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vis Lee    
李明琴 
主席 

1986 年 9 月 1 日，首次踏進屯
官校門，然後在這裡渡過了七

年寒暑。認識了人生中重要的

師長和朋友，經歷了青蔥的歲
月。在校時曾有過「阿嫲」、

「琴姐」、「Karl Muller」和「李

明 e」等別號，現在聽到仍感
份外親切！畢業後進了中文大

學修讀社會學系，現從事廣告

行業。 

當有些日子再也不能擁有的時
候，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

自己不要忘記。作為今屆校友

會主席，我希望能聯同各幹
事，為母校和校友出點綿力，

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喚起更多

校友對母校的回憶，並加強各
屆校友之間的聯繫，互勉互

助，讓屯官精神繼續傳承。 

 

Philip Chan 
陳俊賢          
內務副主席 

大家好，我是本屆校友會的
陳俊賢  (Philip)。不經不覺
間，我已在校友會服務了九

個年頭，無論我身在何方，

屯官給我的感覺依舊親切、
溫暖。於 99 年中五畢業及

01 年中七畢業後，我就讀中

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其
後加入香港匯豐銀行「見習

經理計劃」，現職工商業務

部大宗商品企業組高級副總
裁。我的嗜好包括籃球、高

爾夫球、品酒等，有同樣興

趣的校友歡迎與我聯絡！ 

 

Ken Lee 
李宏基 
外務副主席 

各位好，我是本年度校友會
外務主席李宏基。我是一九

九九年中五理科畢業及二零
零一年中七數學班畢業的屯

官校友。 

我在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系畢

業後投身商界工作，現職投
資顧問工作，也是財經網站

的專欄作者。 

除此之外，我的興趣是旅遊

和潛水。有相同興趣的校友
歡迎和我聯絡呀！這是我加

入校友會的第八年了，希望

藉服務校友會來繼續與母校
的聯繫。請各校友多多支

持！ 

 

Tony Lam 
林程輝 
財政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校友會
林程輝 TONY，拜當年班主任
Miss 杜的一次誤會，把我叫

成林清輝，至今同學仍叫我

Chingfai（多謝 Miss 杜！），
1995 中五畢業，從事保險業

十多年。我依舊記得那個年

代，午飯鐘一響匆匆的走去
對面家 x 堡買一個我輩改個

不雅代號的蛋牛飯，然後又

匆匆跑回去球場的青蔥歲
月。回想第一次成為校友會

幹事已經是十年前的日子，

常言「十年人事幾番新」，
可幸再回到校友會既有新面

孔也有舊相識，盼望今屆校

友會能成為一個更大的平
台，讓不同領域不同專長不

同崗位的校友們，可以有更

好的交流。 

 

Angie Leung 
梁佩芝 
文書 

Hello，我是 1998 年中五畢業
的 Angie 梁佩芝，是今年幹

事會的文書。 

自中五畢業後，我便開始在

校友會幹事會擔任不同崗

位，斷斷續續已超過十年。
十多年來有幸『近距離』見

證著母校與校友會的成長與

轉變，以及分享著不同年代
畢業的校友每次相聚時那種

雖遠還近的感情，這些都是

令我有衝勁繼續服務校友會
的主要原因；我亦希望可以

感染更多校友一起加入校友

會，薪火相傳，一起回饋母

校。 

 

Peter Chan 
陳永霆 
資訊科技 

大家好，我係 99 年中五畢業
的陳永霆，現於 IT 行業任
職。對我來說中學是人生最

美好的時光之一，畢業後連

續數屆都有參與校友會的工
作，回饋母校之餘更希望保

持與屯官的感情。作為本會

的 IT Officer, 希望盡自己一
分力，把本會搞得更好更

大！ 

 

