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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林素秋（71年𦏸社）

各位校友：

　　大家好，轉眼又一年，新一屆職員會
已於3月8日誕生，我被推選為會長。今屆
職員有為本會服務許多年的資深校友，亦
有2000年後畢業的新血，不同年代的培道
女兒各自奉獻自己的才能，服務校友，真
使人鼓舞。我期望大家繼續互勵互勉，群
策群力，令會務得以邁進。

　　9月6日本會舉辦了「中秋迎月夜」，同
場還舉行由校友製作的「我最喜愛的美食」選舉。職員會更於10月
28日組隊參加廣州校友會的歡樂日，同行有校長、趙助校、校友校
董、前顧問、正副會長及部份職員。我們更準備了兩首詩詞在大會
上朗誦，眼見廣州師姐們個個精神奕奕，有高歌、有起舞，大家歡
度了整個下午。

　　2014是特別的一年，除了三年一屆的職員會換屆，校友校董
亦於9月1日開始由伍小儀校友接任。我們一方面製作了行事曆，方
便日後工作，更開始整理會員個人資料，由於數目不少，如校友個
人資料有變更，懇請主動通知本會，希望減少退回郵件。

　　學校劉麗珍副校長提早退休，接著服務了母校15年的曾綺年校
長亦將於2015年8月榮休；與曾校長相處這些年，在她的提點下，
我小心翼翼的走過每段路，校友會的會務得以穩步前進。內心縱有
萬般無奈與不捨，仍要面對現實，唯有祝願她開展另一人生新階
段。

謹祝各位

　　新年進步，身心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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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 年度校友會職員

後排由左至右：尹秀芳、嚴德貞、陳靜儀、楊慧雲、陳麗芳、盧淑恩、陳燕珊、蔣玉琼、
　　　　　　　李潔瑩、陳　英

前排由左至右：伍小儀、葉慧中、梁淑冰、香沛蔚、曾綺年校長、林素秋、馬月香、廖蕙芳

當然顧問：	曾綺年校長
會　　長：	林素秋			（71年𦏸社）
副 會 長：	梁淑冰			（70年 社）						香沛蔚			（73年智社）
文　　書：	廖蕙芳			（79年旼社）						李潔瑩			（89年翯社）
司　　庫：	楊慧雲			（87年山宣社）
宗　　教：	葉慧中			（79年旼社）
康　　樂：	伍小儀*（75年崝社）						陳　英			（75年崝社）
	 陳靜儀			（76年晅社）						馬月香			（76年晅社）
庶　　務：	嚴德貞			（79年旼社）						陳燕珊			（05年峰社）
聯　　絡：	蔣玉琼			（75年崝社）						尹秀芳			（75年崝社）
	 陳麗芳			（89年翯社）						盧淑恩			（03年曜社）

*校友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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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中學部 - 曾綺年校長

　　近日我和周的兒校友前往江蘇鎮江參加崇實女子中學130周年校慶暨研討會。原來這所
學校創立時是女校，後來命名為鎮江第二中學，至最近不但復名亦停收男生，恢復只收女生
的傳統。是次赴會讓我們得知中國政府近年鼓勵辦學多元化。女子擔任母親的角色，對傳遞
文化任重道遠，具深層影響，故在多地恢復辦女子教育或在校內辦「女子班」，可見女子教育
實在有其獨特價值。香港培道至今仍能維持基督教女子中學的定位，是十分寶貴的。127年
的培道精神每天都在孕育及塑造著我們每位培道女兒。

　　各位校友，我能夠在培道擔任校長實在是一生中最大的恩典。2000年開始，每一天我都
以「為主而作」的心去面對教育重任。今年8月我將完成第15年的任期亦已屆退休之齡。在此
謹向各位校友道別，並感謝您們多年來的支持。不論是在學校重建的日子或是各地校友會孜
孜不倦的工作所表現的投入和熱情，都令人難以忘懷。

　　培道將會踏進新階段；是神為我們預備的另一段美好的旅程。

　　願神的恩惠與慈愛永遠與您們同在。

親愛的校友：

　　本校於1888年在廣州創校；1945年在港設分校，至今
已70年。回想過去不論在任何境況，學校仍不斷成長。就
如人生有不同的季節，有喜樂、成功的時刻，也有低沉陰
暗的日子，但在神的手中，每一個日子也是祂命定的，按
著祂的美意，無論是任何一件臨到我們身上的事，祂也能使
之成為美好。

　　記念培道在港70載，我們沒有特別的慶祝活動，只盼學校仝人
在每天的生活中實踐「愛誠貞毅」的精神，做著各樣裁種和澆灌的功夫，仰賴叫人生長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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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小學部及幼稚園 - 陳敏儀校長

