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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電郵地址 
由於校友會會員數目日益增加，本

會正考慮逐步改以電郵方式通訊，

並發送電子版會訊，以減低郵政開

支。如希望本會日後以電郵與你通

訊，請把你的姓名、會員編號及最

新的電郵地址發送至： 

(電郵： mtcalumni@gmail.com) 

         每年六月下旬，校友會的委

員都會返回母校向應屆畢業的六

年班同學介紹校友會，呼籲各位學

弟學妹勇躍參加。今年也不例外，

校友會主席簡煒傑、委員陳天沛和

我一行三人，於六月二十六日上午

回到母校，向各位學弟學妹講述校

友會的成立、宗旨及過往舉辦的活

動，務求令到大家都能對校友會有

更清楚及深入的認識，從而鼓勵更

多同學加入校友會，加入這個大家

庭，讓不同屆別的校友都能夠互相

認識，保持聯絡，繼續發揚母校的

「 樂、善、勇、敢 」精神。 

        在母校的特別安排下，我們

三位委員可以和應屆五班六年級

的同學一齊會面，令整個推廣工

作的氣氛比往年每班分班探訪時

更為熱烈。答問環節時，學弟學妹

們都積極舉手搶答，反應十分熱

烈。不消數分鐘，我們所預備的獎

品便全數被答對問題的同學領取

了。 

到七月中，母校傳真過來的資料更

令校友會全體委員感到十分鼓舞。

因為應屆畢業校友的入會人數破

了歷屆的紀錄，高達 140 人。以總

數 163 人計算，是 85.89 %。所以，

如果你知道你認識的同學尚未成

為會員，請馬上邀請他，不要再猶

豫了，盡早交回校友會的報名表

格，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吧！ 

會員招募活動 

應屆畢業校友的入會人數高達 140 人，破了歷屆的紀錄 

文：司庫 李康民 

畢業了 文：校友 林子詠 

馬頭涌官立小學校友會會訊 

二○○七年九月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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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繫及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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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嘉敏 小姐 或 陳加屏小姐。 

(電郵：mtcalumni@gmail.com ) 

