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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舉辦之活動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會員大會 

本年度會員大會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四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在母校禮堂順利完成

出席會員人數約五十多人。會員大會上順利通過上次會議紀錄、2017-2018 年度

工作報告、2017-2018 年度財政報告及來年工作計劃。有關的報告及紀錄已上載

到本會網頁及 Facebook 專頁。 

 

選舉主任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收到侯任校友校董朱寶賢校友因私人理由放

棄校友校董一職，選舉主任接納其申請。根據會章第七章第七節規定，本會需於

兩個月內進行補選。 

 

所有會員大會內的相片已於校友會 Facebook 專頁公佈。而執委及監委會名單亦

已上載到本會網頁及 Facebook 專頁內。 

執委幹事名單 

 

2018-2020 年度梨木樹天主教小學校友會執委會幹事名單  

主席： 羅韻思小姐（1994 年畢業）  

副主席： 彭穎聰先生（1992 年畢業）  

副主席： 潘宛彤小姐（1999 年畢業）  

秘書：曾啟進先生（2005 年畢業） 

財務秘書： 梁嘉祺小姐（1995 年畢業） 

活動籌劃秘書： 徐家誠先生（1997 年畢業） 

會員事務秘書： 劉振湧先生（1994 年畢業）  

宣傳秘書： 吳瑞圖小姐（1990 年畢業）  

宣傳秘書： 朱仲衡先生（1997 年畢業） 

 

2018-2020 年度梨木樹天主教小學校友會監委會幹事名單 

監委主席 胡天樂先生(1985 年畢業)  

監委副主席 陳其德先生(1985 年畢業)  

監委委員 朱寶賢先生(2002 年畢業) 

 

 

  



Lei Muk Shue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Page 4 of 13 
Work Report of 2018-2019 
 

有關是次會員大會的會議紀錄，請參看 2017-2018 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相片及活動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rx.law/videos/10155389656275836/ 

https://www.facebook.com/rx.law/videos/1015537429761083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uWTyqssA2Q&feature=youtu.be&fbclid=IwAR2N2

FfdFLHKG_m0-uflfzpTTyEhiKpXIx6B61_edtgbCT91swh58g2JYXk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oa.10156409642318516&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oa.10156409684698516&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061986807298500/ 

 

特別會員大會 

由於會員大會當天未能處理校友校董的選舉，根據會章第七章第七節規定，本會

需於兩個月內進行補選。特別會員大會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八日於母校活動中心順

利完成。 

 

截至選舉提名日期完結（即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本會共收到一份參選表

格。 

  按本會會章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所發出之《校友校董選舉指引》附件三

規定，本人現正式確立參選人徐家誠先生（一九九七年小六畢業生）為是次選舉

的唯一候選人。 

  由於是次選舉只有一名候選人，按本會會章第 5.6.5.2 條規定，徐家誠先生自

動當選，成為候任校友校董。是次選舉結果己將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六日舉行之

校友會周年會員大會上公布，並提請執委會向法團校董會提名徐家誠先生，出任

二零一六/一七至二零一七/一八年之校友校董。 

 

有關是次特別會員大會的會議紀錄，請參看 2018-2019 特別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相片及活動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061986807298500/ 

 

https://www.facebook.com/rx.law/videos/10155389656275836/
https://www.facebook.com/rx.law/videos/1015537429761083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uWTyqssA2Q&feature=youtu.be&fbclid=IwAR2N2FfdFLHKG_m0-uflfzpTTyEhiKpXIx6B61_edtgbCT91swh58g2JYX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uWTyqssA2Q&feature=youtu.be&fbclid=IwAR2N2FfdFLHKG_m0-uflfzpTTyEhiKpXIx6B61_edtgbCT91swh58g2JYXk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oa.10156409642318516&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oa.10156409684698516&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061986807298500/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0619868072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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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母校 

「奇妙主恩」梨天校園開放日 

母校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八日舉行開放日，本會主席有幸被母校邀請作剪綵嘉賓。

本會於是次開放日安排一個檔位，檔位制作精美。有關的相片已於校友會

Facebook 專頁公佈，謝謝各位來臨參與的幹事及校友。 

 

相片及活動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81858188897507/ 

 

