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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錦燊副校長榮

今期是慧蘭第十期，正好慶祝

今期的慧蘭，我們為大家追訪

幹事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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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 創會十年。這十年來，您

了幾位執委會幹事，瞭解一下

曾經參與過幾多個 KWA 的活

他們對 KWA 過去十年的感

動呢？這十期裏，您又曾經花

想。而校友名人堂今次亦有幸

M 小記の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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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少時間在慧蘭上呢？不

地找到了陸主席做訪問，他會

管答案是怎樣，我們一班工作

為大家細說當年籌辦校友會

人員一直堅守崗位，為的都是

的經歷，以及十年來經營校友

校友名人堂

6

同一個理想，同一個信念。

會的經過。

然而歲月不留人，長江後浪還

另外，一向處事低調的楊錦燊

是要推前浪的。由於個人公務

副校長已經於今年暑假榮休

日漸繁忙，我們的陸主席較早

了。在基慧任教了 27 個年頭

前宣佈不參選來屆執委會選

的他，很樂意地接受了我們小

舉，而一班現任的執委會幹事

記的訪問，詳細的訪問內容，

都相繼表示支持和跟隨陸主

以及楊副校對 KWA 的期望，

席的決定，換言之，我們的

通通都放在本期的第二頁上，

KWA 勢必捲進一次改朝換代

敬請留意。

休了

歷屆執委會及監 8
委會成員表

的時候。

அኋᐣپΙ՝Ҳଜ࣋!
就在辛列有校長于 2010 年暑假後被改派到協
和下午校任教後，我們基慧就來了第一位女校
長 — 何麗雯校長。過去一年裏面，何校長的接
班工作亦算相當順利，為基慧帶來了新的元素
新的概念。今年九月，新成立的法團校董會已
代替了以往的校管會，在此希望有關接替工作
順利進行，何校長也工作愉快，繼續帶領基慧
再創高峰。

KWA Website:
umni/
http://www.kws.edu.h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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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副校在剛過去的暑假榮

熱誠。開會的時候亦很有程序，資深

天都要上學，如今終於

休，離開了他服務了二十

的一輩亦能有效地帶動年輕的一

可以實現了。

多年的基慧，我們就把握

群，使他們能從活動或工作中學習，

除了做運動之外，我在

了機會跟他做了個訪問。

的確是很有意義的。

空閒的時間要處理家

小：小記

楊：楊副校

小： 在基慧任教多年的您, 認為基慧是
一間怎麼樣的學校呢?

小： 請問您當初是因什麼機會成為我們
校友會的顧問老師的呢?
楊： 基慧小學是在一九八三年二 月開
校，而我是於一九八四年到基慧任
教的。多年來，教職員亦有不少的變
動，而我始終留守著基慧，可說是資
深的老師，但是如今亦要退下來了。
過去我所教過的學生真的不少，對
學校的情況亦頗為熟悉。由於基慧
有著這多年的歷史，自然有需要聯
繫多年的校友，為母校作出貢獻，正
因為此，校友會也就發揮聯繫校友
的作用。在數年前，我得到校友會主
席的邀請，與另一位資深老師黃潔
瑩主任，一同擔任校友會的顧問，主
要工作是擔任學校的聯絡人，為校
友會共同合作，提供適當的行政配
合，以期對學校作出貢獻。
小： 多年來您都非常支持校友會 的活
動, 是為什麼呢?
楊： 我支持校友會的活動是肯定的。因
為同學都是在基慧畢業的，對母校
自然有一定的歸屬感，但多年來，同
學升學的升學、工作的工作，以致未

楊： 基慧由開校至今已有二十七年多，

敍舊、到處逛逛等。我還
不知道自己是否能順利

行政管理制度均井井有條。多年來，

適應，求神給我開路吧。

在區內亦有一定的名聲，是一間優
良的好學校。基慧的老師均專心教

小： 最後, 請給我們一班舊生一點勉勵
的說話, 好嗎?

學，以往學校較少特別做些甚麼宣

楊： 我期望校友會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傳的工作，卻仍頗受區內家長的接

把一班舊生凝聚起來。以基慧二十

受。近年來，學校才順應潮流，進行

多年的歷史，已有相當多的畢業生，

了多一些宣傳活動，例如：設立校

舊生當中已在社會上擔任不同的職

網、編制宣傳小冊等。基慧的校風純

份，包括仍在港讀書的、往外國去發

樸，同學有禮守規、活潑可愛、熱愛

展的、從外國回流香港工作的、在家

學習。學校座落於私人屋邨附近，學

擔任家庭主婦的、在各行各業擔任

生大多來自中、上家庭，家長亦頗重

不同的職位等等。雖然發展的程度

視子女的學習，而老師均全部受過

各有不同，但是大家都有共同之處，

專業訓練，知識水平高，而且各人均

就是同一處根、從同一個大家庭裡

熱愛小朋友、用心教導、循循善誘，

畢業的，應該以基慧這個家為榮。大

校園整日充滿關愛文化。

家都已長大了，應該回歸這個家，為

小： 離開基慧的您現在正在做什麼呢?

