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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   第五   粉嶺公立學校    舊生會出版 

地址：香港新界粉嶺粉嶺村 651 號   電話： 2670 2297     傳真： 2668 5371     網址： http://www.flpalumni.org 

主席 凌智豪 

 

大家好，我係粉嶺公立學校本屆舊生會主席 凌智豪（2001年畢業）。

回憶過去在粉公的學習經歷依然歷歷，例如第一次學界足球比賽冠軍、第

一次外出交流等等。但讓我感受最深的是學校的「人情味」。在粉公，包

括校長、老師、校工都像是一家人，不分你我，互相關心，以生命影響生

命。這種文化深深影響我的個人發展，成就我現時成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我同時希望將一種精神分享給我的學生，讓更多人感受到粉公的「人情

味」。  

 

踏入 2017，我希望除了能維繫各位校友對母校的

感情之外，更希望能與各位校友一同努力，為粉公的

師弟師妹們提供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和機會，捐款支

持舊生會獎助學金。歡迎各位校友捐款給到舊生會的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

flpalumni/)留意更多母校的消息，同時歡迎各位校友

留言回顧當年事。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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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

彭國泰先生榮

獲荷蘭皇家勳

章 劉燦明老師 

   我校傑出校

友彭國泰先生

於本年度在荷

蘭榮獲荷蘭皇

家勳章。他的授

勳實在是華人之光，粉公之光。 

他跟我們說，他是第一位華

人接受這個勳銜，也是華人在歐

洲國家裏的最高榮譽。 

大家可能會問，他為甚麼能

夠得到這個充滿榮耀的勳銜呢？ 

彭國泰先生能夠得到這個勳

銜，原因是簡單卻崇高---就是因

為他樂於服務社會，為民請命。 

彭先生早年去到荷蘭後，從

事海鮮生意。過程中，他看到社會

上發生很多悲慘事，很多不平

事；於是，一份愛心和正義感，呼

喚他挺身而出，開始了他為民請

命的人生歷程。 

很多時候，彭先生看到社會

上很多老人生活窮困，他便會作

出捐獻，讓這群老人能免費看大

戲和吃飯。目的只有一個，希望讓

這群老人得到關心和快樂。 

2005年，唐人街治安不好，

華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彭先生

有見及此，於是擔起召集人，發動

中台(華人)集會，組織華人到市

政府抗議。當時場面人山人海，會

眾竟達 3000人。然而，在彭先生

的號召下，大家並沒有發生混亂，

和平並有秩序地進行抗議，俗語

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

人。」最後，事情終於得到荷蘭政

府的重視，而華人社會的治安亦

終於得到改善。 

2008年，中國汶川發生大地

震，彭先生的愛心再次彰顯，他站

出來發動籌款，在一天內已籌得

十萬七千多歐元，號召的力量可

謂驚人。最後，彭先生將這筆善款

全數捐給紅十字會。 

人生不如事十常八九，實在

叫人無奈。一次，一位中國藉的六

歲小孩子，竟然患上了未期血癌，

荷蘭醫療部門已表示無能為力，

並表示放棄。事情實在巧合，原來

這個小孩也是姓彭，這件事給彭

先生知道了，一份互助的愛，他決

定要盡力幫助這個小孩子。他介

紹了這個孩子去德國就醫，因為

他知道那裏有機會醫好這個可憐

的小孩子，無奈醫療費卻龐大驚

人，竟要達 30萬歐元。彭先生並

沒有因此而放棄，幸好，他認識荷

蘭一位頂尖級廚師，名叫 Herman，

彭先生借助他的名氣，協助籌辦

募捐行動。透過登報，舉行籌款晚

宴活動，期望能幫助這個小孩。這

個晚宴上，彭先生也不遺餘力，他

贊助整個晚宴的食物，而令人感

到驚喜的是，支持者更大部分是

