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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

校友會會訊
文: 李康民校友會主席的話 

今年是校友會的十週年紀念，亦適逢母校五十週年金禧之喜，

除了讓人感到額外興奮之餘，更不得不講句“光陰似箭”！

為了慶祝這個雙重喜慶的開心日子，校友們都積極參與了分別

在今年四月舉行的金禧校慶音樂匯演及在六月舉行的金禧校慶

敬師頌親恩暨校友會十周年晚宴。

在金禧校慶音樂匯演當日，除了師弟妹們的演出之外，校友會

幾位委員亦粉墨登場，並連同第一屆畢業的周志明大師兄，分

別攝錄了各人回顧當年在母校上課的點點滴滴，當中更有母子

（同是校友）檔、父（校友）子（現母校學生）檔，令人倍覺

溫馨。

而金禧校慶敬師頌親恩暨校友會十周年晚宴，基於雙重紀念價

值，是晚與會校友人數，為歷年晚宴之冠，更難得的是退休多

年的邱達禧校長、陸洪鈞校長、黎錫鏗校長和前任倪毓英校

長；譚楚雲老師、馬細根老師、梁錦麗老師、麥文鳳老師、李

玉茜老師、徐綺薇老師和鄭麗卿老師都抽空出席，令大會生色

不少，而校友們能與曾經教導他們但又多年不見的校長、老師

共敍一堂，都表現得十分雀躍：暢談之餘，更忙於拍照留念。

還有不足半個月，就是一年一度的校友會週年會員大會，亦是

委員會換屆的時候，本人謹藉此機會，首先多謝過往兩年為校

友會無償付出的一眾委員及顧問，和曾經參與各項活動的校

友，並呼籲各位校友繼續踴躍參與校友會往後的活動，如果有

興趣為母校及校友會作出回饋的校友，希望您能身體力行，加

入校友會的常務委員會，鼎力支持校友會的會務工作，讓校友

會能與母校繼續並肩，邁步向前，更進一步！

最後，本人卸任在即，在此敬祝  各位校友

身心康健，生活愉快！

校友會主席：李康民

附註：週年會員大會定於今年十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三時在母校舉行，詳
情請另見通告，有興趣加入校友會常務委員會的校友，請回電郵聯絡校友
會。多謝！

主禮嘉賓謝凌潔貞太平紳士、黃玉貞校長、晚宴籌委
會主席梁榮彥先生、家教會主席鍾林春嬋女士、校友
會主席李康民先生和全體司儀合照。

譚楚雲老師代表出席晚宴的退休老師致送
紀念品給校友會，由校友會主席代領。

橫跨四個年代的校友與各位退休校長及退休老
師合照。

黃玉貞校長和校友、部分校友會委員、顧問及校友會
主席合照。

今期內容
P.1 校友會主席的話
P.2-3 金禧校慶敬師頌親恩暨校友會十周年晚宴
P.4-5 金禧校慶音樂匯演
P.6 傑出校友（一）
P.7 傑出校友（二）
P.8 校友會推介：開心果校長 有話同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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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校慶敬師頌親恩暨校友會十周年晚宴

師弟師妹們在晚宴開始前為大會伴奏。

黃玉貞校長、晚宴籌委會主席梁榮彥先生、
家教會主席鍾林春嬋女士、校友會主席李康
民先生主持切蛋糕儀式。

應屆畢業校友大合唱（一）

已經升讀中學的校友十分投入，唱到手舞足蹈，
非常開心。

七十年代的校友和現任老師合照。

應屆畢業校友大合唱（二）
三位應屆畢業校友唱得非常落力。

晚宴第一個高潮是黃玉貞校長和前任倪毓英
校長、邱達禧校長、陸洪鈞校長、黎錫鏗校
長一齊領唱校歌。

台下的應屆畢業校友都大力和唱。

主禮嘉賓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太平紳
士和黃玉貞校長步向晚宴主禮台。

九十年代畢業的校友和黎錫鏗校長合照。

一眾九十年代畢業的校友和六十年代畢業的
師姐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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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校慶敬師頌親恩暨校友會十周年晚宴