這個家做一點事，參與學校響應的

楊： 萬物皆有定時。我在教育界工作亦

活動，為後學者作出支持，盡一分

已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是時候要離

力、一分心意，回饋社會。

開工作崗位，讓一些新力軍去補充，
所謂長江後浪推前浪，我相信補替
新的力量，一定會比我更好，學校、
學生亦因此得以更進一步。
我教學多年，一旦要離開工作崗位，

作為學校與校友之間的橋樑，使校

實在很不習慣，需要重新適應新的

友與學校重新聯繫起來，起著重要

生活。以往每天早上六時便要起床，

的作用。因此，校友會的活動是相當

然後便怱怱忙忙上學去，如今可以

值得支持的。

睡遲一點，大約七時三十分才起床。

歷?

看書、整理相簿、和朋友

有一定的規模與歷史，校內的課程、

能參與學校的事務，而校友會正好

小： 跟我們校友會有沒有一些難忘的經

務，不過還可以自由地

時間多了，我仍然要常常提醒自己，
不要躲懶。由於有較多的時間可用，
我每天早上都會到附近的海濱緩跑

楊： 我很欣賞校友會的一班幹事，他們

徑散步、做早操、曬太陽，大約一小

都很有心為校友會的工作而努力，

時後才回家；晚上飯後亦會再去一

定期舉行會議。最難忘的是看見他

次，同樣是一小時左右。每天早上運

們雖然各人都很忙，仍很認真的為

動、曬太陽，本來就是我夢寐以求的

校友會工作，做事亦從不馬虎，很有

事，可是，以往這只是奢望，因為每

頁2
第十期

ཆٱԄᙾ!
人生有幾多個十年? 校友會就是我的一個十年

邵斌

記得剛剛入校友會時, 我還是一個懵懵懂懂的中一生。第一個邀請我參加活動的人, 就是 FIONA。但若再追溯的話, 真正把我帶入
校友會的, 其實是陸主席。還記得當時一個白髮班班, 自稱為「校友會主席」的「老翁」走進我的課室, 說了一大堆話, 然後說要找
班代表。由於當時我是班上的班長,「順理成章」被他選中了……後來誤打誤撞下參加了 AGM 和 Summer Camp。之後又在迷迷糊
糊的情況下, 做了監委會幹事, 到後來「榮升」做執委會幹事。原來不知不覺間, 我已經在校友會待了十年了。
老套的說一句, 在校友會裏, 我真的學到了很多, 得到了很多。校友會的大部分活動我都會盡量參與。無論是做搞手, 或只是做一個
參加者, 每次都令我有不少得著。有人可能會認為校友會的活動不值得參與, 不好玩, 為何要浪費時間精神? 但我覺得, 值不值得在
乎於自己怎樣看「得失」。在這裡我學到一樣很重要的道理, 就是不要介意自己做得比別人多, 不要怕吃虧, 因為最後得益的還是
你自己。
趁著這個機會, 我想感謝一路以來照顧我們的師兄姐們, 你們教曉了我們很多;感謝師弟妹的參與和幫忙, 令校友會得以順利運作,
注入了不少新能量。在校友會的最大得著, 就是認識了你們, 一齊搞活動, 一齊玩, 一齊笑, 這些都是美好的回憶。
雖然很多時我們會遇到挫折, 運作上可能不太順利, 但在我心中, 校友會依然是成功的。它的成功在於帶給了我們快樂的回憶, 在
於令一班互不熟悉的陌生人團結起來, 在於令我們成為真心的朋友。
一直認為「十」是一個很完美的數字: 十全十美。在校友會的十年間, 雖不能稱得上「十全」, 但在我的心中已是「十美」了。

最初話做三年，三年又三年，三年又三年，十年
都嚟緊頭喇，呀 Sir!

有血有淚的校友會

當收到提議, 慧蘭 第十期 出版, 希望大家都可

的默契, 數之不盡的回憶, 永遠無法忘記的每一段經歷, 還有每一個合作無間

以寫一下個人感受, 還以為是易事, 十年過

的好戰友。

去, 當中無限大事小事樂事煩事喜事,隨便想起

毅力十足,永不放棄的陸主席, 風趣幽默的陸晞,帶給我們無限歡笑的邵斌, 鬼

已有多個經典, 但到真正落筆時, 又是另一回

主意多多的婉琳, 穩重的歐陽青儀女士, 最最最有禮貌的 Rosana, 風度翩翩的

事…..

