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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舊生會慢慢成長起來。雖然在活動及通訊上皆有不足之處，幸得各校友的包涵與支持，使

舊生會得以進深改善。 

    本年度，我們舉辦了遊覽屏山文物徑活動、足球比賽、燒烤大會及的盆菜宴。自舊生會成立以來，盆菜

宴已成為校友熱烈參與的活動。大家在學校裏懷愐著昔日的愉快時光，在義唱的歌聲下歡聚暢談。 

    另外，自上年度設立了網頁及 FACEBOOK 專頁，今年把舊生會的刊物製成電子書，讓未能出席活動的

校友也可以緊貼著母校及舊生會的最新發展。承蒙鄭家瑞校長的慷慨支持，記錄著粉公幾十年歷史的「粉

公情思」，也上載到舊生會網頁，加深了後輩對母校的認識。 

    本年度，舊生會也首次招募義工，現已有數名剛畢業的校友加入。希望未來有更多校友成為義工，使活

動的發展能更臻完美。 

    於去年年尾，我們首次寄出了舊生會的捐款表格。在一眾舊生熱烈的捐助下，舊生會得以增加「舊生會

獎助學金」受助者的名額。校友的熱心，定能鼓舞生活貧困的學生更發奮學習，將來回饋母校、貢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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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主席暨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 區智熊先生 副主席﹕廖慧琴小姐 

文書﹕陳雅茵小姐 財務﹕李雅庄小姐 康樂﹕陳家敏小姐 

第三屆舊生會執行委員會 

第三屆舊生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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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區智熊報告會務 

粉嶺公立學校 2013-2014 年度第二屆舊生會周年會員大會暨「盆菜宴」  已於 30-3-2014（星期日）舉

行並圓滿結束。 

大抽獎 

委員與李穗波前校長合照 

司庫李雅庄報告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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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會委員會投

票後，選出冠軍

為 5A 班學生馮卓

賢、亞軍為 4B 羅

子謙、季軍為 6B

吳詠琳，已頒發

奬杯，以資鼓

勵。冠軍作品已

(16-11-2014)遊覽屏

學校新翼擴建三個新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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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是粉嶺公立學校舊生會一年一度的足球比

賽。 

 

  比賽開始了，兩方球隊各不相讓，你一球，我一球，只見一方被打了個

措手不及，還沒反應過來，球便被敵方飛身奪走，直闖禁區。有時候，以為

穩操勝券，可偏偏“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來一個“貼地鏟球”將球奪走，

朝敵方禁區射門，結果竟然進了。世事往往難料！未到最後一刻，真是難分

勝負。過程中，球員大聲吶喊，士氣高昂，大家都燃起了熊熊的戰意。  

 

  第二局、第三局相繼開始了，一方開始發動強攻，他們一個默契，便開

始了華麗的表演。只聽見：「把球傳給我！快！」球員望着飛來的足球，看

了看飛奔而來的敵人，下意識地用頭將球一頂，球筆直地向前飛去……足球

傳來傳去，這樣周而復始，快接近球門了，5 米，4 米，3 米，球員找緊機會，

一個凌空飛射，致命一擊，給這場激烈的足球賽畫上了休止符號。球員一個

個臉上都泛着紅光，意猶未盡，恨不得再戰上三百個回合……  

2015-2016 年度第二屆舊生會會務計劃年度︰ 1/5/2015 至 30/4/2016 

項目 舉辦日期 

舊校服、舊書回收及領取 6 ／ 2015 

舊生會獎助學金 12 ／ 2015 

足球比賽及燒烤活動 12 ／ 2015 

舊生會會訊 3 ／ 2016 

周年大會、盆菜宴/外出自助餐 3-4 月／ 2016 

冠軍 

亞軍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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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絡電話﹕ 

9664 7518(蓮姨) 

 

5622 7906(芬姨) 

 