西方人。最後，整個晚宴共籌得 5

-6萬歐元。這個行動感動了政府，

政府願意承擔餘下的醫療費。現

在，這個小孩子已痊癒了…… 

彭先生能得到這個勳銜，實

在是實至名歸。 

彭先生告訴我們，助人為快

樂之本，幫人是很快樂的。面對不

平等的事要挺身而出，不平則鳴。 

人生總會面對失敗，彭先生

告訴我們他面對失敗的態度，就

是不要怕，只要堅持，不斷嘗試，

最後一定會成功的。 

另一方面，大家可能會猜想

不到，彭先生認為當年自己都是

一個頗頑皮的學生，幸好，因為我

們粉公有一群教導嚴謹的老師，

才能把他教導好。 

看到彭先生文質彬彬的外

型，原來他卻十分喜歡旅行和運

動。彭先生除了有正義感外，原來

他也是一名運動健將，足球、籃

球、田徑等，無所不精，他彪炳的

戰績，當年為我們粉公留下無數

獎盃。 

最後，彭先生給我們粉公學

生一份勉勵：千萬不要做壞事，

要有正義感，認為對的就要去做，

回饋社會。 

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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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兆然主任 

 

今期的老師訪

談，找來了粉公

模範夫妻(羅永忠

副校長及何瑞明主任)接受我們的

訪問。訪問當日正值學校的聖誕

節假期，本人於當日下午到兩位

前輩的家中作客。 

    羅永忠副校長服務學校超過

三十年(1956年-1990 年)。羅副

校長在服務粉公期間，有不少難

忘的往事。訪問當日他分享了兩

件。他在校的其中一項主要工

作，就是學校的訓導工作。一

次，有一位家長想入課室對某老

師進行觀課。而羅副校長就以防

礙學生學習及教師授課為理由而

婉拒了。另一次，是創校校監彭

富華先生在學校舉行葬禮時，因

為所有老師都去了香港靈堂弔

唁。只留下羅副校長一人管理全

校上下校學生的秩序(大約一千

人)。其時有很多社會人士在場，

其中一位在席的警司，對羅副校

長訓導學生的能力、對我們學長

及學姐良好的表現，井然的秩序

更是讚賞有加。 

    而羅副校長在退下教壇後，

退休生活依然精彩。他仍然持續

進修，充實自己。他並於七十歲

高齡完成天主教神學課程，真是

活到老，學到老。 

    何瑞明主任是我校第一屆畢

業生(1958 年)，名副其實的粉公

大師姐！於 1968年回校執起教

鞭，一直任教至退休(2004年)。

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

春風化雨，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學

弟及學妹。而何主任在小學時

代，有一件十分難忘的往事。當

時何家以務農為生。由於她是家

中的次女，所以每天放學後，她

都在家附近放牛。有一次，在粉

嶺圍放牛的時候，何家的牛竟然

誤吃了一位彭氏宗親的農作物。

最後需要前鄭家瑞校長出手調

解，才能完滿解決此事。 

    作為教師，何主任亦有一件

難忘的往事。有一位女學姐，由

於其母親的行徑，令該位女學姐

產生嚴重的負面心理，以致她有

輕生的念頭。而何主任在這事，

有參與當中的輔導工作。最後由

她媽媽將她送往澳洲升學而作

結。 

    何主任在 04 年榮休。在往後

的十年，她繼續回校任教特殊學

生支援班。在這段期間，這位女

同學竟回校找何主任相聚。這件

事讓何主任感到十分欣喜。 

這些年，兩位長輩過著一些

有規律的生活。他們都是虔誠的

天主教徒。每天早上六時起床，

其後便到上水天主教教堂參與彌

撒聖祭。閒時兩位更會做義工和

探訪長者，或與朋友飲茶聚舊。

他們的生活，真是寫意悠閒，樂

也融融。 

總結是次訪談，本人除對學

校的歷史又加深了認識。有幸和

兩位學校的前輩交流，渡過了一

個愉快的下午。對本人，實在是

一次難忘的

經驗。 

  

榮休老師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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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 許真珍 

 

