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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記得在三年前，李穗波校長滿腔熱誠地邀請我們加入舊生會。這實在令我感到萬分榮

幸，但同時也對如何發展會務感到困惑。 

在上任初期，參考了不少學校的舊生會，有些的確辦得很好。總結他們成功的原因，不外乎是校方的支援

充足和校友的參與。粉公的舊生會算是非常「年輕」，會員數目也不多，要做到有規模，實在不容易。但是，

我當時想﹕粉公是絕不能被比下去的，一定要加倍努力以補不足。 

很快便發現，我們的舊生會是充滿着支持的力量。每次會議，校長、彭副校長、陳主任及一眾老師校友均

落力參與。對很多學校來說，這實在是不容易的。因為，這股動力必然是來自老師對學校的熱愛之情，而不是

靠行政手段所能達到的效果。 

我們的創意實在不多，幾年來的活動都是大同小異。但是，校友們並沒有介意，反而每次都以行動支持我

們。更令人欣慰的是，舊生會得到校友慷慨的捐助，讓我們可以頒贈獎助學金予貧困的學生。雖然他們年紀尚

小，未必能明白箇中意義。不過我們相信，他們慢慢便會明白舊生會的獎學金，不只是為了解決實際的困難，

也是為了鼓勵他們將來在有能力時要幫助他人。 

任期快將屆滿，我們期待來屆的委員將付出更多努力，把舊生會辦得更具規模，把老師和校友的心繫在一

起。 

               舊生會主席    區智熊 

二零一六    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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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話 

第二屆舊生會執行委員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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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舊生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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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謝志峰先生 

職業:文員  

抱負： 

有幸以舊生身份，為母校服務，望能增強舊生間之聯絡。 

2 

3 

4 

5 

許真珍小姐 

楊卓誠先生 

凌智豪先生  

葉健忠先生 

職業:電腦程式員 

抱負： 

對母校有感情，當年師生還有聯繫，希望能當委員增加大
家對母校的一份情意。    

職業:會計 

抱負：希望增強舊生聯繫和感情，多舉辦各種活動。 

 

職業:Officer 

抱負： 

運用自己專業，協助師弟妹擴闊視野。團結校友，積極服務

學校。 

職業:文員 

抱負： 

希望藉舉辦各樣活動，增加校友間之聯繫。 

2016 至 2019 年度第三屆舊生會常務委員選舉候選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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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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母校， 我最懷念的是舒適的校園

環境和親切的老師。本人期望能夠透過幫助舉辦不同的活

動，維繫校友與老師彼此間的感情，並提供母校的最新消息

予校友，建立舊生網絡， 發揚團結互助精神。 

本人凌智豪於 2001年畢業，現於一間教育社企擔任課程策
劃的工作、註冊足球教練、創意思維課程(Design for 
Change)培訓師。在校期間，得到母校給予的機會能參加不
同類型的體育比賽。因為這些機會，提高了我的自信，奠定
我現在從事教育工作的理想。「粉公」是我另一個「家」，
我希望能運用自己的知識，為學校服務。作為粉嶺公立學校
校友校董，我更希望能將校友對母校的意見帶入校董會，為
我們的學弟學妹創造一個更好的「家」。 

各位粉公的師兄姐弟妹們，大家好！我是第三屆舊生會候選人─葉健

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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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將與幾位同屆同班的畢業舊生參選舊生會委員。對於舊

生會，本人認為這是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我們擔當着維繫舊生間聯

繫的要職。故此，如我能當選，必會秉承這重任，透過舉辦各樣活動

來促進舊生間的關係！  

大家好，我是 2001年的畢業生楊卓誠。對大家來說，是二十

出頭的年青人，在職場從事電腦程式員。有幸能當選舊生會

的委員，我不僅高興，更希望能運用自己的專業，為舊生會

建立一個更緊密的聯絡平台。謝謝大家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粉公的舊生謝志峰。不經不覺在母校畢業已經

15年，事過境遷，沒想到當天的小伙子，今天竟然有幸回母

校幫忙，真的很高興，亦非常感謝大家的信任，希望這段時

間能為粉公盡一點綿力，回饋母校。慶幸自己在這個地方成

長，因為在這裏留下的回憶，足夠用一輩子回味。  

候選人簡介資料由候選人提供。（*候選編號按隨機抽籤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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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委員 陳雅茵 