黃玉貞校長頒贈傑出校友獎項與校友何惠珠
醫生。

晚宴筵開接近六十席，非常熱鬧。

大家都好喜愛的抽獎時間。

獲得倪毓英校長捐贈一千元現金大利是的
幸運兒。

八十年代畢業的校友和邱達禧校長及退休老師
們合照。

八十年代畢業的校友和邱達禧校長合照。

幾位師妹落力呼叫自己的名字，希望被抽中
大獎。

黃玉貞校長和五位獲得大獎的幸運兒合照。

黃玉貞校長和全校老師合唱是晚宴的第二個
高潮。

黃玉貞校長和全體老師合唱未開始時，師弟
妹們已經非常熱情地走到台前爭相拍照。

一眾九十年代畢業的校友和六十年代畢業的師姐
及各位退休老師合照。

校友車淑梅女士擔任嘉賓司儀，
令晚宴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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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校慶音樂匯演

後台花絮一：仔細地化個靚妝。
後台花絮二：出場前趕緊最後練習。

主禮嘉賓在參與演出的同學陪同之下就座。

全體主禮嘉賓一齊主持開幕儀式。

在一片熱烈氣氛之下音樂匯演正式開始。

第一屆畢業的周志明校友在校友會委員張
玉珍校友陪同之下細說《一馬當先尋足
跡》，回味當年在母校上課的日子。

後台花絮三：「好緊張呀！到我出場啦！」

金禧校慶紀念品發售處。 嘉賓進場前與黃玉貞校長合照留念。

嘉賓正在選購金禧校慶紀念品。

主禮嘉賓在童軍開路之下魚貫進場。

兩位副校長介紹穿起今天的校服，九一年畢
業的簡煒傑校友、梁日禮校友，準備接受兩
位師弟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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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校慶音樂匯演

藝術體操組的成員砌出 50 金禧字樣恭賀
母校。 舞蹈組的《鼓動飛揚舞翩翩》。

藝術體操組的《綠馬飛躍賀金禧》。

家長教師會委員落力演出的《校園寫真
篇》劇照一 家長教師會委員落力演出的《校園寫真篇》

劇照二

嘉賓們都看到非常開心，拍爛手掌。

甘婉華、簡偉傑母子檔；葉慧光、葉倬文父
子檔及簫錫明、蕭太、簫廷軒合家歡一齊演
出《兩代同結綠馬綠》。

舞蹈組和弦樂團合演《記得當時年紀小》。
舞蹈組的《燃燒的火耀金禧》。

古典結他組的《結他弦情五十載》。
合唱團每一位成員都非常用心獻唱。

合唱團與管弦樂團合作《弦歌管樂共奏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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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r. Ho Wai Chu, JudyMy childhood home was at Hibiscus House, Ma Tau Wai Estate.  
Therefore, it was expected that all my three siblings and I would attend 
Ma Tau Chung Primary School which was literally located next door.

I studied in Ma Tau Chung Primary School from 1966 to 1972.  My 
memory of primary school life was mainly joyous – a lot of play and not 
much hard work.  

My life at Ma Tau Chung has shaped my life in two ways:

Love of reading – Ms. Ng Sum Mui, my Chinese teacher, instilled my love 
of reading very early on in life.  She encouraged her students to borrow 
books from the public library regularly.  On our way back from the public 
library at Waterloo Road, Ms. Ng often welcomed her students to her 
home for a chat and some snack.  It was through reading some 
biographies at that time that I knew about the life of medical doctors.  
Since then, I became interested in Medicine and decided to become a 
medical doctor.  I worked towards my aspiration from secondary school, 
university and all the way through my postgraduate training years.  After 
more than 28 years in medical practice, I still enjoy my profession and 
treating my patients very much.  Furthermore, my passion for reading 
persists. Nowadays, apart from the medical literature, I would read 50 to 
70 various non-medically related books annually.

Love of music – Ms. Tam Chor Wan, my music teacher, taught me 
singing.  I participated in interschool singing contest, joined choir singing 
at church and learnt music theory through my secondary school and 
university years.  Although I don’t sing much now except at church 
service, my love of music, especially classical music, persists over the 
years.  Music aspires and calms me.  Through music, I have also made 
a lot of good friends.