本人許真珍， 是二零零一年

在粉嶺公立學校畢業的舊生， 現於

政府任職會計工作。本人很榮幸能夠

成為舊生會的財務。 

在十二月舊生會舉辦的足球比

賽和燒烤活動中，很高與能見到不少

舊生與家人一起回到母校參與活動。

有些舊生更推著 BB車來到母校與舊

同學和老師聚會，實是難能可貴! 希

望舊生會將來舉辦不同的活動時，也

可以見到更多舊生回母校相聚。 

第三屆舊生會委員介紹 

  副主席  楊卓誠 

 

粉公， 對我來說不只是一個

學習的場所，更是個使人勾起很多

回憶的地方。 

自己在粉公畢業已有十多年，

每次回來參加舊生會的聚會，也見

到熱鬧的景像。舊生們都對往事有

說有笑，對新舊粉公的比較，場球

上的揮汗…… 

秘書委員  葉健忠 

 

各位粉公的師兄姐弟妹們，大

家好！我是應屆舊生會秘書--葉健

忠，很榮幸能夠成為委員之一。我

已畢業十多年，但粉公帶給我的回

憶仍歷歷在目，令人十分懷念。 

現貴為舊生會委員，本人希望

藉由此身分略盡綿力回饋母校！要

維繫舊生間的聯繫並不容易，除我

們主動出擊外，大家的湧躍參與更

為重要。在此誠邀各位舊生多多參

與我們舉辦的活動，一同擕手延續

粉公情！ 

 康樂委員  謝志峰 

 

大家好，我是 2001年的畢業

生，謝志峰。很高興能以舊生的身

份，出任舊生會的康樂委員，為母校

略盡一點綿力。 

  每一次回到小學，都有一種親暱

的歸屬感，大概是因為對這裡有一份

根深柢固的感情。雖然很久不見，但

仍能喊出對方的名字；雖然很久沒

來，卻毫不感到陌生。 

  有朋友問我：「是甚麼讓你對小

學的感情那麼深厚啊？」我想了想，

大概是這裡的人吧，校長、老師、同

學、工友，無論開了多久，學校都是

大家聚首一堂的地方，因為這裡，有

屬於大家的回憶，這裡是：「粉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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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9 年度舊生會執行委員會 

主席暨法團校友校董: 

凌智豪先生 

副主席﹕楊卓誠先生 

秘書﹕葉健忠先生 財務﹕許真珍小姐 康樂﹕謝志峰先生 

第三屆舊生會委員 

校友回校探望老師 

各委員與古然主任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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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的 校 監—彭 未 齊 先 生                    