正哥, 越趨成熟的彤哥哥, 還有各前執委會及監委會成員, 做事超高效率的

校友會, 這三個字, 對我而言就是: 一段段永恆的友誼, 一次又一次令人驚訝

當初開始籌備校友會, 完全無諗過後果, 或者係

Eda, 優雅高貴的 Carmen, 邏輯思維令人拜服的殷主席, 第一代原老阿池,阿 Ed,

無諗過有無後果, 以為只係一班人柴娃娃, 誰知

阿昭, CCM, 第一代三朵小花,普普,以及一眾忠心不二, 一定出現於每年

發展到後來又係另一回事, 在我而言, 真心對學

Summer Camp 和 AGM 的活躍會員 (如有遺漏,敬請見諒)。

校對老師對同學對整個團隊存在一份真感

就是這一班同樣來自基慧小學, 畢業於不同時期,各有專長的校友 抱著同樣

情, 但日子不斷向前, 無論自己或是身邊人亦不

的決心,向著同樣的目標, 犧牲了個人的休息時間, 造就出一段段令人無法忘

斷改變, 呢幾年對校友會感覺亦都唔同左, 早幾

懷的回憶, 有血有淚的 AGM,每年都是重頭戲的 Summer Camp,永遠有捧場客

年還期望可以改變, 可以再發展, 到近年, 明白

的燒烤晚會, 難能可貴的球類活動, 盡顯校友會默契和創意的週年晚會及基

要學懂放手, 單憑一份感情並非萬能, 路若要繼

慧開放日, 透過剛畢業校友讓家長認識各中學的升中分享會, 以至我們執委

續走, 天時, 地利, 人和, 缺一不可, 幸運地過去

會及監委會的內部聚會, 姜山兩日一夜營,窩心的生日會,聖誕派對, 火鍋聚會,

日子我曾經擁有過與你地相伴在旁走過的一段

新年團拜, 上海世博行, 挪亞方舟一日探險,陸主席最愛的“誰是兇手＂…….

路, 隨著時間, 大家都有更加多唔同嘅體會, 今

最重要的還有跨越一個甲子的友誼,永不磨滅的默契, 以及說不出的不捨。

日大家決定係呢個位置停下來, 只係成長嘅一

校友會, 謝謝你帶給我的這一切。

步, 過去一切盡留心底………

晞

祝願, 校友會的未來將會耀眼生輝。

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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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小記の最終回!
大家好! 又是我 M 小記! 這期應該是 M 小記的最終篇了……請大家好好品嚐吧!

回想起當初辦<<慧蘭>>, 想到用一個專欄, 由一名「記者」的角度報導校友會的活動, 到現在已經是第八期
了。老實說, 小記語文水平真的很一般, 平日又沒有什麼機會鍛鍊文筆, 雖然每次的篇幅不算長, 但卻花了
很多時間精神完成的。每次編輯提醒小記交稿, 其實小記心裡有很多個不願意……但想到半年只有這麼一次
機會, 能讓我們的校友知道校友會的動態及近況, 小記又打起精神了! 但這也令小記知道, 自己不適合做文
人的行業呀……

大家知不知道校友會是什麼時候成立呢? 登!登!登! 是 2001 年 11 月! 直到現在, 剛好是十個年頭。十年人
事幾番新, 這十年間, 內閣班子有新血的加入, 亦有舊臣子的離任。唯一十年都沒有變的, 應該算是十年來
都是同一位主席吧!

當然, 也有很多內閣成員和會員多年來給予了校友會無限的支持, 在此衷心的感謝你

們!

M小記特別篩選了一些歷年來的活動相片, 大家慢慢回味吧!

