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很高興能再一次為母校的校友會服務。自校友

會成立以來，幹事及會員都本著回饋母校，幫助學子的

信念，成功籌辦及參與各項校友會活動。在此，要向一

眾創會人員表達深深的謝意。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定

必以「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校訓，繼續為會員提供

聚首的平台和回饋母校的渠道。 

李成章  St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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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幕後英雄 認識第二屆幹事 

現屆校友會幹事會在上年７月選出，第二屆校友會幹事由八名熱心校友組

成。以下是幹事們的介紹(由左至右): 譚先明副校長 (校方顧問)， 

陳露明主任 (校方顧問)，吳慧君 (常務幹事，1996)，李成章 (主席，1992)，

譚卓思 (副主席， 1993)， 楊燕雲 (常務幹事，1992)，盧嘉棋 (常務幹事，

2000)，張彤飛 (司庫，1998)，黃利梅 (文書，1993)，黎婉筠 (文書，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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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回顧  

校友會的成立除了讓各校友有聚首一堂的機會，亦讓校友能了解母校需要，回饋母校。本會十分

感謝以下校友在支持母校發展方面不遺餘力，積極協助學校以讓師弟妹有更佳的學習環境。 

善長芳名如下: 

姚星南校友 

姚星南醫生獎學金 - 港幣 300,000 

禮堂空調工程 - 港幣 500,000 

為學生提供午膳現場分份的場地改善工程 

- 港幣 300,000 

  

蕭偉業校友 

為學生提供午膳現場分份的場地改善工程 

- 港幣 480,000 

學生圖書館圖書 - 港幣 90,000 

第一屆校友會幹事 

陳惠英女士 

楊燕雲小姐 

劉肇先生 

麥家祺先生 

李成章先生 

譚卓思小姐 

張彤飛先生 

盧嘉棋小姐 

吳慧君小姐  

譚國強先生 

馮顯洪先生 (兼義務攝影) 

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二屆幹事會選舉大會 

「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二屆幹事會選舉大

會」在 2012 年 7 月 22 日於學校新校舍舉

行，一共有約 30 名校友出席活動。是次會員

大會除了報告第一屆校友會財政和活動回顧

之外，亦順利選出九位校友成為第二屆幹事

會的成員。 

多馬樂滿FUN聖誕嘉年華   

「多馬樂滿 FUN 聖誕嘉年華」在 2012 年 12 月

19 日於學校舉行。當日有不同的同學，老師及學

會制作了很多有趣好玩的攤位遊戲，而校友會也非

常榮幸能為這活動付出，負責其中一個攤位遊戲名

為 Party Time 。學弟妹在這遊戲把他們抽出來的聖

誕派對用品之圖片放入適當的分類箱中。這遊戲以

開心有趣學習的方式與學弟妹交流。另外，是次嘉

年華亦有會員招募活動和宣傳「情繫多馬賀元宵」

活動，反應非常熱烈。  

江紹智校友 

學生活動中心空調工程 - 港幣 200,000 

 

第十一屆校友 

聖多馬學校奠基石重置技術及費用 

東沙島街校舍10株羅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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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校友優惠招募  

誠邀各位為校友會會員提供會員優惠 ，無論您或您的親友： 

 是衣、食、住、或行等各行業的「話事人」；及 

 願意為本會會員提供各項優惠， 

歡迎您與我們聯絡，我們期待與您一起為本會會員設計最合適的優惠。 請於 2013 年 12 月 1 日或

以前，連同 閣下的聯絡方法以電郵 (stthomasalumni@gmail.com) 聯絡本會委員譚卓思小姐。 

聖多馬堂 60 周年堂慶 暨聖多馬小學 90 周年校慶感恩晚宴 (暫定名稱) 

聖多馬堂 60 周年堂慶暨 聖多馬小學 90 周年校慶感恩晚宴將於 2013 年 12 月 15 日舉行。一如

以往，校友們可購買餐券出席聚餐。不但可以支持聚餐活動，更可以籍此與校友及老師聚首一

堂，分享喜樂。 

2014 情繫多馬賀元宵  

2014 情繫多馬賀元宵將於明年 2 月中旬舉行。在上次的元宵節活動，校友們都非常踴躍參加，透

過不同的遊戲，如：猜燈謎、有口難言、抽獎等，令各校友可以回到母校，一起渡過美滿的元宵

佳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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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情繫多馬賀元宵  

「情繫多馬賀元宵」在 2013 年 2 月 22 日於學校禮堂舉

行。是次活動除了有自助餐、猜燈謎和大抽獎活動之外，亦有十分

刺激好玩的小組遊戲。不論老少都十分投入活動，反應異常熱烈。 新校舍奉獻感恩崇

拜暨第六十三屆畢業典禮 

校友會主席李成章先生和

副主席譚卓思小姐代表校

友會出席 2013 年 5 月 24

日舉行的「新校舍奉獻感

恩崇拜暨第六十三屆畢業

典禮」。 



 

 會籍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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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更新聯絡資料 
為可以第一時間將最新資訊奉上給您，校友會將透過不同渠道與您聯絡，歡迎 閣下利用以下表格更新聯絡資料。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聯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覆方法： 

１）傳真至 (852) 2776 1841                                 ２）電郵至 stthomasalumni@gmail.com  

３）郵寄至深水埗東沙島街 145 號聖公會聖多馬小學校友會 

會籍制度 

校友會分為永久會員，基本會員及青苗會員三種: 

會籍 永久會員 基本會員 青苗會員 

會員資格  畢業於母校或曾就讀最少一學年而年滿十八歲者   畢業於母校或曾就讀最少一學年而未滿十八歲者   

會費 
一次過繳付港幣 

500元 
每年須繳交會費港幣50元 毋須繳交會費 

會籍更新  

基本會員的會籍有效期為一年，會員須於每年會籍到期前續會。 

當青苗會員年滿18歲後，青苗會員資格就會自動失效，我們誠邀您屆時加入永久會員/基本會員

的行列，繼續與校友會保持緊密的接觸。  

領取會員證提示  

成為會員後可領取會員證。未收到會員證的會員，請

聯絡本會。您亦可親臨今年12月15日的嘉年華會或聖

多馬堂60周年堂慶 暨聖多馬小學90周年校慶感恩晚宴  

，屆時我們將補發會員證給未收到會員證的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