不經不覺三年任期轉眼屆滿，我感到榮幸能夠連續兩屆成為委

員，為粉公服務。 

記得當初由零開始建立舊生會，各委員努力合作，加上老師們的幫助，讓舊生會

成功建立。期間舉辦各樣活動都得到舊生們的大力支持，對我們真的大為鼓舞。 

當初我們成立舊生會除了希望團結舊生，更希望舊生能為粉公出一分力，使舊生

會的會員一年比一年多。希望新一屆委員能夠秉承「團結為粉公」這一理念繼續努

力，讓舊生會的規模變得愈來愈強大。 
 

副主席 廖慧琴小姐 

又一年為舊生會寫感想，今年我是懷着感恩之心執筆的。誠

然，我在過往一年對本會會務付出太少，這也說明主席、各位委員以及老師的勞苦功

高。舊生會成立第二屆，每屆三年，轉眼已經歷了好幾個年頭。 

起初，本會的會章、網頁、臉書、獎助學金等等均由零開始，到今天一切會務漸

上軌道。在此，我深深感激過往一直鼎力支持本會的所有人。無可否認，本會在組

織、會務、未來策劃發展等等，仍有太多進步空間，而我們無非只在這幾年開了個

頭。 舊生會不僅在聯繫舊生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是提升新生、在校生、舊生，甚至

教職員歸屬感不可或缺的一環。來年，我希望有更多的舊生能夠透過舊生會這個平台

為母校盡一分力，更希望有更多舊生能參與發展舊生會的會務。回饋母校，最重要的

並非您有多少過人之處，而是您是否有這一顆心。 

委員感言 

委員感言 

學校新設施、校園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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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收到粉公舊生的喜帖，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婚宴。在粉公

工作了二十個年頭，做了三屆畢業生的班主任。近年，這些「兒

女」已開始接近成家立室之年，回想從前跟他們在粉公校園的生活點滴，再看看婚

宴當晚的照片，除了有些歲月催人的感覺外；卻讓我產生一份莫名的喜悅—一份

「嫁女娶新抱」的喜悅。而這份喜悅，就讓我見證着這群舊生從小孩到成年的歷

程，實在感恩。        

   「人」的結構就是相互支撐，「眾」人的事需要每個人的參與。 

我們舊生會的發展得以成功，實有賴各舊生與學校間的相互支持，有賴各舊生

對學校事務的積極參與。 

舊生會將快換屆，在此，除了感激區智熊主席和各委員在過去三年為「舊生

會」的付出外，亦要感謝新一屆執委對母校的支持，樂意成為「粉公舊生會」這個

大家庭的一份子。期望新一屆舊生會各執委齊心協力，繼續帶領「粉公舊生會」穩

步向前。 

 常聽到一些退休老師說：「粉公有情」，就讓新一屆執委及各位舊生一起努

力，讓這份「情」繼續延綿下去。 

                             粉嶺公立學校 

                      余美賢 校長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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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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辦事處電話： 

1304 8882190 (葉小姐) 

深圳            一條

龍接送學童服務 

開設羅湖、落馬州支線‧福田口岸過關， 

專業保姆護送學童過關‧兼營假期租車服務 

 蓮姨保姆車公司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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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賀 

粉嶺公立學校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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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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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新界上水巡撫街 15 號地下 

電話： 2671 9981，2670 0687 

傳真： 2670 8312，2672 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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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區智熊報告

會務 

司庫李雅庄報告財務 

舊生會委員與校長、校董合照 

粉嶺公立學校 2014-2015 年度第二屆

舊生會周年會員大會暨「盆菜宴」 

新任校友校董凌智豪先

生致辭 

抽獎問答遊戲 頒獎嘉賓 北區區議員蘇西智先生 

主席區智熊與舊老師合照 老師合照 

余校長與家長教師會正副主席合照 

余校長與舊老師合照 舊生會籌款 

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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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與老師合照 
齊齊加入舊生會 

盆菜宴 



12 

 

           

