

注意：
本刊物只供香港外展訓練學校同學會會員及香港外展訓練學校畢業學員閱讀、查詢及參加
本會活動之用，本刊物內所刊登的資料不得作其他用途。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