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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校友大家好。轉眼

之間，第二屆的校友會

委員已經工作了剛剛一

年，其中舉辦了數個活

動予我們廣大親愛的校

友參加，亦出版了三期

校友會會訊予我們的會

員，推介我們的活動及

加強與校友的聯繫。校

友會的會務之所以能夠

順利推行，全賴一班充

滿幹勁和熱誠工作的常

務委員及義工，不辭勞

苦的為我們校友會服務。 

本年度的週年會員大會

將在 9 月 24 日下午於母

校七樓活動室舉行，希

望大家屆時能夠出席，

積極參與。如果您希望

與舊同學聚首一堂，分

享一下近況，這就是最

好的機會。校友會的各

個活動，是有賴各會員

支持的，我期待着您的

出現！當日我們會備有

茶點招待各會員，並會

向大家報告在過去一年

所舉辦的活動，及預告

一下即將舉行的節目。

校友會成立的目的，是

為我們馬頭涌的校友服

務，有您們的支持，我

們會做得更好。希望屆

時您能夠到來，與我們

分享你的意見。 

週年會員大會   

至尊傑出校友 

本年度獲我們選出的至尊傑出校

友為吳燕婷同學。吳同學畢業後

就讀伊利沙伯中學，現於香港大

學修讀醫科。她曾獲選為「葛量

洪傑出學生」，這個獎項獲選的

學生須為品學兼優，積極參與課

外活動，並熱心為學校和社區服

務。她獲得的獎項包括獎狀及獎

學金一萬元正。 

今期內容 

※ 新一屆校友招募宣傳 

※ 敬師頌親恩晚宴 

※ 致畢業生的信 

※ 訪問教育心理學家張嘉娜  

※ 母子齊心服務校友會 

※ 校友天地 - 周末茶聚 

※ 週年會員大會 

第二屆馬頭涌官立小學校友會委員 

主席： 羅志堅(1976) 副主席： 張嘉娜(1976) 

內務秘書： 方少蘭(1973) 外務秘書： 李小茵(1976) 

司庫： 李康民(1972) 核數： 簡甘婉華(1965) 

會員事務： 麥宏發(1993) 聯絡宣傳： 簡煒傑(1991) 

康樂： 梁日禮(1991) 康樂： 吳嘉敏(1994) 

總務： 吳秀慧(1996)   

普通委員： 陳天沛(1993) 普通委員： 林煒然(1994) 

顧問﹕ 倪毓英校長 顧問﹕ 金國強 

文：編輯簡煒傑 

傑出校友 

兩位分別於2002-2003及2003-2004年度畢業的

司徒俊懿及林芳而同學，本學年學業成績優異

獲就讀學校聖保羅男女中學頒發獎學金以示獎

勵(Scholarship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2004-
2005)，而司徒俊懿同學更是第二年獲得此獎

項。在此恭賀兩位校友，亦希望其他校友以她

們作學習榜樣。  

林芳而同學  司徒俊懿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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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年6月22日上午11時