凡報名或查詢，家長可直接聯絡深圳    

主管﹕ 

羅湖區主管﹕1304 8882189(笑姨) 

福田區主管﹕1304 8882309(萍姨) 

深圳                香

港 

一條龍接送學童服務 

開設羅湖、落馬州支線‧福田口岸過關， 

 蓮姨保姆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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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為粉公舊生會撰寫「校長的話」，實在有點難以下筆。因為，舊生與粉公的深情，實

難以三言兩語道出。翻開學校 75 周年的校慶特刊，彷彿把我帶進時光隧道，回到昔日的粉公，

感受昔日的情懷。看到舊生們對粉公情懷的細膩描寫，讓本人深深感受到他們對學校是如斯愛

護。 

    人心齊，泰山移。 

    回想起四年前舊生會成立之初，大家眾志成城，只希望能合力將舊生會事務發展得有聲有

色。今天，舊生會的發展已見規模，實有賴每一位舊生會成員的付出。為了加強舊生與學校彼

此間的聯繫，舊生會舉辦了多元化的活動計劃。早前，本人便一同參與了舊生會舉辦的足球比

賽，看到舊生對活動參與的積極投入，看到舊生原來是自己昔日教過的學生，現已學有所成，

實在感到欣喜萬分。其後，更與一群舊生圍爐燒烤，細

說當年，談過天花亂墜。 

    世事如棋，難得的是，他們仍然心繫粉公。頃刻，讓

我深深感受到---「粉公有情」。  

    踏入 2014/15 年度，感激「舊生會」委員的付出，特

別是區智熊主席，他一絲不苟的處事態度及樂於助人的

崇高品格，實在為本校學生樹立了良好的榜樣；而各委

員他們那份無私的的奉獻，亦讓本人深深體會到他們對

校長的話 

        蘇慧娟 主任 

   

 

      我自小在「粉公」這個大家庭長大，由我入讀母校一年級開始，直至畢業。期間只有

中學階段離開母校。師範學院畢業後，立即回到母校執教四十多年，直至退休。 

      在「粉公」期間，無論是讀書，還是工作，都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穫。讀書時代，老

師好像我的父母，愛護我、教導我，使我得以健康成長。當我回到母校工作，我秉承師

訓，亦以同樣方法去教導我的師弟、師妹。同事間從沒有爭風呷醋和猜疑，只有互相扶

持、合作、共同進退，做到最好。所以，我覺得我的同事，好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樣。 

      我在學校除了教學之外，還要負責訓導、園藝、體育等多項工作。訓導方面，雖然工作較為辛苦，不但要

誘導學生向善，不時還要顧及家長的感受。記得有一次，有一位家長來見我，她把門匙及幼子相片交給我，

叫我交給她的長子，要他永遠記住他們…… 那刻，我立刻斥責她的不是，幸好不致發生不幸的意外。 

     體育及園藝方面，我校獲獎無數，這都是各同事的合作及各同學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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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賀 

粉嶺公立學校第三屆舊生會周年會員大會 

 
 

群季俊秀 

皆為惠連 

We Sell Uniforms Also Sell Quality an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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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退休會計師 

成長背景： 

    小時候，一家人的生活主要是靠媽媽經營的小本生意維持，家境並不富裕，資源缺乏的情況可說是「家常便飯」。

正因為自己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及後來接觸了聖經，對長大後的我而言，有着很深遠的影響，總希望能給予貧

苦的家庭一點支持，一點關愛。 

難忘回憶： 

    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粉公有一個小農場，種植了不少農作物，例如玉米。每位同學都需要負責施肥的工

