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發康主席  

劉發康校友為第四屆

校友會執行委員會主

席，他從校友會臨時

委員會成立之初已經

一直服務本會，對母

校一直非常支持，且

服務校友會的經驗也

非常豐富。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校友會 

各位親愛的校友： 

大家好，很榮幸成為今屆校友會主席。 

九龍塘學校這個校園，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充滿回憶及感情的地

方，即使有部份環境，已跟當年不一樣，例如當年的大沙地操

場，小食部的位置等，每當我再次踏入校園，我也感觸良多，腦

海裏總浮現着，當年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與老師同學們相處的

種種趣事，在課室操場的種種情境。更重要的是，我在這裏認識

了一班好同學，雖然已畢業多年，現各有自己的家庭，各為自己

的事業而拚搏，但多年來仍然保持聯絡，互相關心及支持。正因

如此，本人早於校友會籌備委員會成立之時，已毫不猶豫決定參

加，希望可以為母校盡一分力。 

校友會成立至今，轉眼間已經踏入第四屆。校友會當初成立的目

的，是希望為校友們建立一個與母校溝通的途徑，為畢業已久，

但與當年的同學及老師失去聯絡的校友，製造一個相遇及重聚的

機會。同時，我們亦希望凝聚校友的力量，回饋母校。我希望藉

此機會，代表各位委員感謝校方一直對校友會的支持，讓本會每

次舉辦的活動都能順利完成。 

另一方面，社會發展一日千里，母校許多畢業同學已成為社會賢

能，因此我亦盼望各位校友，除了踴躍參加本會活動外，更可利

用自己的知識及專長，幫助母校發展，造福學弟學妹，最終讓本

校畢業生能夠貢獻社會！此外，如校友仍保存學校舊物如手冊、

襟章、練習簿、校服、剪報、照片...又樂意向母校借贈者，亦歡

迎聯絡本會。 

主席的話 

劉發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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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 – 凌浩雲 榮譽勳章 

凌浩雲先生是母校第45屆的畢業

生，大學畢業於美國芝加哥伊利諾

大學理工學院；其後於香港中文大

學修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完成

歐洲企管學院社會企業課程。 

凌 校 友 於2006年 開 展 其 社 企 之

路 ， 先 後 開 辦 社 企 素 食 餐 廳

Harvester, Happy Veggies, Ateen, 

Goodnuts, Happy Ours 及 Bijas。

每個品牌都因應不同的弱勢社群的

特質而設計，發揮他們的強勢。致

今每間社企餐廳均取得良好的成

績，幫助不同的弱勢社群在社會中

發揮所長。 

除了開辦社企素食餐廳外，凌校友

也積極參與公共及社會服務，尤其

在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方面；在過

去12年內，協助不同的非牟利機構

開辦二十多間社會企業，包括專為

視障人士而設的網頁工作，聽障人

士的設計工作，肢體障礙的演講工

作及為長者而設的有聲書等。 

他亦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

局社會企業咨詢委員會成員(2009 

- 2015)，平和基金委員 (2014 - 現

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委員 (2015 – 

現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工作

局殘疾人士就業發展資助計劃顧

問…等多個社會公職。 

問到凌校友如何分配生意，社企及

家庭的時間，他的回應是：「社企

的企不止是企業的企，也是屋企的

企，當你發現社企的社會觀察能增

進家庭的關注，這觀察也可增加生

意的創意思維，由始至終社會就在

身旁，只要用心觀察，上述的三方

面是互相扶持的，當然家庭的理解

及溝通是不可或缺的。」 

凌校友對社會企業的寄語是「教

育」二字，社會企業就是希望社福

界及商界多些合作，多些包容，多

些關懷，這教育是無止境的，也是

凌校友經常感恩母校教育之恩的原

因，他經常返回小學，中學及大學

分享社企經驗，因為每位學生就是

未來的領袖，社企的種子如能在學

校培育，長大後必可在各行各業開

花結果，這樣社企二字便融合在各

界別中，社企的定義也不再須要強

調，因已成為一種生活的智慧及精

神。 

筆者謹代表校友會恭祝凌校友在

2017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

勳章，表揚他在社會企業的工作，

祝各位校友身體健康，社會及家庭

一起進步。 

 

人物專訪  

凌清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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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往年一樣，校友會亦再次派代表參與今年母校舉行之運動會，並分別加入不同隊伍，進行壓軸的師生接力賽。除了發揚

體育精神，投入母校團隊外，今年亦如去年般獲得了理想成績，並從楊校長手上獲頒獎牌。 

希望來年能得到更多校友參與！ 

過往活動：運動會接力賽 

事項：運動會「師生接力邀請賽2017 」 

日期：2017年3月1日(星期三) 

地點：深水埗運動場  

韓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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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師宴 (出席校友之感想) 
劉發康 

 