半，校友會主席羅志堅先生

和我一同回母校向一班將於

本年度畢業的六年級學生宣

傳校友會，並鼓勵他們於畢

業後多些回母校以及參加校

友會舉辦的活動。 

羅主席和我先後從6A到6E班

探訪每班學生，透過一些遊

戲和講解讓學生們對校友會

有更多瞭解，同時亦派發校

友會的報名表給他們，鼓勵

他們加入校友會這個大家

庭。而學生們的反應亦很熱

烈，亦向我們提供了有建設

性的建議和支持。 

最令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我進

入6B班的時候，令我回憶起

十三年前於該班房上課時的

情況，以及當年與同學一起

上課的情形，想不到於十多

年後可以回到昔日的班房與

師弟師妹分享一些以往的經

驗呢！ 

委員陳天沛與本年度

畢業同學一起分享經

歷，讓學生們對校友

會有更多瞭解。 

同學們對

加入校友

會反應十

分熱烈。 

新一屆校友招募宣傳  文：委員陳天沛 

在 2005 年 5 月 7 日的週末茶聚，我

們很高興能夠邀請到校友會的會員

事務委員、機械工程師麥宏發先生

與大家一起分享機械人的建構心

得。除了精彩的簡報及珍藏影片放

映，麥先生更帶同了他自己設計的

吸塵機械人及可跟蹤線道走動的示

範機械人，讓各校友能夠與機械人

有近距離的接觸。 

當日回校的校友眾多，校友們不忘

與舊同學興高采烈地談天說地，分

享所見所聞。除了茶點招待，回到

母校的校友更可享用母校的各種康

樂設施如乒乓球桌及籃球場等。當

日參與周末茶聚的校友們都樂而忘

返，可見大家與舊同學的友誼都十

分要好。 

看到校友們都十分享受我們舉辦的

週末茶聚，校友會未來將會舉辦更

多的聚會，使校友們有更多的機會

與老朋友見面，增進彼此之間的友

誼。 

校友天地 - 周末茶聚 文：康樂梁日禮 

本年度的敬師頌親恩晚宴已於 2005

年 6 月 30 日假座沙田

京都大酒樓舉行。當

晚筵開五十多席，除

眾多的師生及家長之

外，更有多名熱心校

友前來赴宴，場面熱

鬧非常。 

當晚節目豐富緊湊，

計有才藝表演、親子

合唱，更有豐富大抽

獎。我們校友會的委員和朋友，亦獻

唱了一曲「世上只有」，讚頌各位偉

大的家長及老師，亦提醒各應屆的畢

業生要努力學習，不要辜負大家對他

們的關懷及愛護。當晚校友會委員吳

嘉敏與我亦一起主持了 Bingo 遊戲，

令全場投入在歡樂

氣氛的高潮中。當

然少不得我們校友

會的主席羅志堅先

生對應屆的畢業生

的講話以及真情祝

賀，祝願他們學有

所成，成為社會棟

樑，將來為大眾作

出貢獻。 

我們希望各畢業生能不忘母校和老師

多年來對他們的悉心栽培，亦誠意邀

請他們加入我們校友會的大家庭。透

過參與校友會舉辦的各種康樂活動，

他們能夠在畢業後與舊同學保持聯

繫，分享奇趣見聞，亦可擴大朋友圈

子，師兄師姐亦會樂意分享在升學與

成長中各種寶貴經驗，發揮校友間互

助互愛的精神。 

敬師頌親恩晚宴 文：宣傳簡煒傑 

委員簡煒傑與吳嘉敏於晚會上擔

任司儀，主持遊戲環節。 

倪校長鼓勵各應屆的畢業生要努力學習，

不要辜負大家對他們的關懷及愛護。 

機械工程師校友麥宏發與師弟師妹分享

製造機械人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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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開母校快將三十年了！近期因參

