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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凌智豪 

     

    感謝各位校友對舊生會的支持，我們的任期不

經不覺已經三年。這三年我們有幸遇見不同的舊生

和老師，最開心的時刻當然是細說當年粉公事。今

年，我們開始成立舊生聯絡小組，希望可以招集不同時期畢業的舊生成為聯絡人，協助我們更

有效地聯絡舊生，尋找更多舊生加入舊生會。如果你都想成為粉公舊生聯絡人，可以在我們的

Facebook Inbox留言給我們，我們會盡快處理。 

 

    最後，要特別感謝余校長、陳主任及其他各老師委員和校工的全力協助，才能讓舊生會所

有活動順利舉行，在此我表示衷心感謝！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粉公舊生會，讓更多的校友再

次回到母校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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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會、自助午餐 

粉嶺公立學校 2017-2018 年度第三屆舊生會周年會員大會暨「自助午餐」已於 25-3-208

（星期日）舉行並圓滿結束。活動中先由凌智豪主席報告舊生會事項，並有午膳聚餐、文

娛活動、卡啦 OK點唱等活動，大家於學校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凌智豪主席報告會務及財務 

自助午餐 

前校長鄭家瑞先生、余校長及一眾老師齊唱校歌 

老師們與凌智豪主席獻唱 

校友及老師合照 

前校長鄭家瑞先生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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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足球比賽 

本年五人足球比賽順利進行，各支隊伍爭奪最佳成績。冠軍彭宇傑隊 、亞軍

何俊賢隊 、季軍粉公男子足球隊。現役粉公男足都表現出色，對陣各師兄師姐們

都毫不退縮，勇氣可加！來年期望有更多舊生參與賽事！ 

 校友與老師合照留念 校友們觀看歷屆畢業相片 

本年度粉公男足在場外準備  

本年度季軍粉公男足 本年度亞軍何俊賢隊 

本年度冠軍彭宇傑隊 

四隊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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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燒烤活動 

粉公舊生會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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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接近 80位校友及教職員參加，大家歡度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重温昔日的粉公情懷。 

現役粉公男足 參賽隊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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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兆然主任      

     好！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校友

訪問環節。今次要訪問的校友是

袁澧林的同班同學，人稱「港版

戴志偉」的袁振昇。他

2004 － 05畢業，往後就讀香港赫

赫有名的拔萃男書院。兩年後，

再到英國繼續其學業，進而於

Kingston University London 完

成學士學位課程(主修商業)。 

他學成成歸來後於銀行工

作，工餘時會踢一踢業餘波。就

在這年間，他奪得該屆香港甲組

足球聯賽神射手。更為球隊奪得

兩屆香港初級組足總盃冠軍。這

令他再次燃起，他放下已久的足

球夢。經過深思熟慮後，昇仔就

投身職業足球行列。這兩年南征

北討，更披上香港隊戰衣，參與

省港盃賽事呢！ 

     

 

 

 

 

 