Brian Ngai 
魏家駒  
公共關係 

大家好，我是 Brian，是今屆
屯官校友會的公共關係。很
榮幸可以藉此平台及機會，

再一次走進屯官學校，服務

不同年份及不同屆別的各校
友。另一方面，縱使之前曾

有過擔當大學校友會幹事的

經驗，但我深信，屯官校友
會必定能給予另一種寶貴的

學習經驗，以及讓我們回憶

那些年仍是屯官學生的美好

日子。 

基於信仰，我的人生左右銘

是，只要每一天仍是存活，

就必定有需要學習的事情及
值得感恩的地方。感恩的

是，透過其他校友會的幹

事，我仍感受到他們熱愛屯
官的心。這亦令我們的團隊

工作來得順暢。而我們的目

標，就是透過校友會的平
台，令更多畢業的校友可以

再次連接與屯官的連繫。 

 

Adele Yeung 
楊天萍  
會員關係 

大家好，我是 2002 年中五畢
業的楊天萍 (Adele)，現在於

一間娛樂電影公司內當模特

兒的經紀人，是一項很特別
的工作吧？(有興趣當上 Part 

Time 模特兒的校友都可以聯

絡校友會啊！:p ) 在校時，
我曾是藍社的社長及 Moral 

and Media Education Team 

的主席，上年是第一年參與

校友會的工作，今年我則是
負責「會員關係」這個項目。

我來年的目標就是希望協助

校友會舉行活動之餘，能擴
充及整合整個會員網絡，讓

更多校友得悉並參與我們的

活動之餘，從中吸納更多愛
屯官、希望為屯官人出一分

力的新血，相信母校有大家

的協助下一定有更好的發展
的！各位師兄師姐師弟師

妹……不用「怕羞」，來

吧！ :) 

 

Sammi Yu 
余琛怡 
會員關係 

Hi! 我是還在屯官讀書的中
五學生 Sammi 余琛怡，在今

年幹事會負責會員關係。 

我 是 屯 官 今 屆 的 Head 
Prefect 及 SA 的福利，所以

在校可算得上活躍的我，很

希望可以為校友會在校推廣
活動，亦希望可以把屯官同

學仔的聲音帶進校友會，搞

更多好活動！加入了校友
會，讓我從學兄學姐身上學

會了不少 ^^ 

 

