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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會新成員 — 張婉貞 

本屆常委會委員林煒然於去年九月份

以個人工作繁忙理由辭職，並獲常委

會於 2005 年 10 月 21 日會議時批准，

正式生效；而空缺則由上次大選第十

四位最高票數之得票候選人張婉貞校

友補上。張婉貞一直熱心參與各校友

會之活動，並表示樂意接受倪校長及

校友會各委員之邀請，為母校及各

校友服務。  

馬頭涌官立小學校友會會訊 

二○○六年二月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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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馬頭涌與校友

之間之聯繫及感情。歡迎來稿發表有關馬頭涌的觀感、意見或創作成果。若有任何疑問，請隨時以電郵聯絡

我們的編輯 簡煒傑 先生。(電郵：alumni@mtcgps.edu.hk) 

義工招募 
校友會的各個活動，是有賴各會員

支持的，如果 閣下能夠撥冗參與校

友會義工服務，支持我們，請到以

下網址下載表格，填妥後交回，我

們將會有專人與 閣下聯絡： 

http://www.mtcgps.edu.hk/cooperation/

document/helper_form.doc 

訪問傑出校友 
劉宇揚 醫生  

 更令我感動，沒有任何東西比聽到孩子的笑聲

更歡樂，沒有任何東西比在寒冬中與家人手牽

手更溫馨溫暖，亦沒有任何東西比在一天勞碌

後疲憊不堪時得到知心的一吻更加甜蜜。  

小記者: 你會有甚麼說話想跟各屆校友說？  

劉宇揚: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裡向你們

所定的旨意。」(帖撒羅尼迦前書 5:18) 

