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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

校友會會訊
文：主席 張玉珍會長的話   

新年伊始、大地回春，我謹代表校友會及全體委員恭祝各位校友 

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歲月如飛，不知不覺我已經離開小學生的生活有40多年了，但

因為緣分的牽引，讓我在九龍城家長教師會聯會的周年大會上，

遇見了馬小現任黃玉貞校長，知道母校多年前已經成立了校友

會。我，懐着興奮的心情加入校友會這個大家庭，隨後還加入常

務委員會，成為委員，再之後更被推選為現屆（2012 - 2014第

六屆）主席。

雖然我曾經在小兒就讀的小學、中學出任過家教會主席的職位，

對於會務有一定的經驗，但家教會的組織、成員都是以家長為

主，而校友會的成員及對象，不論年齡、職業和身份，層面都非

常廣闊，就正如今屆的委員當中，就有好幾位年青有為、幹勁沖

天的年輕人，與他們一起處理會務，感覺自己也活力沛，年輕了

許多呢 !

相信大家都知道校友會的宗旨，是聯繫校友之間的友誼和保持與

母校的聯繫，所以每年校友會都會舉辧不同類型的活動，讓校友

們有機會聚首一堂，互道近況，就正如每年都會舉辦一次燒烤同

樂日，讓不同屆別的校友參加，籍此共敘一堂、閒話當年。

而在過去兩年的一月，校友會都有參與母校的中華文化日，為在

校的師弟、師妹們設置一個以二十四節氣為題材的攤位遊戲。當

天，同學們都踴躍參與，既可以玩遊戲贏取獎品，又可以增長知

識，所以場面非常熱鬧！

 而每年一度的周年晚宴，更是每年的重點項目 - 除了可以和不同

屆別的校友、現任校長和老師們共敘，亦可以和闊別多年、曾經

教導大家的前任校長、老師重聚，所以今年六月的周年晚宴，記

得踴躍參加，詳情容後通告、敬請留意。

今年九月的校友會周年大會，又是新一屆委員的換屆時間，希望

到時能夠見到你的參與，同心協力，為校友會安排各種活動，讓

校友們可以繼續享用這個平台，保持聯繫、增進友誼之餘亦可與

母校保持接觸。

最後，我祝校友會的會務蒸蒸日上、邁向社區、回饋社會、回饋

母校！

2013校友會周年晚宴上與黃玉貞 校長合照。

拍攝於2012中華文化日校友會遊戲攤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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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日

校友會的攤位遊戲很受歡迎啊！

每件獎品都這麼精美，不知如何選擇？

看他這麼專注，一定會中的！

校友會委員及顧問合照。

瞄準，一、二、三。。。

梁靜宜 副校長、麥綺玲 副校長和校友會委員合照。

校友會於2012年1月首次參與母校每年一度的"中華文化日", 為學弟妹們設置了一個以中國二十四節氣為主題

的攤位遊戲，喻學習於遊戲當中，深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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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今昔