Emily Kwan 
關曉澄 
市場推廣 

大家好, 我是 2003 年畢業的
關曉澄 (Emily), 從事數碼媒

體工作。 

加入校友會首要的目的是希
望能夠回饋母校, 成為校友

與學校之間的橋樑, 盡一己

之力令更多校友關注校友會

的發展。 

除此之外, 我亦是校友管樂

團幹事之一, 各位校友如對

音樂活動有興趣, 不妨留意

校友管樂團的動向。  

P.S. 校友管樂團將於今年 9

月 7 日假荃灣大會堂舉行音

樂會, 請各位校友多多支持

~~~~ 

 

Cherry Chan 
陳莉莉 
市場推廣 

上年，一次偶然機會，重返
屯官，踏入了校友會的大家

庭，成為校友會幹事以來，

參與了三十周年校慶聚餐、
校友接力，以及其他大大小

小的校友聚會，無論是師兄

姐或師妹弟，屯官的學生永
遠都那麼棒！今年，我決定

再次參與校友會的工作，希

望可以將屯官精神延續下
去。我於 2004 年中七畢業，

其後於香港大學修課比較文

學系，現於香港青年協會從
事多媒體製作及教育工作，

由於對影音製作充滿興趣，

我很希望可以藉此紀錄、連
繫屯官的師生及校友，盡我

的一點綿力 

Billy Tam 
譚英灝 
市場推廣 

大家好, 我是譚英灝(Billy)，
2002 年中五畢業，現從事廣
告行業，於一 4As 國際廣告

公司工作。 

屯官是我成長的地方，七年

的教育及經歷、師長的關愛
和孜孜不倦的教誨、同學間

彼此建立的友誼，都是我人

生中重要的瑰寶。 

我希望透過加入校友會，將
屯官這份情繼續傳承，回饋

母校。 

 

Dennis Kong  
江肇峰 
活動策劃 

大家好，我是江肇峰，今年
是第二年參與校友會的工

作，繼續協助籌辦幹事會的

活動。我是從身邊好友舉辦
的校友聯誼活動而認識到校

友會，透過一些在母校進行

及與校友們出外的聚會中，
深深體會到「回家」那温暖

的感覺。今年希望可以舉行

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吸引
更多的校友來分享這份回家

的喜悅。小弟現職為空中巴

士 A330 副機長，熱愛飛行，
籃球和旅行，歡迎各位來交

流一下心得！ 

 Kelvin Tam 
譚文瀚 
活動策劃 

大家好！我是於 2012 年中六
畢業的譚文瀚 (Kelvin)。剛剛

畢業的我是第一次參加校友
會的事務。雖然已離開中

學，但我並未有認為我和屯

門官立中學的聯繫就此結
束。因此我加入了校友會，

希望藉此機會繼續關心母

校，同時為聯繫校友和屯官

出一分力！ 

 
Nick Yip 
葉錦潤 
活動策劃 

大家好，我是葉錦潤(Nick)，

是在校的中五級學生。 

五年前，我把屯門官立中學

填在升中派位表格的第一志
願，結果如願以償，成為屯

官大家庭的一份子。在過去

五年，我在這裡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不單得到老師們悉

心的教導，更認識了一班好

朋友。我希望能夠略盡綿
力，加入校友會，回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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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業禮  
2 月 28 日為屯官應屆畢業生介紹校友會，並招募成為新會員。  

 

7 Art-Jamming 
現在 Art-Jamming 極為流行，你又有否想起過那些在屯

官美術室渡過的美好時光？現在機會來了，與其在陌生的

工作室和陌生的人猜猜畫畫，何不回來母校盡情發揮你的
美術天分？這項活動會安排導師從旁指導，並在校友「夢

幻足球賽」於 7 月同一天舉行，校友們可以邊看球賽邊創

作呢！詳請日後公佈，請密切留意！ 

 

夢幻足球賽 
喜歡玩 Winning Eleven 又喜歡挑戰不同的 Dream Team？不想只躲在家中看足
球？那麼機會來了！來挑戰不同年代的屯官夢幻之隊吧! 校友會將於 7 月中旬舉辦

足球比賽，喜歡足球的你請不要錯過，你也可以是下一個美斯！足球比賽詳情如下︰ 

形式︰ 4 人一隊 
舉辦日期︰ 預期七月中 

場地︰ 屯門官立中學籃球場 

時間︰ 12:00-18:00 
參賽隊伍人數有限，報名從速! 

 

6「屏山文物徑」古蹟導賞團 
隨著近來社會上不同團體要求發展經濟及政制的同時，亦必須考慮對文物保育及環保的可持續發展的平衡。為增加校友對身邊的大自然寶庫有更多認識，屯官校友會將於