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句說話，我們一定要

記得凡事謝恩。我很多謝馬頭涌給予我一個極

佳的養育環境，及對我成長不可或缺的全面教

育，當然還有給予我與同學們的珍貴友誼。  

小記者: 請問你參加校友會後有什麼感想？ 

劉宇揚: 其實是現任校友會會員簡煒傑及梁日

禮鼓勵我們一班同屆同學入會的。看

到母校有許多改變，感覺實在奇妙。

我尤其對母校能夠在學習及課外都有

著良好表現而感到印象深刻。 校友會

的聚會確實使我對小學生涯有著許多

回憶。最難得是能夠與一班舊同學再

相聚。我知道其實我們很多同學仍是

對馬頭涌及同學們很想念。校友會能

夠為大家提供一個相聚及分享的平台，

在這一方面真的值得稱讚。  

小記者: 你是同屆同學第一個結婚，亦是第一

個有小朋友，你有甚麼想法？ 

劉宇揚: 對我來說，除了良好的教育，家庭也

是成功的要素。我成長於一個溫暖的

家庭。受到主耶穌的祝福，我與太太

於三年前結婚，亦於往後一年誕下我

們的小孩。做一個好丈夫好爸爸確實

不容易也不簡單但我可以很自豪地說

在這世上沒有比家庭更重要的東西了。

沒有任何東西比看到孩子踏出第一步 

傑出校友劉宇揚醫生

為馬頭涌官立上午小

學90-91畢業生。畢

業後升讀拔粹男書

院，及後更考入香港

大學醫學院攻讀，並

於2003年畢業，畢業

後進入伊利沙伯醫院

成為家庭醫生。現在

正在兒科接受訓練。

劉醫生為人和藹可

親，有愛心，閒時愛

與妻子與孩子玩耍。 

校友會會訊  
馬頭涌官立小學 校友會  

第七期 

2006年2月 

校友會第三次週年會員大會已於2005
年9月24日下午於母校七樓活動室完

滿舉行。在倪校長致辭後，主席羅

志堅及司庫李康民分別宣讀了會

務報告及財務報告；跟著兩位負

責康樂的委員梁日禮及吳嘉敏則

向各人簡介來年活動計劃；最後

由副主席張嘉娜宣佈義工招募，

為我們增添生力軍，加強日後校

友會在活動的工作調配能力。 

約半個多小時的議程完結過後，我

們為大家預備了豐富的食品，好

讓校友們一邊享用美食、一邊談

談近況。當日出席人數接近一百

人，會員佔八十七人。其中以應

屆畢業生佔大多數：亦有已離校

十載的校友相約回校，藉此機會

聚首一堂，他們更應倪校長及各

校友會委員邀請，即時填寫入會表

格，加入校友會的大家庭。 

週年會員大會   

倪校長為週年會員大會致辭 

康樂委員梁日禮及吳嘉敏向各

人簡介來年活動計劃 

副主席張嘉娜招募同學作為義工 

主席羅志堅向會員介紹常委會成員 

中文姓名 畢業年份 

駱君偉 1972 

侯嶺華 1972 

龍天海 1976 

鄭澤榮 1979 

張淑芬 1980 

張家輝 1980 

張淑琴 1983 

盧裕基 1988 

李領邦 1991 

譚穎宜 1991 

馮鳯詩 1991 

李樂年 1991 

劉大昌 1991 

李美健 1991 

羅芷諾 1991 

雷詠賢 1991 

侯志恆 1991 

李君倩 1993 

嚴雅健 1995 

羅凱恩 2000 

張 碩 2002 

馬嘉蔚 2003 

已離校十載的校友聚首一堂 校友們一邊享用美食、一邊談談

近況 

歡迎以下各位新會員加

入校友會這個大家庭： 

另2004-2005年度畢業生

共137人。 

今期內容 

※ 週年會員大會 

※ 會務報告節錄 

※ 城門水塘燒烤大旅行 

※ 通緝隱形校友才子才女 

※ 訪問傑出校友劉宇揚醫生 

※ 常委會新成員張婉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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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年度校友會常務委員會舉行了五次正式會議，委員出

席人數平均為9人(於上次週年大會順利當選的現屆委員

共13人)。 

我們在第二次會議中討論未來兩年工作方向，訂下會員

增長目標，建議活動項目及研究如何加強聯系網絡等。 

會議中通過的其他事項包括2004年9月

至05年8月財政預算；會員入會手續；

贈送同學錄給入會之應屆畢業生；及

使用「飛馬」圖案為會徽。 

 

現會員人數為578人，較去年九月週年大會時的414人增

加約40%；而其中137人乃應屆畢業生，佔總人數23%之

多；另增長較顯著的是七十年代的舊校友，共有15人。 

由會員畢業年份統計可見應屆小六新會員之比重較多，

比如本屆(2004/05)畢業生中約八成半同學入會，對提高

會員人數有極大幫助作用。 

2005年度新增會員有164人，接近我們於去年十月初訂

下會員增長目標的174人，這是值得鼓舞的。 

 

一年來常委會努力吸納不同年份畢業同學入會；並得倪

毓英校長為我們發信邀請應屆畢業生入會。於2005年6

月22日我們更得校方安排與小六同學接觸，返回母校到

6A至6E班向各畢業同學推廣校友會，並藉此拉近校友會

與他們的距離，增加彼此了解。為鼓勵更多小六畢業生

入會，我們决定贈送應屆畢業同學錄與小六新會員，而

於暑假前由校方交給這批新會員。 

校方曾收到不少馬頭涌官小前下午校學生查詢可否成為

本會會員，雖然增加會員人數乃我們重要目標；但經討

論後，常委會以不符合校友會會章要求否決這類申請。 

 

郵寄會訊是校友會發放消息的主要渠道，這年度我們製

作了3期會訊，內容有本會及母校活動預告、傑出校友

介紹及委員專訪等。為加強內容及提高質素，印刷已由

原來A4雙面黑白改變為第六期的A3雙面彩色。 

我們將透過郵寄通告，聯系歷屆畢業班代表及運用校友

會網站內「尋找昔日同學」加強聯系網絡；並繼續善用

網站內校友會電郵，藉以增加雙向溝通。 

 

我們曾提議多項室內及戶外活動，其中「校友天地」及

專題講座分別於2005年三月及五月份的週六在母校舉

行，參與會員由十人增至四十多人。 

而常委會亦協助家長教師會舉辦每年一度的「敬師頌親

恩晚宴」，是次活動有百多校友參加，藉此機會我們可

邀請更多校友加入本會。 

 