                          鄭家瑞先生        

   五月榴火紅似紅，花謝結實纍滿枝。 

    我國古都西安有一株千年石榴樹，石榴樹下留下了許許多的傳說。粉嶺思德書室側邊的

院子裏，也有一株石榴樹，帶給我的可是一段難忘的記憶。 

    石榴原產伊朗（古稱波斯）。在久遠的古代，波斯和我國已有商貿往來。可能是唐朝時

有波斯商人把石榴的種子帶來我國，就在西安落地生根。因為花紅嬌艷，（也可做藥）果粒

甜蜜，深受當地人喜愛，廣為種植，花開時節，映照天紅，成為西安一景。後來，因戰亂頻

仍，多已毀於戰火。其中一株獨存，至今已成參天大樹，依然枝葉繁茂，欣欣向榮，不能不

說是一種奇蹟。 

    由於當時西安人廣種石榴，喜食石榴，石榴樹下，就有了一些傳說。其中之一是唐明皇

的愛妃 —楊貴妃非常愛食石榴。一向大家知道的是楊貴妃喜食荔枝，所謂「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因此有一種荔枝就叫妃子笑。）想不到她還喜食石榴。傳說，她

不僅喜食石榴，更喜歡穿著石榴紅裙。當時朝中

羣臣因為楊貴妃出身唐明皇第三子壽王府邸，對

她不甚恭敬，唐明皇愛妃心切，下詔羣臣，見到

楊貴妃如見御駕，必須下跪，不跪拜者以欺君論

罪。從此羣臣見到楊貴妃不得不拜。「拜倒石榴

裙下」就這樣留傳至今。 

    思德書室那株石榴，種在廚房對開的一幅坭

地，還有一株大紅花相伴在側。可能沒有施肥，

影響生機。雖然五月時節也有開花，果實卻寥寥

無幾，且多蟲蛀。然而，就在這株毫不起眼的石

榴樹下，發生一樁感人的母愛故事。話說有一年寒假，我無處可去，留在思德書室宿舍過

年。叫校工五嫂買了一隻雞，替牠在石榴樹下弄了一個草窩，暫時養着。這隻雞不知死之將

至，到處亂跑，甚至走出側門去和隔鄰的同類打交道，一同覓食。有一天，五嫂竟然在牠的

窩裏撿到一隻蛋，跟着一連幾天，一天一隻，把五嫂樂得笑不攏嘴，對我說捨不得把牠殺

了。誰料再過幾天，蛋沒有了，牠不見了。到處找尋不見牠的踪影，心想算了吧！半個月以

後，奇蹟發生，大家還沒有起身，聽見院子裏有咯咯的雞叫聲夾雜着小雞吱吱啾啾的聲音，

開了側門一看，大家都看呆了，那隻雞正帶着一群小寶寶在啄著地下的沙粒，神氣得很哩！

真可說是「思德失雞，安知非福」。那知道兩天後牠再度失蹤，連小雞也不見了，是帶着牠

的寶寶們回到牠們的出生地呢？還是全給狐狸叼走了?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世態無常，人事多變。失中有得，得中有失。一切事物，作如是觀可也。 

    註：上半篇西安石榴古樹，取材中央電視「千年古樹」節目。 

          

石榴樹下(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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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在 2015 年 12 月 13 日舉辦第三屆舊生會足球比賽暨燒烤活動，一眾校友踴躍支持，場面非

常熱鬧！ 

承蒙天公造美，足球比賽及燒烤活動在和煦的陽光照耀下順利進行。 

    開賽前，粉公校友們相互握手言歡，樂也融融。當比賽哨聲響起，立馬即戰意升溫， 

足球比賽                

直角假身 

第三屆五人足球校友盃亞軍 

第三屆五人足球校友盃季軍 

第三屆五人足球校友盃冠軍 

勇猛攔截 

各不相讓，以奪冠為目標。比賽過程十分激烈！精湛的球技，猛烈的推進，固若金湯的防守，各隊設

法施展渾身解數來撕破對方防守，爭取唱響最後勝利的號角！ 



14 

 

燒烤活動 

粉公舊生會 12 月 13 日於新翼前空地舉辦自助燒烤活動，讓各屆

校友共聚一堂，增進情誼。當日有 90 多位校友及教職員參加，大

家歡渡了一個愉快的下午，重溫昔日的粉公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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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杞森校董 

 

