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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校友會 主席 李康民  

HAPPY EASTER 

 第七次會員大會暨週年晚宴 

 

首先，謹代表校友會全體委員，恭祝各位新年進

步，身體健康！ 

 

去年受到豬流感的影響，令去屆母校的畢業頒獎禮

和週年晚宴要延至九月五日和校友會會員大會同日

舉行，由於時間緊湊，所以是次會員大會一切從簡。 

 

是日下午五時，在母校的畢業頒獎禮舉行完畢之後，

第七次會員大會便正式在母校地下的太空大禮堂舉

行。在本人致過開幕詞及會務匯報之後，便由委員簡

煒傑和陳加屏分別作出活動及財務報告，隨後便頒發

校友大使委任證書與每一班應屆畢業的校友代表。大

會於晚上六時結束，全體委員和會

員便乘坐旅遊巴士前往晚宴的場

地，歡度一個愉快的晚上。 

 

時間飛快，到今年九月，又是新一

屆的會員大會暨委員選舉的大日子

了。希望到時可以有多一些新面孔

的會員參加委員的工作，令校友會的會務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 

今期內容  

 

＊ 第七次會員大會暨

週年晚宴 

＊ 「馬頭涌校友樂聚

糧船灣」記遊  

＊ 傑出校友心聲 

＊ 童年母校 (三) 

＊ 校友會活動預告及

財政收支報告表  

畢業頒獎禮主禮嘉賓合照       

應屆畢業校友敍首一堂      

校友代表接受委任證書  

開開心心影張大合照  

晚宴主禮嘉賓舉杯祝酒  

校友粉墨登場表演一曲  

全體老師與校長大合唱  

來賓都看得慶高采烈  

抽得頭獎的幸運兒  

HAPPY 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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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校友樂聚糧船灣」記遊  文:  簡煒傑  

    

在香港的地質公園獲國土資源部批准成為國家地質公園，西貢一帶的六角形石柱群成為世界知名的地貌景點

之前，馬頭涌校友會便和一眾校友率先於去年十一月一日，乘坐遊船前往西貢糧船灣，暢遊六角石柱群美景

及遊覽附近古蹟。 

  
當日天朗氣清，大伙一早便齊集於西貢碼頭，興奮地上船出發前往旅程的第一站 - 西貢鹽田梓(又名鹽田

仔)。鹽田梓原居民為設田曬鹽為生的客家人，「梓」為鄉里的意思。該村全盛時期有一千二百多人居住，

但時移世易，現已沒落多時。原居民全都信奉天主教，村落山丘上坐落著其中

一間新界最早落成的教堂 - 聖若瑟小堂，仍於每年五月舉行感恩祭，成為已遷

往外國或市區謀生的村民每年聚首一堂的重要時刻。來到鹽田梓，又怎能不看

一看這片昔日的鹽田？沿石級往山上走至涼亭，回望天主堂，景觀十分優美。

再沿山路落到為鋪自來水管而和滘西相連的玉帶橋，在暖暖的陽光下享受微風

陣陣，感覺很舒服。之後走到旁邊的鹽田，看到它今天已完全荒廢，和玉帶橋

旁邊的紅樹林，仍孕育著無數大片自然生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遊覽完鹽田梓這面積不到一帄方里的小島之後，我

們便乘船往位於西貢東面，曾是香港第四大島嶼，後因興建萬宜水庫，才與

西貢陸地連接貣來的糧船灣。。從碼頭上岸，已看見有數百年歷史天后古

廟。參觀過後，大伙便去品嚐海鮮餐，餐前老闆還給我們一些活海膽觀賞，

感覺真的令人興奮。說回這頓豐富的海鮮餐，不單有非常可口的海膽春卷，

新鮮彈牙的白灼蝦，香口味美的椒鹽鮮魷等海鮮之外，還有嫩滑的白切雞。

就連其他路過的遊人也不禁停下觀看，羨慕非常呢！ 

   

餐後我們由天后廟側石屎小徑前往白腊灣。個多小時的行程，雖然有點吃

力，但當大家在山上看到白腊灣那長長雪白的沙灘被濺貣浪花溫柔的撫摸

著，那美麗的畫面就讓人覺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到達這個水清沙帅的白腊

灣後，大家便在沙灘上散步，望著水天一色的大海，和細浪拍岸的景色，大

伙都樂在其中，不禁要多拍幾張照片留念呢！ 

  