明愛賣物會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為本年度明愛賣物會，本會亦派幹事參與以協助老師們

辛勞的工作。有關活動的相片已上載到本會 Facebook 專頁。感謝參觀及前來為

善最樂的校友。 

 

相片及活動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5657718240836&set=pcb.101567069466

23516&type=3&theater&ifg=1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71654053789416/ 

 

聖誕聯歡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本年度的聖誕聯歡會，本會派出本會副主席及監委

參與，和學弟學妹成一片，一起感受著快樂的聖誕氣氛，亦共渡快樂的聖誕聯歡

會。有關的相片已於校友會 Facebook 專頁公佈，感謝朱寶賢校友贊助禮物。謝

謝各位來臨參與的幹事及校友。 

 

報佳音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約晚上六時於本村商場報佳音，為梨木樹村的居民送上

祝福。表演節目有歌詠、笛子；大合唱、牧童笛、小提琴、福傳舞蹈、非洲鼓等。

本會幹事亦有觀看母校演出，為學弟學妹打氣。有關的相片已於校友會 Facebook

專頁公佈，謝謝各位來臨參與的幹事及校友。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81858188897507/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5657718240836&set=pcb.10156706946623516&type=3&theater&ifg=1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5657718240836&set=pcb.10156706946623516&type=3&theater&ifg=1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7165405378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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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年度梨木樹天主教小學陸運會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

九日於城門谷運動場順利完成。當日有校友參與友誼接力賽。感謝母校的邀請。

是次活動的相片及影片已上載到本會 Facebook 專頁。 

 

小六畢業營探訪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為小六畢業營，校友會繼續以往的傳統在二十

三號晚上探訪小六畢業生，並作校友會的宣傳。今年畢業營的地點在鯉魚門渡假

村。本會除了探訪及宣傳校友會外，更觀賞了四班畢業同學的表演，雖然準備時

間有限，但各班各有特色，有關相片已放到本會 Facebook 專頁，供各畢業校友

及各校友欣賞學弟學妹的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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奬學金 

由 1985 年畢業生陳其德校友發起，以表揚陸社餘副校長的教學精神，及其對梨

木樹天主教小學的貢獻，並名為陸社餘副校長紀念奬學金。本會派出幹事與陳校

友、陸副校的家人及校長接洽，並已獲得校董會通過。名額由小一至小六，每級

由老師推薦選出三位傑出學生。每位學生可獲頒發港幣三百元書卷、獎座及證書。

經獎學金小姐委員會審議，本年度得獎數為 18 人。陸社餘副校長紀念奬學金已

於本年度畢業禮發放，有關結果亦會於校友會網頁內公佈，多謝各位師長及校友

的支持。 

 

一年級 1A 吳芷雯 1C 王梓灝 1B 韓沅澌 

二年級 2C 梁希霖 2A 陳昊燊 2D 孫嘉攸 

三年級 3A 李奕熹 3B 翁馨涵 3A 韓芯蕎 

四年級 4C 鄺心怡 4C 吳采樺 4C 潘晞桐 

五年級 5C 劉政彤 5C 許洺好 5C 黎柏賢 

六年級 6C 蕭蔚瑩 6C 巫悠 6C 曾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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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992 年度的畢業生邱家寶校友，為表揚父母親恩和無盡的愛，也感激母校師