 (左起) 陳天沛校友、簡煒傑校友及李康

民校友向學弟妹講述校友會的成立。 

        轉眼間，六年過去了，我的小

學生涯也隨之過去。回想過去六年

的校園生活，真是百感交集：校長

的微笑、老師的讚賞、同學的拍掌

聲…… 一切都已成過去。想到這

裡，我的淚水便不自覺地流下來

了。 

        回想我一年級的時候，我還是

一個未懂事的小女孩，告別幼稚

園，剛來到馬頭涌官立小學，又何

嘗不是懷著這種依依不捨的感覺

呢？過了幾個月後，我便漸漸習慣

了在馬頭涌的生活，在這個充滿愛

和關懷的大家庭中日漸長大。想不

到六年後的今天，我又要再一次經

歷這種與所愛的人別離的感覺。回

校的最後一天，我傷感得真的很想

哭，但是不知道為甚麼哭不出來，

淚只能在心裡默默地流。 

       記得在一次講故事比賽中，我班

的代表最後藉著一句「我會記住馬

頭涌」而奪得冠軍。那時，大部份

的同學都取笑她，說她「擦鞋

妹」。但她的話深深的感動了我。      

       今天我畢業了，已是一個中學

生，向小學同學說再見，又再認識

一些新的朋友。我長大了，面對挑

戰，我會勇敢的去面對。但是，我

仍記住馬頭涌的一切，因為在馬頭

涌，有著我最美好的童年回憶。 

       在這裡，我要借此機會多謝一直

在我身邊支持我的校長、老師、同

學及所有人。沒有他們的支持和鼓

勵，就沒有今天的我。我一定會繼

續努力，不會令他們失望。  

校友會會訊  
馬頭涌官立小學 校友會  

參加母校 45 週年校慶晚宴後感 

第九期 

2007年9月 

今期內容 

※ 參加母校45週年校慶

晚宴後感 

※ 元朗魅力之旅 

※ 傑出校友 

※ 畢業了 

※ 會員招募活動 

中文姓名 畢業年份 

張淑慧 1986 

車淑梅 - 

歡迎以下新會員加入校友會

這個大家庭： 

 今年七月六日晚上我懷著雀躍的

心情前往九龍海逸皇宮大酒樓參加母

校四十五週年校慶晚宴。當晚筵開五

十多席，濟濟一堂，最令我快慰的就是

可以重遇失去聯絡多年的良師益友。

在家長及教師會的悉心安排下，場地

的選擇及佈置都很理想。 

 我認為當晚最精彩的環節就是

由校友張嘉娜及雷敏然訪問四位歷屆

校長，他們憶述當年在母校執教時所

發生的趣事， 每位都是談笑風生，風

釆依然。繼而就是全體師生唱校歌及

慶祝倪校長生辰的時刻，相信是整個

晚宴的高潮。 

 當晚在席間我與不同年份的校友都

有說有笑並且拍照留念，可能是精神亢

奮的關係，當晚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呢。 

總而言之，母校在過去的四十五年

培育的眾多學生在社會中都擔任不同的

角色及崗位，雖然未必每一位都一定是

出類拔萃，但都能秉承馬頭涌官立小學 

「樂、善、勇、敢」的精神。在此衷心

感謝母校各師長的啟蒙及教導，並祝母

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文：康樂 張婉貞  

 張嘉娜校友及雷敏然

校友訪問四位歷屆校長。

(左起) 黎鍚鏗校長、陸洪

鈞校長、邱達禧校長及簡

伯康校長。 

 張嘉娜校友及羅志堅校

友為當晚大會司儀的一份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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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日一片暖洋洋，最適合到綠油油的郊

外暢遊了。校友會早前於三月十一日舉辦了

「元朗魅力之旅」, 參觀香港有機農莊，在

欣賞大自然之餘，更有機會了解有機耕作，

給校友們輕輕鬆鬆上了一節自然科學課。 

        活動當天的早上，參加者早已在母校集

合，抵達後先吃了一頓有機午餐，味道很不

錯呢。飯後我們再次集合，大家都用心聆聽

著導賞員的講解，令我們對有機耕作有更進

一步的認識。在這個講解的過程中，給筆者

及校友們深切體會到經營有機耕作及堅持

其營辦宗旨實在不是一件易事，需要很大的

努力 。 

         我 們的導賞 員更

帶我們漫步附近的河背

水塘，來一個飯後運動

及舒展筋骨的機會。最

後由有機農莊的創辦人

石鏡泉先生教小朋友們

做手工及示範打穀的

過程 ，令他們雀躍不

已。不少校友和家長們

也順道買些有機蔬果回家，體驗有機生活。

清風送上，嘗嘗地道真正的山水豆腐花，真

寫意啊！拍大合照後，是次既充實又有意義

的活動終告完結了，令各校友和他們的家人

渡過了一個愉快的周日呢！ 

文：外務秘書 鄭蕊婷 

元朗魅力之旅 

 眾校友在香港有機農莊前合照。 

 石鏡泉先生教小朋友們做手工。 

 校友們專心地聽導賞員講解有機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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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  

Dear Headmistress Ngai, teachers 
and fellow schoolmates, 

I am most pleased and honored to 
receive the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from MTC. 

I am impressed by what MTC has 
achieved during these few years. 
MTC has provided me a lot of 
chances  for  development,  with 
enthusiastic teachers encouraging 
me along the course. I would defi-
nitely feel regret if I had not joined 
MTC. In fact, MTC can be seen as 
a milestone in my life. It's indeed 
my pleasure to be part of this warm 
and loving family, and even more 
honored to receive the Award. 

With all the devotions from Head-
mistress Ngai and fellow teachers, 
I'm sure MTC will continue to glow 
as it did in all the years, an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fruitful, en-
joyable  and  memorable  school 
lives. Students of MTC will surely 
enjoy another years of laughter, 
love and care.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my  family  who  has  continually 
offered advice and support to me.  

I also wish you all well and may 
God bless you in all you do. Thank 
you.  Edison Tam Hin-yan 

Graduate (2005) 

   譚洐恩校友 — 獲傑出校友獎心聲 

   車淑梅校友 — 貢獻社會、造福人群 

 倪毓英校長頒發傑出校友獎予譚

衍恩校友。 

       現為香港電台 DJ 的車淑梅校友，曾於 1992 年當選香港十大傑青，也曾榮獲

多屆全港最受歡迎 DJ。在馬頭涌 45 週年校慶暨敬師頌親恩晚宴上，更獲倪校長

頒發傑出校友獎，以表揚她多年來對廣播事業及社會的貢獻，造福人群，饒具意

義。而車校友在獲獎感言中，也不忘勉勵各師弟師妹，要努力向前，將來回饋社

會。 

 倪毓英校長頒發傑出校

友獎予車淑梅校友。 

文：總務 陳加屏 

文：譚衍恩校友 

       皇仁書院理科生周浩翔校友，於本屆會考中考獲十

優，驕人成績教人鼓舞。周校友接受報章訪問時表示，考

試前需有足夠準備，而考試時要放鬆，不可温習至通宵達

旦，以免因為讀多幾小時而損害健康，因小失大。 

   周浩翔校友 — 應屆十優狀元 
  周浩翔校友攝於

皇仁書院前。 

 (資料來源：明報) 

 車淑梅校友於晚

宴上擔任抽獎嘉賓。 

文：總務 陳加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