 

接着走往白腊灣旁的石壁近距離欣賞六角形岩柱。

見石柱在岸邊層層堆積，大家雖不是地質學家，不懂岩石，也無不

給眼前的大自然奇觀吸引著。 

 

最後，我們再去沙塘口山，觀賞巨型

石柱「一柱擎天」和海蝕洞「沙塘口

洞」等令人讚嘆的景點。欣賞過後，

也是黃昏日漸西移的時候，大伙便沿

船返回西貢碼頭，完成了這個愉快旅程。 
  

大伙於鹽田梓聖若瑟小堂參觀    

於糧船灣品嚐美味的海鮮餐     

細浪拍岸白腊灣      

校友們近距離觀賞六角岩柱群      

馬頭涌校友樂聚糧船灣 校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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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6 年我從馬頭涌官立(上午)小學畢業後，便升讀於喇沙書院。經過不斷

的勤奮學習與努力，我在 2006 年於香港理工大學工程學系畢業。 

 

 成為香港警察，服務社會，是我一直以來的唯一夢想。所以理大畢業後，我

投考了香港警隊，經過三十六週的訓練，終於成為警務督察。由於我的工作十分繁

忙和要輪班工作，所以大多未能參與母校的活動。幸好，能定期收到母校的校訊，

得知今天的校舍設備更為完善及同學們在校內校外的活動都表現理想，使我感到十分高興及與有榮焉。 

 

 獲頒發應界的傑出校友獎，我實在感到非常榮幸。記得得獎當天回到母校校舍，心情興奮得很﹗當時眼前

所見的，都勾貣了不少兒時的片段 — 每天在禮堂排隊、與同學在操場追逐、被老師責罰等等。不論校長、老

師、校工及同學都帶給我不少難忘的回憶，令我在這裡過了既快樂又充實的小學生活，學懂了不少做人的道理

和認識了一班好朋友。 

 

 得獎不但是成就的肯定，更是對自己的鼓勵。我謹在這裏，再次感謝母校給我的栽培及每一位老師對我的

教導。最後，我祝校長、全體老師及各位校友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傑出校友心聲 - 李小聰 文:  校友李小聰 

    

當我接到獲頒「傑出校友」獎項通知的時候, 我實在是嚇了一跳。原因是在我記憶中

能獲頒此獎項的校友,不是顯赫有名, 就是大有成就之人, 如去年的得獎者是會考 10A 狀

元, 而在今年與我一貣獲獎的就是年輕有為、現職督察的鄧智兆校友等等。反觀自己, 只

是一個普普通通、正在努力備戰高考的中七生, 實在與上述的得獎者有天淵之別！ 

 

在一連串苦思之後, 我想我也許只有一項條件可讓我有幸地被提名這充滿榮耀的獎項

---永不放棄及堅持的態度。 光聽下去, 很多人也許會認為這又有甚麼特別呢？永不放棄

及堅持, 不正正就是咱們馬頭涌官小一直灌輸給學生的態度嗎？很多低年級的學生自小

在德育陪訓中不就是已學會這道理嗎？ 

 

是的。但當人一直長大的時候, 需要面對的事情日漸增加時, 我們一直秉持的態度亦就開始被動搖了。如

由初中升上高中, 成績的重要性遂增, 很多人便會把一直堅持的音樂、體育當作娛樂, 不再花精神去堅持練習 ; 

在遇到傷患或困難時, 亦有不少人選擇放棄。 

 

然而, 我相信中途放棄的絕不會是馬頭涌官小的學生或校友, 因為自小在「一生一體藝」的陪育中, 我們已

學會堅持自己的興趣。在遇到障礙時, 大家不妨問自己這個問題: 「為甚麼我要選擇這興趣呢？」我深信當各

位可以給予自己一個衷心的答案時, 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最後, 若大家把這個心態引伸到興趣以外, 如學業、日常工作及將來的事業上, 便可以成為一個「全面發

展」的人(all-round person)。當你有朝驀然回首, 看到自己比身邊的人都做得更好、更多的時候, 你不就是比别

人傑出嗎？ 

 

事實上, 大家都應該以馬頭涌官小校友的身分為傲, 因為母校就是一個為我們邁向「全面發展」而作好準備的

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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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母校 (第三章) 文:  温霈國  