作，而當時的肥料，便是十分新鮮的「米田共」了。此外，還有一些關於個別老師的難忘回憶。例如被馬任仁

老師的嚴厲教導，被音樂科老師張老師說自己不懂唱歌，以及與中文科老師羅老師一起踢足球的快樂回憶，至

今仍然歷歷在目。 

懷念老師： 

    馬任仁老師、音樂科老師張老師、中文科老師羅老師 

風和日麗的下午，50 年代曾於粉嶺公立學校任

教的鄭家瑞校長，接受了訪問，細說思德書室的點

點滴滴。 

鄭校長指一指身後的思德書室說「當時的校名，名

叫粉嶺初級小學。」 

思德書室原本是彭姓族人的祖祠，其取名的意

義，一方面有紀念先人，另一方面則為莘莘學子。

當時的課室設備簡陋，規模雖小，但卻是一間完全

小學。由一至六年級共開設六班。但因只有四間課室，唯有採用複式教學，即是於同一課室裏，有兩班同學一

起上課，教師在上半節給其中一班授課，另一班則溫習或做作業，下半節時間調換。可見當時的教師是多麼的

傷腦筋呢﹗但這是當年村校的普遍現象，甚至有些學校僅有兩間課室，真是匪夷所思。 

大概 1945 年，當時的鄉村師範附屬小學由元朗搬來，卻沒有校址。鄉村師範代表向村長彭富華先生了解，

得知南邊村已經有學校，而學生只有約百多人，也因人手問題，不能再多開一間學校。最後協議是商借粉嶺北

邊村彭姓祖祠，並由粉嶺學校撥出五、六年級學生到那邊上課。於是，粉嶺學校只剩下一至四年級學生，易名

為「粉嶺初級小學」，而北邊村的則稱為「粉嶺高級小學」。 

「學生年齡頗大，有些甚至是 13、14 歲還讀 1 年級，比正常入學年齡較大，其中一個，更是 18 歲才入讀 1

年級。」雖然當時學生的差異很大，但鄭校長說起來還是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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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 

粉嶺公立學校 

第三屆舊生會周年會員大會  

 

大 江 國 貨 校 服 公 司 

 
銷售 

北區校服、各類制服 

國產成藥、皮鞋、波鞋 

及各國名牌服裝 

運動衫褲、全綿內衣 

男女羊毛外套、羊毛內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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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公立學校 

舊生會 2014 年度收支表 

項目 收入($) 支出
($) 

本會網頁費用   820 

獎助學金現金   9000 

郵票、手挽箱   335.3 

廣告捐款 8000   

燒烤爐 10個   3200 

入會費 2300   

盆菜報名費  7020   

其他收入 1302   

捐款  21360   

盆菜宴義唱 2640   

義賣紀念品、曬相服

務 

620   

印刷會訊   5220 

大盆菜 14個   13300 

舞蹈組收入(代收款項) 13200   

會徽設計比賽 

(金銀銅盃) 

    

333.8 

銀行交易費用   108.5 

舊生會義工茶敍   130.4 

會員通訊郵票支出   572 

燒烤報名費 4000   

足球比賽報名費 400   

足球比賽獎盃、獎牌   619.5 

舞蹈組提取存款 

及資助 

  14490 

銀行交易費用   130 

足球比賽活動   1278 

燒烤活動   6026.8 

足球比賽退票   50 

利息 1-12/2014 0.24   

收入合計 60842.24   

支出合計   55614.3 

收入($) 總計($) 

上期總結餘 60100.63 

是次盈餘 5227.94 

總結餘 65328.57 

註﹕ 

校董會借予舊生會$15000開戶口之用  

舊生齊齊於禮堂合照 

舊生與區杞森校董及何瑞明主任

合照 

2014-2015 年度舊生會捐款人芳名(排名不分先後) 

捐款人 捐款 捐款人 捐款 捐款人 捐款 

彭未齊 $500 彭慶培 $500 彭應佳 $2000 

彭鏘然 $2000 彭國良 $500 彭雲龍 $2000 

彭鏡清 $500 彭振聲 $500 何世昌 $500 

李國鳳 $1000 彭國權 $500 尹國根 $500 

無名氏 $3000 蓮姨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