當年我的籃球技術可不錯呢！

我的小五學生照。

和先生及同樣是小馬學
生的兒子合照。

叮呤⋯呤⋯呤⋯ 

下課鐘聲響起，小息時間到了。

〝陳老師再見。〞

〝各位同學再見。〞

砰⋯砰⋯砰⋯

同學們一窩蜂走到操場，各自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 

我當然是快快跑到操場（現時的男洗手間門外）去

玩跳飛機喇！

記得當年在馬小就讀的時候，校規規定低年級的同學要在禮堂內

放小息，高年級的則在操場，除了到食物部（即現時放獎牌、獎

盃的地方）或洗手間，所有同學必須留在自己級別所屬的位置，

待小息完後就全部到操場集隊，排隊返課室繼續上課。

可能小朋友都比較饞嘴，所以小息剛開始時，食物部必定人頭湧

湧、極度擠迫，因為大家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快點買自己喜愛的

零食，否則不夠時間玩耍；其實，小息時間多長都是一樣，因為

玩樂的時間總是不夠呢！

印象中食物部所賣的零食種類十分豐富，有薯片、蝦條、筷子

糖、各式各樣的中式涼果、甜筒、汽水、還有孖條。可惜我每天

的零用錢只得兩角，僅夠買涼果，其他零食則要儲蓄兩三日才可

以買到。

但今日重回母校，發覺除了沒有了食物部之外， 校舍也跟我當

年就讀時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例如操場有一部分加建了上蓋，上

面更佈置成一個空中花園，另外校舍亦擴建多了一層，設置了電

腦室、音樂室和圖書館，大大方便了同學們學習的需要。 另一方

面，今日的學習科目也不同了 - 當年的社會科、自然科和健康教

育科，現在統一成為常識科。 此外，他們現在還有電腦、普通話

和吹奏牧童笛等音樂課程。至於課外活動就更加更精彩，除了一

般學術性的如電腦、數學、繪畫、合唱團、舞蹈外，還有游泳、

台拳、一整隊管絃樂團等不同活動供學生們參與。據我所知，學

弟妹們歷年都參加了不少校外比賽，屢獲佳績，拿了不少獎項，

怪不得現在母校是很多家長心儀的名校。

對以上種種變遷，我真的感到極之欣喜，還可以驕傲地對別人

說：我以馬頭涌官立小學畢業生為榮！

文：副主席 蘇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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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天新動向

雷健泉 先生與雷鍵敏 校友、張玉珍 主
席、簡煒傑 顧問及曾韻儀 老師合照。

張玉珍 主席頒贈紀念
品與雷健泉 先生。

雷健泉 先生講解氣象觀察。

出席的同學、校友們都專
心聆聽雷健泉 先生的講
解。

校友會於2013年10月26日下午在母校禮堂舉行了“ 中國航天新導向 ”講座，榮獲香港航天學會會長雷健泉 先

生為我們主講。當天，除了校友會的會員出席外，亦有在讀同學和童軍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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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台遙望啟德機場後拍照留念。

拍攝於（1998）二年級畢業禮上。

5B班（2000 - 2001）全體大合照。

常言道，人總要經歷失去才會學懂珍惜。這道理

真的沒有說錯。然而隨著年歲漸長，你才能漸漸

參透箇中真締。

其實身為一位小朋友，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珍惜及

為什麼要珍惜。記得在母校(馬頭涌)的歲月裡，

小一、小二時很渴望當班長，但總是未能得償所

願。相反，每次家長日老師皆向雙親反映，指筆

者上課時總是喜歡與同學「傾偈」，並著雙親多

加提點 - 換來的是筆者回家後被「家法侍候」！

試問對小朋友而言，這類「痛苦」事情，有什麼

值得珍惜？

又記得九八年(小二升小三)的暑假，不少身邊的事物一下子消

失了。先有鄰近家居的啟德機場在七月遷拆了。當時的感覺

是「終於不用在做功課時被飛機噪音騷擾了！」；後有日常

乘坐的中華汽車（中巴）喪失了專營權，於同年八月尾黯然

引退。當時的感覺是「終於不用坐那又殘舊、又焗促的老爺

巴士過海了！」。小時候總是貪新忘舊，所以每當物換星

移，對逝去的都不懂得欣賞其優點，更無半點惋惜之情！

直至長大了，我對這一切住事的態度才改變了。當我想起舊

啟德機場時，我很懷念那此起彼落的「飛機引擎聲二重奏」

的震撼；當我想起中巴時，我很懷念乘坐那些有二十年以上

車齡、避震差得像過山車的「老爺車」時獲得的刺激。而每

當我想起母校時...我竟然懷念六年級考試之後核對試卷時，英

文科作文因為一時大意不慎失分遭老師當頭棒喝之事 - 全賴她

當天如斯不留情面的責備，我今天在書寫時才會謹慎地留意

英文的時式運用。回想當天被責備時，心裡面只有埋怨；但

到了今天，我反而能夠領會老師當天的苦心。

上面提及的點點滴滴，大多已經成為我們的集體記憶，唯獨

我們的母校，依然屹立於馬頭圍邨後面的原址上，再加上今

天這份對珍惜的認知，我決定參與並成為校友會常務委員之

一，為母校及校友會發ㄧ分光、盡一分力，亦可以讓我這份

對母校珍惜之情得以實踐。

最後，我謹希望在這兩年的任期內，在黃校長、各位老師、

校友會主席及各位顧問的引領之下，與全體常務委員一起把

校友會的會務「做得更好」，以答謝母校當年培育之恩！

文 會員事務 萬浩暉

懷緬與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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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家長敬師頌親恩暨校友會周年晚宴