校友會活動預告 

         新舊帅兒院還有一個很大分別——那位戴眼鏡的女老師較梁哥哥兇得多，一些搗蛋的同學給逮著的話，

她會拿手中木尺與小朋友的手掌比拼一下硬度。上課時我覺得最難的是那二十六個外星字母。老師教外星文時

會從黑板上一整列的字母中，隨機抽問幾個，不會認字母的同學要罰站。我幸好能把字母編成「順口溜」，老

師問到時，我便在心裡從頭唸貣，到她指著那一個字母時，便大聲說出來，老師也因此誇過我幾次。我每次回

答時都要抹一把汗，但坐下後，便覺得老師很笨，若她把字母單獨的寫出來問我，我便要出洋相了。多年後我

當了老師，出詴卷時都牢記著，前後題目不能互有提示，不然學生便覺得我笨了。 

 

 一年後，我在商舖帅兒院升上了商舖小學的一年級，開始唸點兒書，課本有整句的句

子，印象深刻的一句是：「愛祖國，用國貨。」現在如果在課本上有這兩句，一定給某些自

覺永遠政治正確的立法局議員罵個狗血淋頭。長大後才知道，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

久，香港絕大部份的人還很窮，不去國貨公司買便宜的「回力牌」白飯魚球鞋、「天壇牌」

襯衣、「大地牌」布褲，如何生存？「先施」、「永安」、「大丸」等百貨公司，是聽也沒

聽過的。我在整個小學時期，無論去什麼地方，穿的都是校服的白襯衣、灰布短褲及「白

飯魚」球鞋。就算在冬天罡風凜冽時，上學穿的還是灰布短褲。記得隆冬的一天，我早去

了上學，學校還沒開門，因穿的是短褲，又沒錢吃早餐，只好躲在學校旁的樓梯下哆嗦。

小一的算術科開始學加減數，最開心的是學「零」的加減數，什麼數加或減「零」都得等

於那個數，一下子算術練習都滿分了，於是每位小朋友都覺得自己特別聰明。英文科則開

始了「A –Apple、B – Boy、C – Cat」的煉獄，勉強也可應付過去。（請注意：不是「A for 

Apple」，「for」是個很高深、抽象的字啊！）  (待績) 

1) 2010 燒烤大旅行* 

為免影響在學的校友測驗，校友會決定把“馬頭涌校友樂聚大帽山 BBQ” 順延至 2010 年 5 月 2 日初舉行，詳情請留意即將

發出的通告。到時你可以一邊燒烤一邊欣賞大帽山美景，還可以和多年不見的小學同學聚舊。每年的燒烤大旅行，都有近

一百位校友參與，希望今年亦一如往年，得到你們的大力支持。 

項目 收入 Dr 項目 支出 Cr 

會員收費 2,250.00  餐飲 2,691.90  

校友捐款 335.00  郵費 7,256.00  

利息收入 6.75  印刷 19,840.00  

《敬師頌親恩》
5,180.00  

文具 
30.50  

    校友同樂日 326.80  

    花圈 601.00  

    中華文化日 500.00  

       

合計 7,771.75  合計 31,246.20  

    比對盈餘 -23,474.45  

       

總數 7,771.75  總數 7,771.75  

       

馬頭涌官立小學校友會會訊             二○一○年四月第十四期 

本會訊由馬頭涌官立小學校友會製作，主要為校友提供最新的校園資訊，希望透過會訊，加強母校與校友之間的聯繫及感情。歡迎來稿發表有關母校及你在學或畢業之後

的觀感、意見或其它有關創作文章。若有任何疑問，請隨時以電郵聯絡我們 。 

另外基於環保，本會正逐步改以電郵方式通訊，並發送電子版會訊，如希望收取電郵版本的會訊，請把你的姓名、會員編號及電郵地址發送給我們，本會 電郵地址：

mtcalumni@gmail.com 

2) 財政收支報告表 (01/09/2008 to 31/08/2009) 

資產負債表 

as of 31/8/2009 

上年度結存 103,927.95  儲蓄戶口結餘 68,019.30  

    支票戶口結餘 12,167.30  

本年度虧損 -23,474.45 petty cash 266.90  

        

本年度結存 80,453.50  80,453.50  

       

mailto:mtcalumni@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