    自 2010年 9月 1日我從粉嶺公立學校前線退休下來，不覺已五年多。對於退休生活

的取向，因應各人的事物觀、價值觀、人生觀而有所不同，大家會選擇自己喜愛的生活

方式渡過，而我有感過去忙於投身工作，對家庭及家人缺少照顧和關

愛，加以個性豁達，淡泊人生，認為生活簡單就迷人，人心簡單就幸

福，故選擇退休後盡量多抽時間與家人相聚，過其簡樸隱退的生活。 

    韶華瞬逝，退休以來，我感到自己是個幸福的人，我不但很快適應

退休的生活，又能在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環境下去做自己喜愛的事。

平日在家修剪花木，以怡性情，或到戶外跑跑，舒展筋骨，間或與昔日

隊友、同事、校友到球場踢踢足球，靈活身手，尚幸未有明顯退化，身

體健康還算不錯。退休期間，難得可與家人到歐美旅遊，觀賞各地名勝

風光，認識各地的風土文化，更有機會處身北美，經歷四季分明的天氣

及不同的景色。 

    退休生活的時間和空間雖較多，然因我能接受不同

的環境及事物，且能適當安排，生活也算寫意充實。

蘇惠娟主任 

    上一次與蘇惠娟主任(下稱蘇生)見面，已經是 15年 6月底的事。

那時她準備回加拿大，所以在她臨走前與她一聚。 

    今次與蘇生回港再聚，一來是帶我的新婚太太與她見一面。二來是

想為她做一個舊生會的專訪。我們的訪問是在一頓晚飯期間進行。在席

的還有我太太與區杞森校董，用膳時大家談笑風生，閒話家常。蘇生很

享受現在的退休生活，二月時還會與劉慧玲主任到內地旅遊呢！ 

    說到粉公的趣事，可說是信拈來皆是。例如有一次，她帶着一群粉公的學長及學

姊飲茶，酒樓部長誇讚蘇生厲害，竟有這麼多兒女！又有一次，有一位學長要求自己

的媽媽做三明治給他吃，而這款三明治是蘇生曾經做過給他吃的。事源是每年到田徑

訓練的日子，因為田徑訓練是在上午進行的，所以蘇生都會在練習完畢後，帶一些下

午班的同學到她自己家中溫習功課和吃午飯。而這位學長應該在這時，吃過這款三明

治的。相信說到這裏，應該有很多下午校田徑隊的學長及學姊，都會非常懷念這段美

好的日子。 

    蘇生閒時都會回校參與舊生會的活動，有興趣與她見面的學長及學姊，緊記要踴

躍參與呢！ 

榮休校長 

榮休老師 

採訪者：古兆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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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會捐款芳名 

2016-2017 年度第三屆舊生會 

會務計劃 

年度︰ 1/5/2016 至 30/4/2017 

項目 舉辦日期 

舊校服、舊書回收 
及領取 

6 / 2016 

舊生會獎助學金 12 / 2016 

足球比賽及燒烤活動 12 / 2016 

出版舊生會會訊 3 / 2017 

周年大會 3-4 月 / 2017 

舊生會 2015-2016 年度財務報告 

2016-2017 年度活動預告 

收入($) 總計($) 

上期總結餘 65328.57  

是次盈餘 7798.72  

總結餘 73127.29  

註﹕校董會借予舊生會$15000 開戶口之用 

20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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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未齊 $500 彭國良 $500 

彭鏘然 $2000 彭振聲 $500 

彭鏡清 $1000 彭國權 $1500 

李國鳳 $1000 姚玉蓮 $5000 

無名氏 $3000 彭土祥 $2000 

彭慶培 $500 彭應佳 $2000 

黃女士 $3000 黃天平 $1000 

劉崑玉 $500 鄧迪麗 $500 

彭雲龍 $4000 林子厚 $1000 

何世昌 $500 彭貴枝 $1000 

尹國根 $500 馮佩銘 $500 

蘇西智 $1000 無名氏 $500 

舊生會 2015-2016 年度財務報告 
01-01-2015 至 31-12-2015 

項目 收入($) 支出($) 

舊生會獎助學金   9000 

廣告收入 12000   

會訊印刷   3500 

義賣紀念品 325   

卡拉 OK獻唱 8950   

盆菜報名費 11050   

13 圍盆菜費用、盆菜宴飲品   17553.3 

周年大會橫額   98 

大江國貨校服(運動服)   1477 

校訊印刷資助   2000 

舊生會網頁續期三年費用   1173 

郵寄結單費用   20 

入會費 1900   

文件夾、會印   213 

白信封、印刷紙張   568 

郵票(郵寄會員通訊)   935.6 

燒烤報名 4480   

足球比賽報名 300   

足球比賽獎盃及獎牌   600 

足球比賽球證費   400 

燒烤食物、燒烤雜項   6168.7 

捐款 12500   

利息(1/2015-12/2015) 0.32   

收入合計 51505.32   

支出合計   437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