In my primary school years, I made some good friends (including Sharon 
and Teresa) whom I kept in touch years after graduation.  I have fond 
memories of a lot of teachers (including Ms. Ng, Ms, Tam, Mr. Kwong 
Kwok Chu, Mr. Kan Pak Hong, Mr. Wong Mun Lun etc) who taught me 
various subjects at Ma Tau Chung.  Their dedication to their profession 
and their willingness in teaching students not only book knowledge have 
certainly shaped me to become who I am.  I solemnly salute to their 
teaching professionalism!

Judy flower bouquet from Peggy during 
celebration dinner for promotion

photos with work colleagues who are 
medical school classmates

Ma Tau Chung Primary School 50 anniversary 
dinner photo with Ms. Tam Chor Wan

With friends at overseas conference

Distinguish Alumni Dr. Ho Wai Chu, Judy : Primary School 
Experience Shape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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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貞校長頒贈傑出校友獎項與校友
陳安怡小姐。

能夠在母校金禧年榮獲傑出校友的殊
榮，真的要感謝母校對我的認同和鼓
勵。

在2011年復辦的維港渡海泳贏得青
少年女子組冠軍。

在同一畢業典禮上與兩位學長合照。

在2009年畢業典禮的禮台上接受讓我閃耀校園
之星獎。

09年在畢業禮台上因學業成績而獲頒校園之星獎盃，3年後

在同一場合台上因體藝方面的表現再獲頒傑出校友獎盃，對

我來說，意義真的十分重大。因為這個獎盃代表大家對我一

直的堅持和努力的認同，代表母校對我的關懷，代表看著我

成長的老師和長輩對我的支持!

在馬頭涌官小的六年裡，除了學業和德育的培養外，最大的

得益，是因校方“一生一體藝”的政策，讓我有機會加入校

隊，繼而成為泳會泳員。在過去的幾年裡，憑藉鍾元教練的

悉心教導，在好幾次本地舉行的馬拉松賽事裡奪盃，自去年

開始，更獲選代表香港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世界游泳錦標賽、

在倫敦舉行的奧運試游賽和在印尼舉行的亞洲分齡賽等國際

賽事。而最近更獲選參加在葡萄牙舉行的FINA公開水域10公

里馬拉松游泳奧運達標賽。

與這次一起獲獎的校友何惠珠醫生不同，我還在求學階段，

不懂治病救人，但我定會秉承樂善勇敢的馬頭涌精神，繼續

努力，好好發揮我游泳方面的天賦，為港爭光﹗

文: 陳安怡

傑出校友陳安怡：力爭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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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校友會會訊 2012年9月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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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玉貞校長從事教育工作期間，一直希望能為學生做點事，因為她看

到每個老師身邊都有許多「小蜜蜂」、「小蝴蝶」和「小蜻蜓」。有

些是純真的、活潑的、可愛的，有些卻是害羞的、膽怯的、沒有笑容

的。身為校長、老師和家長，我們可曾盡力為他們作促進者、欣賞

者、支援者？

於是在2004年趁著心情輕鬆、靈感湧現時，黃校長寫了一本書，名字

叫《開心果校長 有話同你講》，並自資印刷了數百本送給她的家人、

朋友和學生，及所有喜歡小朋友的人，也算是給自己的禮物。

校友會有見這本好書是非賣品，印刷數量亦不多，所以由今期開始，

節錄連載書中內容，同各位校友分享，希望能帶給大家閱讀的快樂。

校友會按：上文主要內容取材自《開心果校長 有話同你講》作者序

今期首先同大家分享兩篇開心果校長語錄：

開心果校長語錄一

開心就是 －

累了就可以躺下來休息，

渴了就可以喝，

餓了就可以吃。

想起的人就可以見，

想看書時就看書，

想看電視時就看電視，

總之，盡了責任就會開心。

校友會推介：開心果校長 有話同你講

開心果校長語錄二

最好的禮物 － 貧窮

最能令人進步的是 － 反省及不斷學習

最好的做人方針 － 仁慈及寬恕

最佳的解決問題方法 － 面對

最佳的與人相處之道 － 相贏互諒

最佳的生活態度 － 過充實的每一天

最佳的工作態度 － 把工作當作興趣

最高尚的品德 － 以德報怨

最佳的朋友 － 書本

最佳的福份 － 寧靜、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