校友會日常工作項目由常委會委員按其職責分担，並得

母校林桂香主任在多方面協助處理。由於會員人數不斷

增加，而委員於工餘及課餘為校友會服務的時間實在有

限，故此除了得到校方資源外，我們實在需要更多會員

參與義務工作。 

在此特別感謝倪毓英校長及甘國強學兄對我們的支持及

鼓勵，他們以本會顧問身份在各重要議題上給予不少寶

貴意見，使常委會由討論、定案、策劃至執行及檢討過

程中獲益良多。 

希望各會員能踴躍參與校友會活動，主動給我們意見，

並聯絡尚未成為會員的同班或同級舊同學加入校友會這

大家庭，團結校友，促進與母校的聯繫。 

第二屆2005年週年會員大會 

2005年9月24日 

常 委 會 會 議  

會 員 人 數  

會 員 招 募  

聯 系 網 絡  

活 動 計 劃  

中 期 檢 討  

會務報告節錄 文：主席羅志堅 

校友會會員  = 578人

2004/05
23%

2003/04
17%

2002/03
16%2001/02

12%

2000/01
3%

1990's
16%

1980's
3%

1970's
6%

1960's
2%

不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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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您的舊同學們結伴郊遊，一同懷緬小學時代學校舉

行的大旅行？校友會將籌辦2006年活動頭炮節目「校友

會06城門水塘燒烤大旅行」，現誠邀各校友踴躍參與，

同時歡迎會員親屬和非會員校友參加！ 

城門郊野公園

佔地達一千四

百公頃。北起

鉛礦凹，南至

城門水塘道；

西起大帽山，

東至草山及針

山。園內草木茂盛，在城門水塘前有一風水林，樹木參

天，品種多達七十餘種。公園內亦設有一批郊遊康樂設

施，水塘以南及東南一帶近水壩處的燒烤設施，甚受市

民歡迎。  

如果你正為同學聚會而傷腦筋，倒不如一起參加「校友

會06城門水塘燒烤大旅行」吧！ 請填妥回條連劃線支票

寄回母校便可。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9839-1794梁日禮或9856-6679
吳嘉敏查詢。 

校友會06城門水塘燒烤大旅行 
吳嘉敏 

梁日禮 
文：康樂 

馬頭涌官立小學校友會會訊是一份面

向全港馬頭涌校友的刊物。我們關注

各校友成長、就學就業問題。希望以

最生動的細節、獨特的視角、平實的

語言、精美的圖片講述校友精彩人生

故事。我們希望給與讀者各種智慧的

與他們真正有益的實用資訊、更多的

人生經驗，增加目標讀者在即將或已

經進入社會的生存能力、希望與信

心。  

我們現在公開徵求各校友會會員積極

參與投稿校友會會訊。 

徵文內容  

※ 情感私事：最秘密的私隱，最

複雜的情感，最出位的體驗，

全景記錄原生態的隱私故事，

重在心理刻劃，體裁不限。 掛

念同學嗎？與我們一起分享你

的內心世界吧。 

※ 校園紀錄：畢業後你的升學新

體驗，校園生活現狀紀錄。新

老師？新同學？你會將你的學

校推薦給學弟妹嗎？ 

※ 感情小調：戀愛經驗之談，用

小故事來敍述。一個真實故事

一條小經驗，實用真實富啟發

意義。  

※ 世界遊蹤：以動人的故事情

節，與讀者分享世界各地一些

鮮為人知的人文和歷史故事。

亦可與讀者分享一些親歷奇聞

或往事。（投稿請提供相關圖

片） 

※ 攝影藝術：對攝影有興趣？對

書法、繪畫等藝術有研究？我

們馬頭涌官立小學一向至力培

育各同學一生一體藝。與大家

一起分享就最適合。 

文字要求 

文筆流暢，具有實用性，給讀者提

供有實用價值資訊或人生經驗。文

風以平實為主，優美個性化為輔。 

內容應為500字左右，投稿者請以電

子文本方式電郵馬頭湧官立小學校友

會(alumni@mtcgps.edu.hk)提交文章，

請勿發郵件投稿，請自留底稿。 

注意：投稿者電郵時請詳細填寫詳細

聯繫方法，包括姓名，畢業年份，通

訊地址、電話、工作單位或所讀學校

等，請勿一稿多投。     

文：副主席張嘉娜  
通緝隱形校友才子才女 

日期： 2006年3月26日(星期日) 

地點： 城門水塘 

活動內容： (1)暢遊城門水塘徑  

(2)燒烤  

(3)集體遊戲 

費用： $ 30 (會員) 

$ 50 (非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