繼早前獲母校邀請，出席今屆的畢業典禮，相隔不久，收到謝師宴籌委會主

席的來電，獲邀請出席今年的謝師宴，真的感到十分榮幸。 

在我畢業的年代，並沒有謝師宴這個活動，想不到在畢業多年後，有機會參加。 

當我收到邀請函的時候，見到舉辦的地點，是一所酒店的宴會廳，我當時在想，現在小學的謝師宴，原來是相當隆重。 

謝師宴當日，當我踏入會場的時候，見到多位家長，正忙於安排學弟學妹們彩排，為當日的節目準備，見到他們每一位的

心情也相當緊張。當校長、副校長及各位老師步入會場後，宴會亦正式開始。 

見到學弟學妹們透過表演，以及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他們感謝母校及老師多年來的栽培，六年的小學生活，並不是一

個短的日子，相信當中亦勾起他們不少的回憶。 

在宴會裏，播放着一段段畢業同學在校園的片段，當大家見到自己在畫面裏出現時，都傳來一陣陣笑聲。到最後一個環

節，畢業班的所有學弟學妹，組成一個個圓圈，圍著校長、副校長、老師及嘉賓，唱著歌，但唱到歌的中段，畢業生已經

開始流淚，我想因為畢業同學們知道，當這首歌結束的時候，亦代表畢業同學們正式結束六年的小學生活，要離開這間充

滿回憶的小學。在這裏，我祝福畢業同學們在人生另一個階段，繼續發光發亮。 

事項：第75屆謝師宴 

日期：2017年7月6日(星期四) 

地點：九龍帝京酒店宴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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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校友會執行委員會成立 

 事項：第四屆校友會執行委員會選舉 

 日期：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 

 地點：母校禮堂 

  

換屆是一件多麼令校友們振奮的事。原因為何?  

縱然校友們已畢業多年，仍未忘昔日在母校生活時的點滴及對母校的一點情懷，而我們由校方

的帶領下，從沒有到有的校友會，直到現今已經是第四屆了。本屆校友會執行委員會亦已於

2017年3月25日順利進行選舉，選出了 9 位執行委員及 3 位後補委員。 

第四屆校友會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 

 

 

 

 

 

 

當天不少校友親臨母校出席選舉及參與投

票。而楊校長當天更祈望校友會的會務不

斷進步，並能造福各位學弟學妹。 

另一方面，各委員在不同的工作領域範圍發

展，以至校友會能夠不斷學習，精益求精，

令校友會更能發光發亮。 

姓名 職責  姓名 職責  姓名 職責  

劉發康 主席 
 談思齊 

馮苑珊 

文書 
 凌清雲 

鄭漢雄 

張鳳玲 

聯絡 
 

江永豪 副主席 
 許志豪 

黃令儀 

康樂 
 韓湘楚 

吳嘉敏 

總務 
 

趙珮怡 司庫 
       

馮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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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很榮幸得到母校邀請出席第七十五屆畢業

及頒獎典禮，欣賞學弟學妹別出心裁的演出、見

證他們成長，踏入人生另一里程碑，也更感到母

校各敎職員努力的成果。我們為母校驕傲！ 

畢業禮 

事項：第75屆畢業典禮  

日期：2017年6月27日(星期二)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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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校長在畢業禮開始時致辭 

校友會各委員齊來到賀各位畢業生 本會主席劉發康校友獲邀 

為畢業生頒發獎項 

主禮嘉賓凌浩雲校友為畢業生訓勉 

畢業生在尾聲總匯獻唱友誼萬歲及畢業歌 每年畢業禮,管弦樂團都是重點表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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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於七月份收到一位海外校友捐贈一些珍貴的舊物, 包括六十年代的成績表, 考試証, 以及相片, 在此感謝

該名校友的慷慨捐贈. 校友會及母校會妥善保管, 並於合適的活動上展出, 以供更多校友重拾回憶。 

(為保障私隱，名字會被除掉） 

六十年代的成績表 

舊事舊物 

六十年代沙地操場玩樂時的情境 

  升中試考試証 

原來 1950 年代已有服務勤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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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  
  承上結餘  HK$         135,205.67  

     支出 (HK$)   收入 (HK$)  

會費              27,000.00  

書卷           1,600.00    

花籃           2,050.00    

八十周年致母校捐款         12,000.00    

八十周年開放日攤位遊戲物資              486.00    

八十周年開幕禮致送母校的蛋糕           1,375.00    

八十周年開放日紀念品-明信片           3,404.00             8,840.00  

中秋晚會攤位遊戲物資           2,210.00    

中秋晚會禮品           1,048.90    

燒烤會         12,691.72           13,860.00  

燒烤會-保險           1,050.00    

燒烤會-禮品           1,800.00    

第四屆校友執行委員會選舉到會           2,764.50    

第四屆校友執行委員會選舉蛋糕           1,120.00    

銀行利息                       8.05  

  總結餘  HK$         141,313.60  

財務報告 

2017年9月29日 

中秋賞月嘉年華晚會 

眾多校友期待的中秋晚會，一起賞月和參與禮品豐富的攤位遊戲，度過一個歡愉的晚

上。 

2017年12月2日 

燒烤活動 

男女老少都喜愛的BBQ，也是校友們踴躣參加的活動。 

2018年3月24日 

盆菜宴 

歷屆校友、老師和家長們聚首品嚐美味的盆菜，回望往昔，聯繫友誼，共享歡樂時光。 

活動預告  

(報名詳情將容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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