ኑיᐃ

2008 跨學科展及開放日

KWA 壁報版ȏ
2008 跨學科展及開放日

2007 跨學科展及開放日

2003 升中分享會

2009 跨學科展及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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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年人事幾番新；過去十年來陸主席一直帶領著KWA成長，當中經歷過不少次
的掙扎、蛻變、突破，憑著個人的堅毅與卓越的領導才能，贏得會內會外不少
人的敬佩與支持。即將要卸任的他，實在有百般滋味在心頭。今次校友名人堂
要為大家介紹的校友名人，就是人稱“威廉＂的陸偉霖主席。
陸主席在基慧1990年小六畢業，中五以後在英國留學，並在倫敦大學院校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土木工程系畢業，現職註冊專業土木工程師。
以下是我們透過電郵方式跟陸主席的對話。
W= 陸主席

C = 小記

C: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爲什麽十年前想創立 KWA 呢？當時最主要的挑戰是什麽？

W:

創辦 KWA 的念頭其實不止在十年前誕生，早在香港回歸前，我已經跟幾位同屆的小學同
學討論過，當時還跟一位資深的老師商討過我們的概念，但由於搞校友會不是同屆同學搞
小圈子的事，要顧及到歷屆和將來畢業的校友聯誼，這個念頭就歷史性的第一次被放棄。
直到 2001 年初，當時的陳校長、楊副校及家教會梁主席主動聯繫我和鄧國樑校友一起探討
開辦校友會事宜。心口掛起個勇字的我，拿起昔日的畢業同學錄，再加上楊副校手上的“黑
名單＂，不怕食檸檬的一個一個打（電話），幸好找到了幾位包括霍逸池、陸晞在內比我
年輕的資深校友與我一起並肩，為 KWA 打出個天下。當時遇到的問題與阻力很多，大都
關於校友會定位、會章和招攬會員方面，要知道歷屆以來有很多校友組成了很多零星的不
同屆別的小組，我常常說： They don't need new friends, but you need new members！這個是現
實，更是每個小學校友會都面對的最大難題之一。

C:

可以為 KWA 的十年發展，劃分不同階段和概括成幾個關鍵字嗎？

W:

回顧起來，從成立計起的首三年，是明顯的成長時期，而且成長的速度非常快，是蜜月期。記得 2004
年母校二十週年校慶，假荃灣區一直資中學搞 1000 人聯歡晚會，KWA 在該晚會的後台上擔當了舉足
輕重的角色，就在這個舞臺上把我們 KWA 的團結精神發揮的淋漓盡致，緊除的校慶晚宴和夏令營 2004
更乘勝追擊，把 KWA 的士氣推到歷史性最高。
往後的四年，為了要保持輝煌的戰績，就要務實地處理及協調會內各種事務，務求做好最好的準備去
迎接下一個高峰，是調整期。在 2005 年我在執委會裡就 KWA 的各方面提出了修訂和改善方案，其中
最大的突破就是形象電子化，加固了電郵系統、創立了 KWA 網頁、KWA blog 及 KWA
Facebook 等，亦因此加強了 KWA 與各校友的聯繫。而 KWA 唯一的會訊 - 慧蘭，亦在
2006 年創刊並每 6 個月跟大家見面。活動方面仍維持最少一年三個活動，除了夏令營
是每年的焦點活動外，KWA 更連續兩年（2007 和 2008）在母校的跨學科展覽及開放
日贏了最受歡迎攤位大獎，這些都是各工作人員努力耕耘換來的成績。
最近的三年，也許是難而避免的沉寂期。調整期過後，往往就只有兩個結果：盛或衰。
不幸地由於新力軍數目減少，工作人員亦因個人工作關係自然流失，一群實幹班子開
始青黃不接，KWA 的經營條件也變得越來越難。

<下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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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C:

十個寒冬雨雪，並不算短。對您而言，與職業上的工作相比或在生活上，KWA 的工
作有特殊意義嗎？您覺得留給您的最深刻印象的事件/活動是什麽呢？

W:

去年有個校友跟我講，不要只顧女兒桐桐，也要多照顧你的另外一個兒子 - KWA。
聽到了，表面的我還是笑著點點頭，其實內裡卻猛然感嘆。的確，過去近十年的時
光裡，我親手的孕育了 KWA，親手的接他出生，栽培他，不休的為他思量，陪伴他
成長，真的有如一個親生兒子。而我對這個兒子的責任、付出等，都已經成為我生
活上的一部份，是很自然的，義無反顧的，這點跟職業上的工作最為不同。在 KWA
裡的很多事和情印象都很深刻，實不能在此節錄，太多了！不過一班跟我“出生入
死＂的工作人員們最令我感動，沒有你們努力就沒有 KWA 的十年，沒有你們支持就
沒有 WL（William Luk）的堅毅，是你們過去讓 KWA 延續，是你們現在令 WL 感性。

C:

在處理大大小小的會務時，可否向我們分享您曾遇到的困難嗎？

W:

會務方面只要整個執委會團隊一同合力，其實沒有甚麼太大的困難。
搞活動方面，最頭疼和最煩厭的，莫過於做 invitation，往往打一百個
電話只有幾位校友有興趣參加。近幾年雖然有用電郵和 Facebook 等電
子工具幫忙，但要打的電話仍然很多，每一個活動成功的背後，負責
聯絡校友的工作人員都功不可沒。

C:

為 KWA 付出人生的十分之一，並不簡單。在這十年內，主席您有沒有這麼的一刹那、曾經對信念動搖
呢？是什麽成為您繼續工作的動力呢?