長的悉心培育和關顧，以父母的名字命名明娟獎學金，希望回饋母校，並以鼓勵

學弟學妹努力學習，追求卓越，永不放棄。名額由小一至小六，每班總成績頭三

名。每位學生將獲頒發港幣一百元書卷及證書。本年度得獎人數為 72 名學生。

得獎結果已於畢業禮／結業禮公佈及頒發獎學金，有關結果亦會於校友會網頁內

公佈，多謝各位師長及校友的支持。 

2018年度「明娟獎學金」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吳芷雯 陸俊燁 朱梓銘 

1B 韓沅澌 曾昱熹 方楷楊 

1C 王梓灝 鄭紫瑤 廖熙羽 

1D 陳廷軒 鍾柏宇 何傑 

2A 陳昊燊 曾晞雅 鍾嘉雯 

2B 黃靜文 胡梓熙 霍嘉朗 

2C 梁希霖 陳如意 劉建恒 

2D 孫嘉攸 王孝寅 胡芷淳 

3A 李奕熹 梁曉晴 韓芯蕎 

3B 翁馨涵 麥迦晴 彭景恒 

3C 袁雪瑗 黃俊賢 李思諾 

3D 梁星瑩 韓謙定 方芷瑤 

4A 田峻澤 劉浩宇 許麗詩 

4B 吳冠霆 任家毅 林澤原 

4C 陳湛皓 潘晞桐 區嘉晉 

4D 陳倬軒 楊慧怡 李世安 

5A 吳冠霖 陳子諾 俞嘉慧 

5B 萬俊希 林詠淇 黃文希 

5C 劉政彤 鍾孝彥 許洺好 

5D 盧子晴 王瑞琳 伍藝 

6A 羅鋭琪 黃幸妤 鄭喬宇 

6B 霍玉涵 張文琪 陸梓盈 

6C 蕭蔚瑩 巫悠 曾嘉敏 

6D 黎文軒 梁雪伶 邱柱銘 
 

感謝兩友校友協助成立獎學金回饋母校，本會定當全力協助兩個獎學金的行政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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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義工 

本會副主席彭穎聰先生參與本會校友義工計劃作母校的足球及籃球隊指導，並閒

時參觀排球隊的比賽。本校籃球隊於荃灣區比賽有非常出眾的成績。另有多位校

友參觀母校的比賽，並把有關相片及影片上載到本會 facebok 專頁。本會感謝各

校友對母校的支持，亦感謝各位使用本會平台分享學弟學妹精彩的比賽，有如親

身參與一樣。以下為節錄本會副主席描述及上載的精彩相片及影片。 

 

希望來年有更多校友能把自己的技能教到母校的小師弟小師妹身上。 

 

足球隊 

2018 年 11 月 28 日 

梨天足球隊參加荃灣區小學校際足球賽，一連三日在沙咀道運動場舉行，分組賽

打和強敵馬灣基慧，再領先 1-0 情況下最後被思源迫和，而思源最後得到本屆殿

軍，分組賽最後一場以 3-1 贏潮公出線。八強面對教區友校深天，以 1-5 見負出

局，而周校長帶領的深天最終得到季軍，石鐘山得亞軍，浸聯得冠軍。 

馬灣基慧 

https://youtu.be/kNx-PK2YNtI 

思源 

https://youtu.be/Jr26bKW_H0E 

潮公 

https://youtu.be/Ye8gkIkpqLU 

深天 

https://youtu.be/rYq5Vp6JW1w 

有踢開波既校友就自然知道好唔好啦！ 

https://www.facebook.com/wing.bobo/videos/10156544206291131/ 

2018 年 11 月 27 日 

荃灣區小學校際足球賽第一日比賽，頭場 0-0 和馬灣基慧，尾場領先思源 1-0 後

被迫和 1-1。 

https://www.facebook.com/wing.bobo/videos/10156537426611131/ 

  

https://youtu.be/kNx-PK2YNtI?fbclid=IwAR2EMeEH19l43mZwnywwQ-0wcu-ZZho7HLmE8pBQtJ7750axgS5eSd0FbDQ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youtu.be%2FJr26bKW_H0E%3Ffbclid%3DIwAR25dtji-anbveu2LyTPTACaxrg__nkjdI7QvkfkAJOYdEyxuXDE4ZZGUlo&h=AT3hH2FKf9y3rQZzD1QPPbrC6o-8iQlC5S9tsRgk_rYoYDhOpPAVOy0Olo1U0h9arfZTHDDSU0xU0nEk7AtlBc6v22jVlAuOh_3M6WQIMRLM2vVzFHRKNkoVJfCsuAhpbyeEFCGxvnJvMGDuqOI
https://youtu.be/Ye8gkIkpqLU?fbclid=IwAR2Ax-6VJzlQX8NTcAaC8u5CMBWYnqwKIBYXFDe6vYmVfi17YNHfcR1scjM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youtu.be%2FrYq5Vp6JW1w%3Ffbclid%3DIwAR1DGlEYa1T4NI8qUVLIfVpOlF9t2hqCK4E9M6ZgXhCb8fVqxmXe2pEBpCU&h=AT2oXaOMfnS89lOYdyWTg60uq7CmBl_01luOSsl5Pw-g9_ydNeMtjQqn5R_H_peHGSKBEEt6B4k4N8WI2nuqtEvqPBJ_GaqnGCYGYDwENUJbrm3NSdLrwT4XElzcBvbHeoG80KgOxauChRU7isI
https://www.facebook.com/wing.bobo/videos/10156544206291131/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053968515/permalink/10156725423303516/
https://www.facebook.com/wing.bobo/videos/101565374266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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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5 日戰報： 