剛畢業的同學在入席前先來張大合照。
是晚表現非常出色的司儀團。

席上嘉賓細心欣賞管弦樂團的精彩演奏。 你看他多專注地為演出的同學拍攝！

家教會永遠榮譽顧問梁榮彥 先生主持抽獎。

臺上的演出一定很精彩啊！

倪毓英 校長、黃玉貞 校長和兩位副校長、
家教會及校友會主席、顧問合照。

倪毓英 校長、黃玉貞 校長和晚宴籌委會委
員領唱校歌。 倪毓英 校長、黃玉貞 校長和晚宴籌委

會委員向在座嘉賓祝酒。席上嘉賓舉杯向臺上主禮嘉賓祝酒。

校友黃樂華 先生為晚宴吹奏巴松管。

原來他們有很多粉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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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同學吹奏出美妙樂章。

傑出校友張哲熙 先生分享獲獎感受。

你看他的「騎」姿多有型！

這位同學跳得多麼投入、多麼美妙！

這位同學真有韓星風采啊！

臺下的觀眾都看得十分開心。

傑出校友張哲熙 先生和倪毓英 校長、黃玉貞 校長合照。

同學們踴躍參加遊戲比賽。 結他班的同學專注地演出。

席上嘉賓互相祝酒言歡。

一班「韓國大叔大嬸」也來為晚宴演出。

天真的笑容總是最燦爛、最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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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校友黃昏樂〝燒〞遙

〝Yeah，我得獎呀！〞

老師和校友合照（一）。

老師和校友們合照（二）。

又有兩位幸運兒抽中禮券。老師們都十分支持校友會的活動。

抽中獎品自然開心不已。

畢業後重聚當然要來一張合照啦。燒烤場一角。

校友會於2013年12月7日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燒烤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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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校友會會訊 2014年3月第17期    責編：李康民     設計：梁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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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校友會（2012 – 2014）
常務委員 / 顧問 

主席 張玉珍（1967） 

副主席 蘇綺雯（1981）

核數 黃家杰（2002） 

司庫 徐應恩（2002）

文書（內務） 史美邦（1991）

文書（外務） 陳天沛（1993） 

總務 王浩倫（1987） 

會員事務 萬浩輝（2002）

聯絡及宣傳 梁子健（1986）

康樂 張國深（2000） 

康樂 劉峻廷（2000）

普通委員 伍敬宗（1978） 

普通委員 孫詠詩（1991） 

永遠榮譽顧問

倪毓英 前任校長

當然顧問

黃玉貞 校長   

曾韻儀 老師

顧問

李康民（1972）   葉慧光（1977）   

蕭錫民（1976）   甘婉華（1965）   

簡煒傑（1991）   梁日禮（1991）   

林秉衡（1967）   張婉貞（1972） 

馬頭涌官立小學校友會   

第六屆財務收支報告1/9/2011 至31/8/2012  

   項目                  收入            項目                    支出

會員收入 22,500.00 金禧晚膳贊助 5,175.70

校友捐款 100.00 2011 周年大會 3,862.00

利息收入 7.25 燒烤支出 3,373.60

    畢業生同學錄 16,728.50

  銀行退票 1,500.00

  銀行費用 100.00

  雜費 120.70 

合計 22,607.25  30,860.50

對比虧損 8,253.25  

總數 30,860.50  30,860.50 

   

馬頭涌官立小學校友會

第六屆資產負債表截至 31/8/2012   

上年度結存 119,614.75 本年度儲蓄戶口 73,320.70

  本年度支票戶口 38,040.80

    虧損 8,253.25 

 119,614.75  119,614.75

馬頭涌官立小學校友會   

第六屆財務收支報告1/9/2012 至31/8/2013  

   項目                  收入            項目                    支出

會員收入 27,000.00 金禧晚膳贊助                      15,000.00

校友捐款 1,610.00 活動支出 933.00

利息收入 7.25 2012 周年大會 2,578.20

    銀行查察費 100.00

  燒烤支出 1,012.00

  中華文化日攤位遊戲 6,142.00

  畢業生同學錄 11,000.00

  晚宴津貼 660.00

合計 28,617.25  37,425.20

對比虧損 8,807.95  

總數 37,425.20  37,425.20 

   

馬頭涌官立小學校友會

第六屆資產負債表截至 31/8/2012   

上年度結存 111,361.5 本年度儲蓄戶口 733,27.95

  本年度支票戶口 29,225.6

    虧損 8,807.95

 111,361.5  111,361.5

司庫：徐應恩 核數：葉慧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