6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安排一場屏山文物徑的團體導賞之旅。 

屏山文物徑為本港首條文物徑,蜿蜒於坑頭村、坑尾村和上璋圍間，長約一公里，將多座典型中國傳統建築接連起來，不少至今依然屹立，見證過往的歷史和社會發展。

校友們只需花約 2 小時遊覽，便可領略過往新界的傳統生活面貌。因導賞團服務所限，參加人數定為 30 人，先到先得，報名詳情稍後公佈。 

 

8 星空下之躍動 ~ 米埔午夜歷奇 
除了在日間觀賞米埔自然保護區內的花草樹木外，你有沒有想像過米埔晚間的野生動物是如何活動的呢？ 

校友會正計劃於 8 月 3 日(星期六) 舉辦米埔午夜歷奇，活動由自然保護區專業導師帶領，於黃昏時分進入米埔自然
保護區，欣賞日落及月出的同時，觀察群鳥於黃昏期間返回棲息地休息的壯觀景貌；並於夜深時分，探索紅樹林及

淡水基圍內的夜行動物，如黑眶蟾蜍、飾紋姬蛙、豹貓及螢火蟲等。活動時間為 6-10PM，收費每位$350，有興趣

的校友可致電 6077-1940 與本會幹事 Philip Chan 聯絡。 

 

9「哪裡都是家政室」整餅團 
這是一個充滿私心的活動。那個年代，家政室「淪為」英文閱讀室，一眾男生未有機會大展廚藝，更未能親嚐

心儀女生親手製造的一小塊曲奇，絕對成為一個時代的遺憾，精神的創傷。機會來了！ 
即使春嬌嫁了人，志明娶了妻，只要你想一圓「同班同學一齊整野食」或「食阿邊個整的野食」的夢，就趁著

呢個可一不可再的機會，叫埋啊邊個，趁 9 月中秋佳節一齊整餅！ 

至於在邊度整，問心其實你並唔介意的。 
如果你沒有這些私心一樣歡迎，據說識整餅的人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 

說到底，睇標題你就已經想報名啦係咪，詳情稍後公佈！ 

 

 10 升學及就業分享講座日 
為加深校內同學對各行各業的認識，以便早日為將來的事業發展作出籌劃，校友會將於 10 月份的
一個星期六早上舉辦「校友升學及就業分享講座」。屆時，從事不同行業的校友將會向在校同學

講述其工作性質、就業經歷、入行資格、面試技巧等等，以及解答同學們的各類提問。去年我們

邀請了 26 名校友舉辦共 25 場講座，今年將更擴大規模，如閣下願意參與協助，請致電 6077-1940
與本會幹事 Philip Chan 聯絡。 

 

 11 光輝歲月陸運會 
屯官陸運會 -- 校友會將會組隊參加母校(暫定)於 11 月舉行下一學年的陸運會 4x100 接力

賽，各位體育健將，若想在陸運會一展身手，並緬懷一下昔日在田徑場上的美好時光，就

記得留意我們的 FACEBOOK 與網頁上的公佈。 

 

12 周年大會  
一年一度的周年大會，正是校友會總結一年事務的日子，期間更會選出新一屆幹事。歡迎
校友出席提點意見，更鼓勵校友積極參與會務，參選幹事。周年大會將於 12 月 14 日，跟

「職業籃球賽」及「星級講師教室」同日舉行；節目豐富，不容錯過！ 

職業籃球賽 
有了職業，也不用放棄籃球！參加 2013 年壓軸「職業籃球賽」，令你事業、籃球兩者兼得！

「轉身射個 3 分波…」今年更新增「三分神射手賽」，不再猶豫，快上籃球場上再展英姿！
大戰日定於 12 月 14 日，現在開始熱身差不多了！ 

 

星級講師教室 
去年譚國豪老師開咪，分享人生哲理，引領我們反思正義；演講當日座無虛席。今年，另

一位星級講師正準備為你開另一堂課，再度令你人生帶來震撼！是你期待已久的星級講師
嗎？演講日鐵定 12 月 14 日，密切留意報名日期！歡迎提供你心目中的星級講師人選，你

的建議將會陸續實現！ 

各活動由幹事會精心策劃，期望校友多多支持、踴躍參與！ 

 
注意： 

 以上活動日期可能更改，確實舉行日期及詳情請留意

FACEBOOK 與網頁上的公佈。 
 部份活動名額有限，如參加者超出名額人數，將以先

到先得原則分配。 

 部份活動可能須於活動舉行前收費，詳情會於
FACEBOOK 及網頁上公佈，如有需要活動籌委會也會

於事前通知各參加者，敬請留意。 

 歡迎校友為活動提供意見，並建議其他活動讓幹事會
研究可行性。 

 

電郵：admin@tmgssaa.com 

網址：http://tmgssaa.com 

面書：http://www.facebook.com/tmgss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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