A 組：浸聯大勝基慧 4：0，必可以出線，次名待定。 

B 組：梨天和馬灣基慧 0：0，下午再和思源 1：1，馬灣基慧贏潮公，思源亦在

上午贏潮公，三隊要明天再定誰能出線，梨天對較弱的潮公，希望能在死亡之組

脫穎而出。 

C 組：周校長既深天險勝強敵海官 1：0，海官同學輸波後高呼"永不放棄，we are 

the best"，料士氣並無受損，柴天摸和天佑 0：0，預料出線仍為深天及海官。 

D 組：石鐘山狂數伍季明 5：1，石圍角亦大勝主愛 4：0，出線形勢明朗。 

2019 校長盃 4 強 思源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0yogw9Q6sI 

2019 主教盃分組賽 領島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25oiIdUSCg 

2019 主教盃分組賽 高主教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WZfjWmJok 

2019 主教盃分組賽 荔天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_pDROFeUg 

2019 校長盃 16 強 祖天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i-klrMNOk 

2019 校長盃 8 強 聖若翰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3zFhrqc5sg 

2018-19 荃灣區小學校際足球賽 梨天 VS 深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q5Vp6JW1w 

2018-19 荃灣區小學校際足球賽 梨天 VS 思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r26bKW_H0E 

2018-19 荃灣區小學校際足球賽 梨天 VS 馬灣基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x-PK2YNtI 

2018-19 荃灣區小學校際足球賽 梨天 VS 潮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8gkIkpqLU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053968515/permalink/101567222538185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0yogw9Q6s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25oiIdUSC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WZfjWmJo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_pDROFeU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i-klrMNO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3zFhrqc5s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q5Vp6JW1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r26bKW_H0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x-PK2YNt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8gkIkpq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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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隊 

2019 全港小學排球賽 8 強 荃灣 VS 九龍北(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8RaYuT9Ohg 

2019 全港小學排球賽 8 強 荃灣 VS 九龍北(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9NVDVu-Fv8 

2019 全港小學排球賽 8 強 荃灣 VS 九龍北(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ay38pahaLA 

2019 全港小學排球賽 8 強 荃灣 VS 九龍北(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gHq5w5L8-8 

2019 全港小學排球賽 荃灣 VS 九龍北(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SXIP3d146k 

2019 年荃灣區小學排球賽 梨天 VS 海官(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F2N_RrP4pw 

2019 年荃灣區小學排球賽 梨天 VS 海官(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354iatyyE 

2019 年荃灣區小學排球賽 梨天 VS 海官(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FvIfZFziDA 

2019 年荃灣區小學排球賽 梨天 VS 石圍角(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3k1uXHi9eU 

2019 年荃灣區小學排球賽 梨天 VS 石圍角(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m1KrfE4p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8RaYuT9Oh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9NVDVu-Fv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ay38pahaL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gHq5w5L8-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SXIP3d146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F2N_RrP4p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354iatyy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FvIfZFziD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3k1uXHi9e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m1KrfE4p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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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 

2018-19 荃灣區校際小學籃球賽決賽 潮公 VS 深天(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o-MJTGnRU 

2018-19 荃灣區校際小學籃球賽決賽 潮公 VS 深天(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RiBhM5Lyc 

2018-19 荃灣區校際小學籃球賽決賽 潮公 VS 深天(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prMmGJk5Dk 

2018-19 荃灣區校際小學籃球賽決賽 潮公 VS 深天(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okcCqx4dY 

2019 荃灣區小學籃球 梨天 VS 何傳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dDoiU3-6g 