W:

哈哈！假設我沒一百歲，那豈不是我已花了超過人生的十分之一去為 KWA 付出？！而我著重的不單
是數量，那管它是人生的五分之一；我著重的是質量，是對 KWA 的那份關注和熱情，這方面可遠超過
我十分之一的精神呢！至於信念動搖，確實是有的，一直以來有很多會內發生的難題要處理，作為領
導就需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樂而樂，還未到後樂之前又開始先憂下一個，要先憂心的事情也
就未免太多了罷！但是每當憂心之際，信念或開始動搖之時，每每都能憑著堅毅和執著去感染其他工
作人員一起拼搏，往往能成功衝浪，動搖過後信念總是能恢復的，關鍵就是 self-motivation。

C:

最後，可以請您對 KWA 說幾句話嗎？

W:

選擇引退的原因，部份是因為個人職業上的工作日漸繁重，但更主要是看準了
KWA 蛻變的時機，要擺脫墨守成規的慣例，必需要有新的沖擊新的環境，寄望
新的領導班子能帶給 KWA 新的視野新的思維，繼續為校友服務，為母校貢獻。
也許我創辦校友會的經歷，和經營校友會這十年的經過，都能記載到 KWA 歷史
裡面，讓這份對母校的情懷，對信念的執著，延續下去，永無休止。

謝謝陸主席接受慧蘭的訪問，也在此代表眾多會員，謝謝William一直的付出。祝願
您放下主席的重擔後，可以更盡情享受美滿的家庭生活和為繁重的工作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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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2005

2001 - 2003
第一屆執委會

第二屆執委會

第一屆監委會

第二屆監委會

主席

陸偉霖

主席

殷子俊

主席

陸偉霖

主席

殷子俊

內務副主席

霍逸池

副主席

魏孝文
(*鄧國樑)

內務副主席

霍逸池
(*張偉文)

副主席

李曜彤

外務副主席

鄧國樑
(*陸晞)

秘書

陳康華

外務副主席

陸晞

秘書

邵斌

執行秘書

陸晞
(*歐陽懿德)

委員

*魏孝文

執行秘書

歐陽懿德

委員

楊婉琳

財政

何嘉敏

委員

歐陽青儀

財政

何嘉敏

委員

會員事務秘書

蔡敏婷

會員事務秘書

麥家輝
(*蔡敏婷)

活動籌劃秘書

張偉文
(*梁耀昭)

活動籌劃秘書

張偉文

宣傳事務秘書

黃南奇

宣傳事務秘書

黃南奇

資源拓展秘書

周駿文

幹事長

周駿文

* 以上內部重組由2004年1月12日生效

*麥家輝

* 以上內部重組由2002年9月3日生效

2005 - 2007

2007 - 2009

第三屆執委會

第三屆監委會

第四屆執委會

第四屆監委會

主席

陸偉霖

主席

殷子俊

主席

陸偉霖

主席

殷子俊

內務副主席

張偉文

副主席

李曜彤

內務副主席

蔡敏婷

副主席

李曜彤

外務副主席

陸晞

秘書

邵斌

外務副主席

陸晞

秘書

黃南奇

執行秘書

歐陽懿德

委員

楊婉琳

執行秘書

歐陽懿德

委員

金佳穎

財政

何嘉敏

委員

歐陽青儀

財政

何嘉敏

委員

譚銘恩

會員事務秘書

蔡敏婷

會員事務秘書

邵斌

活動籌劃秘書

陸偉正

活動籌劃秘書

陸偉正

宣傳事務秘書

周駿文
(*胡舜普)

宣傳事務秘書

歐陽青儀

資源拓展秘書

楊婉琳

資源拓展秘書

黃南奇

* 以上內部重組由2006年11月18日生效

2009 - 2011
第五屆執委會

基慧小學校友會會訊

第五屆監委會

主席

陸偉霖

主席

金佳穎

內務副主席

蔡敏婷

副主席

何嘉敏

外務副主席

陸晞

秘書

麥珮鈿

執行秘書

謝潔瑩

委員

李梓雋

財政

李曜彤

委員

楊子樂

會員事務秘書

邵斌

活動籌劃秘書

陸偉正

宣傳事務秘書

歐陽青儀

資源拓展秘書

楊婉琳

慧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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