    在母校就讀期間，袁振昇(下

簡稱昇仔)最喜愛的科目當然就是

體育科。這當然因為有他最喜歡

的老師任教所致呢！兩位分別是

莫雨平老師及李穗波校長。昇仔

日常的校園生活如下：當時仍然

是行上下午班制，昇仔會於上課

完畢後，會與莫 SIR 或李穗波校

長(當時仍是老師)食午飯。然後

在莫 SIR的教導下完成當日的家

課(太約下午 3時)，接着就跟李

校長踢足球，直到 5時半下午校

放學便休息一會。十分鐘後再

踢。每天都踢至太陽下山為止。

每日如是。期間除了足球隊外，

他還有參與籃球、手球、田徑、

乒乓球及小型網球等校隊。真是

樣樣皆能。而且除了我和李校長

外，還有區校董(區紀森校長)、

石浩傑老師、姚自然老師、彭健

江老師、鍾嘉文老師及吳樹東老

師等一同參與。每當想起這段逝

去的日子，我想除了昇仔外，當

時每位足球隊隊員，現在應該都

是非常懷念的。 

    昇仔在校

的難忘事非常

多，只能簡述

數件。他四年

級代表學校參與學界籃球賽，當

時與北區某友校進行四強賽事。

我方戰情稍佔上風，因對方的主

要球員發揮頗佳。突然我心生一

計，派出一位五年級球員一對一

專責防守他。作出這個調動後，

結果這個球員完全視人釘人如無

物，把我氣得火上心頭。看見形

勢不對勁，我立刻作出回應，改

派昇仔上場執行之前的戰術。於

是他便滿心歡喜地上場。在這場

對決中，昇仔全程臉帶笑容，令

這位友校主力完全「喐不得其

正」。最後更迫使對方教練要求

換人。他只能沮喪地坐在後備席

上。而這場比賽就這樣提早結束

了。又有一次，在昇仔六年級，

我校參加了一個某乳製品品牌主

辦的足球比賽。在其中的一場比

賽時，由於當日我們還參加了另

一個手球比賽，所以我就帶着沒

有手球比賽的同學

留在足球場地（英

華書院），而李校

長同學往返兩個不

同的比賽場地。在

進行了多場的足球及手球賽後，

男隊員明顯體力下降。在最後一

場足球比賽，我校隊員只能剛好

在比賽前到達場地。在比賽初段

我們已領先一球，之後賽程便進

入膠著狀態。而就在比賽末段，

我校被追成平手。這時我指示昇

仔一開球便射門，當時發生了一

件令人完全摸不著頭腦的事。在

我指示昇仔一開球便射門時，對

方老師竟然叫守門員不要接下昇

仔的射門。結果球証當然就判入

球有效，對方老師就大發雷霆，

說球例不是這樣的。而我們糊裹

糊塗地就勝了這場比賽。在離開

時，場面真是非常有趣！ 

    最後，袁振昇在這特意向一

眾學弟學妹送上一份勸勉。一分

耕耘未必有一分收穫，所以要努

力將每件事做到最好！令自己不

會後悔。第二是對學業只需要有

盡力便可的心態，因為出來社會

做是看工作能力，而不是看成績

的。希望大

家受用。 

校友袁振昇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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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 

 

 

              

劉：劉燦明主任    彭：彭未齊校監 

獲獎的感受 

劉：彭校監，恭喜你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請你談談獲獎的

感受？ 

彭：深感榮幸和高興。多年來，用心為市民服務，勇於擔任社區不同公職，

如新界鄉議局當然議員、周王二院有限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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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區

議會地區小型工程及環境改善委員會增選委員、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委

員及粉嶺公立學校校監。最希望能從不同渠道幫助市民。而感到榮幸和

高興的是，獲得香港政府、鄉議局、滅罪委員會及區議會對本人的認同。 

 

成功的心得 

劉：你有什麼成功的心得？ 

彭：用心服務，親力親為。 

你只要用心服務市民，大家是有目共賭的。市民有生活

上是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問題，實在需要尋求支援和協

助，因此，有能力和有心的付出，助人的快樂回報，已

掩蓋了辛勞的付出。 

 

未來計劃 

劉：你未來還會有什麼計劃？ 

彭：繼續為競選新一屆村代表和鄉事委員會副主席而努力，繼續為市民服務。 

 

對莘莘學子的話 

劉：彭校監這麼成功，請你送給我們的學生一份鼓勵的話。 

彭：勤奮好學、尊師重道、孝順父母。 

 

 

 

 

校監彭未齊先生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 

劉燦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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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會幹事選舉候選人資料  

粉嶺公立學校 

2019 至 2022 年度第四屆舊生會常務委員選舉候選人簡介資料 

候選人介紹（包括姓名、抱負及候選編號*） 

全部資料由候選人提供，本會不作任何修改。（*候選編號按隨機抽籤排序） 

○1   葉健忠先生 

• 職業：文員 

• 抱負： 

望能繼續以舊生委員的身分為母校盡

綿力，鞏固及促進校友間的聯系！      

○2   謝志峰先生 

● 職業：文員  

● 抱負： 

如果粉公是一個充滿回憶的地方，那

麼舊生會便是通往回憶的橋樑，加入

舊生會，讓美好的回憶歷久常新吧！ 

○3   楊卓誠先生 

● 職業：電腦程式員 

● 抱負： 

望能繼續擔當舊生會委員，讓各位舊

生與母校的聯繫能夠維持。 

○4   許真珍小姐 

● 職業：會計 

● 抱負： 

希望以舉辦各種活動，促進各校友和

老師的交流，亦希望以自己的所長，

盡一分力，幫助學校發展。 

○5   凌智豪先生 

● 職業：教育總監 

● 抱負： 

粉公是一所擁有濃厚人情味的學校，我希望可以為母

校盡點綿力，以舊生會委員的身份繼續聯系各校友，

讓更多的校友可以回母校再次感受當年的師生情懷。 

     



8 

 

 第 61 屆畢業相、畢業禮及聚餐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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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後) 

捐款人 捐款 

光明書局 $2000 

大江國貨校服有限公司 $2000 

蓬瀛仙館 $2000 

彭應佳 $2000 

尹國根 $2000 

黃女士 $3000 

林玉玲、林慧玲 $1000 

黃天平 $1000 

蘇西智 $1000 

徐兆強 $1000 

彭未齊 $1000 

彭日懷 $1000 

2017-2018 年度舊生會捐款人芳名 

捐款人 捐款 

馮佩銘 $1000 

鄧迪麗 $1000 

粉嶺士多 $700 

許娟娟 $500 

彭合芬 $500 

彭創業 $500 

何笑萍 $500 

馮達源 $500 

盧橋穩 $500 

彭小瓊 $500 

丘潔雯 $500 

  

舊生會 2018 年度財務報告 2019-2020 年度第四屆舊生會會務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