2019 荃灣區小學籃球 基慧馬灣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3kPMyEod0U 

2019 荃灣區小學籃球 荃灣基慧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o4nLUTCbs 

2019 荃灣區小學籃球 基慧馬灣 VS 荃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mdmJUeHbAA 

2019 荃灣區小學籃球 荃天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M4HEakpqk0 

2018 李惠利盃小學男子籃球邀請賽 李一諤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4oxvn_W_E 

2018 李惠利盃小學男子籃球邀請賽 林金殿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95c4DrdA8 

2018 李惠利盃小學男子籃球邀請賽 荃灣基慧 VS 梨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bJZ-RBnU5Y 

抗毒盃小學球類邀請賽 2018 梨天 VS 林金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u0pF-6i2aA 

抗毒盃小學球類邀請賽 2018 季軍戰 梨天 VS 民生書院(小學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OELrVDz8 

 

其他 

13/11/2018 

今天本校田徑代表隊出戰荃灣區校際田徑比賽，派出接近 60 人代表團，更得校

友及家長到場打氣，其中男甲團隊得到團體冠軍及 4X100 接力冠軍，成就非凡。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6509323311131&set=pcb.101566960058

48516&type=3&ifg=1&__tn__=HH-R&eid=ARCFRPdM4PLa82US9do2xF6PnLZmBKT

GYedlWOsw2dhVjEiFgg2Pxv07ueFN_4PB9uGpJDv5gdrCOH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o-MJTGnR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RiBhM5Ly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prMmGJk5D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okcCqx4d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dDoiU3-6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3kPMyEod0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o4nLUTCb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mdmJUeHbA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M4HEakpqk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4oxvn_W_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95c4DrdA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bJZ-RBnU5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u0pF-6i2a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OELrVDz8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6509323311131&set=pcb.10156696005848516&type=3&ifg=1&__tn__=HH-R&eid=ARCFRPdM4PLa82US9do2xF6PnLZmBKTGYedlWOsw2dhVjEiFgg2Pxv07ueFN_4PB9uGpJDv5gdrCOHDU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6509323311131&set=pcb.10156696005848516&type=3&ifg=1&__tn__=HH-R&eid=ARCFRPdM4PLa82US9do2xF6PnLZmBKTGYedlWOsw2dhVjEiFgg2Pxv07ueFN_4PB9uGpJDv5gdrCOHDU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6509323311131&set=pcb.10156696005848516&type=3&ifg=1&__tn__=HH-R&eid=ARCFRPdM4PLa82US9do2xF6PnLZmBKTGYedlWOsw2dhVjEiFgg2Pxv07ueFN_4PB9uGpJDv5gdrCOH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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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內事務 

會員事務報告 

截至二零一九年七月十二日，本會會員人數為八百二十位。本年增加位四十八位

會員，新會員大部份是本年度的小六畢業生。 

 

二零零八年後畢業的校友佔會員人數的七成，而且有持續上升的趨勢，相信與本

會近年主力集中向小六畢業生宣傳有關。 

 

截至二零一九年七月十二日，而本會在 Facebook 成立的群組有一千四百六十三

人。這群組的成立，目的是為了作校友會的宣傳及加強校友之間的溝通，而並非

作個人資料收集及校友登記，所以成員人數並不能計算在本會正式會員人數之

內。 

 

本會會在來年繼續吸納更來會員為目標，以壯大校友會的力量，以及讓更多畢業

生以本會作為與老師、校友間的溝通平台，以加深大家的友誼。多謝各位校友的

支持，希望來年能為各位會員服務，把會員服務做得更好。 

 

會員証 

自去年會員証推出後，會員反應熱烈，感謝會員的支持，有關會員証的最新優惠，

我們會盡快在 Facebook 和本會網頁發佈。而會員証會於活動內發放與會員。 

 

網頁及 Facebook 群組 

本會日常主要要網頁作本會主要通訊方式。 

本會網頁網址為 

http://blogs.lmscps.edu.hk/blog2/alumni/ 

 

本會在 Facebook 群組，網址為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053968515/ 

 

本會日後所發放的訊息會於本會網頁及 Facebook 群組同時發放。歡迎校友提問

及發言。 

 

http://blogs.lmscps.edu.hk/blog2/alumni/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053968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