劉燦明老師 

沉默做事礪大志，低調做人

蘊擔當。 

我們的校監彭未齊先生，就

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樂於為身邊的

人付出，為社會盡力；但不求回

報，不亢不卑，謙遜敦厚。 

大家知道嗎？原來彭校監一

身兼任很多的公職：粉嶺區鄉事

委員會首副主席、新界鄉議局當然

議員、大埔七約鄉公所執行委員、

香港新界北區廠商會名譽副會長、

粉嶺村原居民村代表、北區撲滅罪

行委員會委員、粉嶺公立學校校

監……就是一顆愛人的心，一顆義

不容辭的心，成就大我。 

據知，幾年

前 他 還 獲

民 政 事 務

局頒授「民

政 事 務 局

長 嘉 許 計

劃」社區服

務獎章，他

獲 得 的 榮

耀，實是我校之光。 

我們用「傑出校友」來形容彭

校監，實是當之無愧；因為，他也

是我們的校友啊！ 

彭校監是 70 年代的粉公學

生，當年的班別是分為仁、義、禮、

知、信、愛六班，由於地方關係，

在禮堂裏以屏風分隔不同班別上

課。校監是就讀下午班的「愛」班

的。原來，小學時已為他種下「愛」

的種子。校監很喜歡當年學校的老

師，他告訴我老師很愛護學生，在

他眼中的好老師實在很多；而他

印象較深刻的，分別有蘇惠娟老

師、凌遠揚老師、劉昆玉老師、張

光銳老師等，而當時的校長是周炳

炎先生，副校長是梁榮耀先生。他

們--都為校監留下了一個美好的

小學生活回憶。 

彭校監說他就讀小學時是很

頑皮的，和另外兩位同學，他們分

別是彭天保同學和彭福祥同學，可

謂「百厭三寶」，不是戲弄同學，

就是欠交功課；然而，因為老師對

教學的嚴謹，對學生的愛，卻把校

監教導成為今天一個謙遜敦厚、樂

於助人的人。聽校監說，一位名叫

許麗端的老師，一位充滿愛心的老

師，當學生還沒完成功課，放學後，

還帶學生回到她家中幫助他們完

成功課，而校監也是其中一位學生

呢！ 

立錐莫笑無餘地，萬里江山

筆下生。 

彭校監告訴我，他的成功秘

訣，就是面對任何事，都要勇於承

擔，不要害怕，最重要的，是要樂

於助人，關心社會。 

而彭校監對學校的期望，就

是希望學校的發展蒸蒸日上，老師

間的關係和諧，互相幫助和鼓勵，

校園內充滿一片歡樂聲，外面的人

都很喜歡粉公這所學校……這就

是他美麗的願景。 

最後，彭校監給我們粉公學

生一份勉勵：上課用心學習，聽從

老師的教導，養成良

好的習慣，做一個好

孩子，將來貢獻社

會。 

校監彭未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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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監彭鏘然先生榮休，彭未齊先生榮任聯歡晚會 

舊生會 2016 年度財務報告 

2017-2018 年度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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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會 

校友及舊老師合照 

余校長與舊老師陳適慧合照 主席區智熊與余校長及區校董合照 

自助午餐 

主席區智熊報告會務及來年計劃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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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舊生會 

副主席楊卓誠先生 

第三屆舊生會 

康樂委員謝志峰先

  第三屆舊生會 

秘書委員葉健忠先生 

  第三屆舊生會 

財務委員許真珍小姐 

主席宣佈第三屆舊生會選舉結果 

新舊委員交接會議 

彭未齊校監致送紀念座予第二

屆舊生會委員留念 

余校長及校友劉燦明老師與

校友北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

先生及夫人合照 

彩星舞蹈團演出 

舊生會委員、余校長、校監、校董與家教會正副

主席與合照 

蘇西智先生夫人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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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婷老師自我簡介 

大家好！我是 2000年粉公畢業生，張淑婷。

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修讀統計及電子計算（榮

譽）理學士學位，並於香港中文大學完成學位教師

教育文憑課程，主修數學及副修綜合科學。今年很

高興能回到母校擔任老師，任教數學、常識及電腦

科。 

  還記得今年九月開學的第一天，看見四

周熟悉的校園環境，即讓我回想起小時候的我，

每天小息與同學在操場上跳「橡根繩」、分享零

食、一起溫習的美好回憶，那時候的我每日也在

歡笑中渡過。時光匆匆，眨下眼便過了十多年

了，今天，我很感恩能回到母校，並擔任小一班

主任。要教導小一學生，讓他們盡快適應校園生

活並非一件容易的事，當年粉公老師常常教導我

們待人接物的應有態度，對人要謙虛有禮，尊重

別人等，今天，我就要將當年在粉公所學的優良

傳統精神延續下去，好好教導我的學生、學弟、

學妹。  

 (排名不分先後) 

捐款人 捐款 

蓮姨保姆車跨境接送學童服務公司 $2000 

龍園校服有限公司 $2000 

大江國貨校服有限公司 $2000 

蓬瀛仙館 $2000 

尹國根 $500 

馮佩銘 $500 

鄧迪麗 $500 

馮達源 $500 

余美琪 $500 

黃素娟 $500 

黃淑芳 $500 

周二妹 $200 

何慧卿 $200 

2016-2017 年度舊生會捐款人芳名 

捐款人 捐款 

朱翠儀 $200 

劉慧玲 $200 

潘景雯 $100 

劉秀珍 $100 

古兆然 $100 

吳本雅 $50 

馮卓賢 $20 

黃女士 $3000 

黃天平 $2000 

彭雲龍 $2000 

彭應佳 $4000 

林玉玲、林慧玲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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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9 屆畢業相、畢業禮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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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年足球比賽及燒烤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