與校友會工作有較多回校機會，這

使我感受到馬

頭涌官小隨着

社會經濟發展

同步成長。 

學校環境不斷

地改善，今天

的電腦室早已

取代多年前的

木工室；現在

校內的創藝室

及資訊科技學習中心等設計特別，

與以前美勞課及其他學科均安排在

普通課室進行有很大分別；近年於

正規運動場舉行的「校運會」，同

學們參與的是跳高、跳遠等田徑項

目，再不是過去在學校操場上「遊

戲日」的擲豆袋和二人三足比賽；

「一生一體藝」計劃亦培訓了一班

在演奏管樂、弦樂、敲擊樂或在歌

唱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學生，並非如

多年前只每週一兩節在音樂室內的

歌唱練習。 

多年來母校

的教學方向

實現了社會

現代化、專

門化、正規

化及全面化

的要求，這

些都是硬件

上的改進；

而在軟件方面，校方除了注重學生

學業成績外，更給機會予同學們參

與各式各類的體藝活動，鼓勵學生

走出校園，參加各項比賽。由參賽

數字及獲獎成績可見校長及各教師

在培育學生上實在花了不少心血。 

近期我從學校舉辦的「才藝電視台」

成立典禮及「才藝音樂晚會」中，

觀察到學生參與項目及人數之多，

足以証明校方給予各同學多方面發

展潛能的機會，例如一年級小女孩

已能大方得體地站在台上擔當司儀

一職可見一斑。這令我作為馬頭涌

官小校友感到一份光榮，亦心想現

在就讀母校的學弟學妹們應多點珍

惜。 

我畢業後也與當年同學一直保持聯

絡，近年大家來往次數雖不及以前，

但仍可每隔三數年便組織一次十多

人敘會，談談工作、家庭近況，交

換與子女相處心得。每次相聚都令

我感到相識於兒時的友情真誠可貴。

這種關係，我深信是大家對母校的

一份深厚感情所致。 

離校多年卻不時回憶一段段與老師

及同學們在母校生活的情境，還記

得畢業時中文老師在紀念冊上寫的

一句「受施慎勿忘」。在此 祝願

各位學弟學妹們學業猛進！ 

致畢業生的信  文：主席羅志堅  

十多位 1976 年畢業同學與邱達禧校長敘會 

訪問教育心理學家 
校友會副主席 張嘉娜  
小記者: 師姐，請問你參加校友會後有什麼感想？ 

張嘉娜: 我已參加了校友會幾次聚會，當中與我

認識的幾位同屆畢業同學  - 校友會主席

羅志堅及外務秘書李小茵，大家早有默

契。其他委員各有所長，相處十分融洽，

做起事來事半功倍。每當校友會舉辦活

動，我們也會帶同小朋友參加，既可與

舊同學聯誼，又可作親子活動，並為校

友會盡一分力，真是一舉數得哩！ 

小記者: 師姐，你對校友會有什麼期望？ 

張嘉娜: 校友會就如我的第三個孩子一般，我希望她

能像小樹苗般茁壯成長；另外，校友會是需

要畢業同學支持的。現在，我誠意邀請各年

代的畢業同學踴躍加入，令會員數目不斷增

加，而各委員亦會致力推廣校友會活動，吸

納不同年代的畢業同學，增強大家對母校的

歸屬感！ 

副主席張嘉娜為教育心理學家，日常工作主要是處

理學生在學習上、情緒上，以及社群適應上的問

題；是一個既要全職工作，又要照顧孩子的媽媽，

生活十分「充實」。2005年曾於南亞海嘯後於港台

節目「家校辦公廳」指導聽眾安撫小朋友的情緒，

更要轉化意外為生命教育。 

張嘉娜副主席與小兒子的合照。除了會務工作，亦樂於

與其他家長交換教子心得，和校友緬懷一下童年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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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齊心服務校友會  
小記者: 師兄，請問你參加校友會後有什麼感想? 

簡煒傑: 參加了校友會後，我感到十分開心。在校友

會的聚會中，我可以與多年不見的老同學和

朋友見面，例如：校友會的另一委員梁日禮

就是與我同屆畢業的同學，校友會可以讓我

們聚舊，訴說一些共同的話題、兒時往事，

真是一件賞心樂事。在校友會的聚會中，我

們更可以認識到不同屆別的師兄師妹，加添

一份親切感。 

小記者: 請問你對校友會有什麼期望? 

簡煒傑: 我希望馬頭涌官立小學的同學在畢業後都踴

躍參加校友會，參與不同的活動，與其他不

同屆別的畢業同學認識，擴闊人際網絡。在

校友會中，師兄師姐可以幫助師弟師妹查詢

一些有關升讀中學，甚至大學的情形，從中

給予意見，令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或能

力選讀適合的學校。 

小記者: 師姐，請問你參加校友會後有什麼感想? 

甘婉華: 三年前，校友會還未成立。在一個偶然的機會

下我加入校友會籌委會，在校友會成立後，我

當選為第一屆校友會委員。加入校友會後，讓

我有機會與一班年輕的師弟師妹一起工作，看

見他們十分落力地籌辦各項活動，亦被他們做

事的魄力和熱誠感染了。故此，當兒子在兩年

前從外地學成歸來時，我便游說他一起加入，

共同為母校服務。 

小記者: 師姐，你與兒子一起當選校友會委員，在校友

會中合作做事，有什麼特別的感覺呢? 

甘婉華: 在校友會中，我與兒子一起合作，令我們的母

子關係更加密切。大家一同為校友會做事，感

覺像朋友一樣，亦使我們感受到不一樣的相處

方式，感覺十分新鮮呢！ 

小記者: 在校友會中，你與母親一起共事，有什麼特

別感覺呢? 

簡煒傑: 我與母親一起共事，令我們母子的關係更加

密切。媽媽是一位開明的母親，她十分尊重

我提出的意見。在處事的過程，媽媽亦看到

我的做事作風，並不時給我意見，令我們的

母子關係加深了不少。由於我們日常的工作

十分忙碌，沒有太多機會一起傾談，校友會

正好給我們提供了多些見面的機會，還讓我

與母親增添了不少共同話題呢! 

簡甘婉華和任工程師的兒子簡煒傑一同擔任馬頭涌校友會委員  

核數甘婉華曾出任第一屆校友會委員擔任

司庫一職，並籌辦成立校友會，亦落力地

籌辦各項活動。今屆再度出任校友會委

員，更游說同是校友的兒子一起加入校友

會，共同為母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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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宣傳簡煒傑曾於英國留學，擁有機

械工程學士及電腦科學碩士學位。現為

一機械工程師，從事機械設備設計。現

主要為校友會擔任聯絡宣傳及會訊編

輯工作，希望利用本身所掌握的IT技

術，製作高質的會訊予廣大校友。 

馬頭涌官立小學校友會會訊 

二○○五年八月第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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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