　　有一次早禱時間，我與同學分享香港電台第一台的廣播節目「放
眼世界」—將先人骨灰送到太空的趣聞。為了延伸同學聆聽後的感
想，早禱結束前，我邀請同學為校長(本人)將來存放骨灰的位置
作出提議，並申述其中理由。同學們提出很多有趣的建議，然
而，最多同學選擇的地方是我們的校園，包括校長室。他們
認為將校長的骨灰長放校園，校長離世後就會保佑學校。當
然，這或多或少是源於中國人對死後世界的觀念。另有一些
同學認為，校長十分喜歡接觸同學，「留」在學校，就可以日
日見面！雖然，我不會預知將來的事，然而透過同學的回應，讓
我見到過往四年在校長崗位上的事奉，他們已將我和學校連在一
起。

　　還記得上任這崗位的第一年初，心裏很期望上帝為我們預備更大的地方。因為，經常有
申請入學的家長坦言「這校舍實在太細，如果多點地方就完美了!」我當然知道沒有完美的學
校，但是，校舍的大小、設備等都是家長考慮是否讓子女入讀的重要因素。可是我這想法卻
在一次教師培訓前，被一語破的。

　　話說上任這崗位的第一年，我邀請了黃寶財教授到校為老師作培訓。黃教授駕車進入校
園，我隨即上前迎接。他一踏出車門就說：「你們的校舍很『骨子』!」我想也不用多想，就
立即回應：「很細！」黃教授隨即接道：「小學校辦大教育。」當時，我自覺慚愧。雖然黃教
授個子不太高大，但是，這刻他彷似一個巨人。我竟然如此狹隘，然而從這刻開始，我「長
大」了。

　　教育——人是當中最重要的元素。有時候，當同學們已放學，大部份老師都已下班了，
我愛獨個兒在校園走一遍，仔細察看校舍的每個角落，觸摸學生的作品、牆壁。更愛看看創
校的碑誌，「認識」過去為學校付出過的先賢。感覺自己有幸成為培道人，更感恩成為這所辦
大教育的學校裏其中一位校長。

　　培道的確是一所滿有恩典的學校，在過去四年的事奉中，看見學生的人數逐漸增加。由
四年前全校七百多人，增至今年一千多人。隨着人數增加，教育的多元化發展，學校的空間
已見缺乏。每天早上，我們在禮堂及停車場為同學設有羽毛球及乒乓球活動，約半小時的活
動完結後，工友、老師和同學就要齊心合力還原場地，讓其他教學活動可以繼續進行。每次
見到他們努力地收拾，期望有更寬敞校舍的念頭又會再次燃起。心想如果有足夠的空間，同
學就可以有較充裕的時間進行練習，老師就更有彈性運用場地與學生一同活動，大家就不用
每朝都「早行早拆」了。我不知道在神的計劃中，是否已預留了這項工程，這個心願最終可
否實現。然而，我仍誠邀每位培道人，多為我們禱告，記念我們的孩子們，祝福我們眾同工
每天的事奉，願神的恩典成就這莫大的教育工程。

小學校，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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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財政報告

HK$	

1)	禤偉靈校長獎學金 128,912.97

2)	蘇恩立校長獎學金 71,393.68	

3)	校友會獎學金 15,041.95

4)	慈光獎學金 16,633.50	

5)	陳沈呂香校友獎學金 72,000.00

A)	會費
　永久會員
　應屆畢業永久會員
　普通會員

HK$500	x	15位
HK$100	x	58位
HK$40	x	14位

HK$
7,500.00
5,800.00		
560.00

b)	售賣紀念品(環保袋，即影即有相，
					影集及閃石襟針)

7,755.00	

收入： HK$ 支出：	 HK$

餐費　 69,150.00 餐費 61,000.00	

其他收入： 紀念品及抽獎獎品 9,617.80	

出售飲品/紀念品 11,	285.00 雜項： 2,937.10	

盈餘： 6,880.10	

合計： 80,435.00 合計： 80,435.00

鳴謝： 

收入： 人數：			HK$30	x	50人 HK$	1,500

飲品：			HK$5	x	21 HK$	105	

支出： 食物 HK$	1,007.9		

盈餘：				 HK$	597.1

HK$

校友會帳戶總結存 272,595.70
(截至2014年11月30日為止)	

HK$

印製校友會通訊（3,000本） 14,500.00	

郵寄校慶函件予校友 15,698.00

獎學金結存：

126周年校慶聚餐(3月8日) —— 收支簡報
地點：培道中學	-	禮堂及學生餐廳　　　盆菜宴筵開	54席，	出席校友共600人	

2014年度特別收入紀錄： 

抽獎禮品及各項贊助：	
梁志衡校董　連裕禎校董　鄭祖澤校董　陳蕙恩校董
培正同學會　曾綺年校長	
周的兒（67年晨社）　林素秋	（71年𦏸社）　馬月香（76年晅社）　巫楚如（78年峘社）
葉慧中（79年旼社）　廖蕙芳（79年旼社）　吳嘉華（89年翯社）　李潔瑩（89年翯社）
張翠茵（89年翯社）
特別鳴謝08年嵩社校友協辦盆菜宴	

2014年9月6日中秋晚會收支簡報

2014年度特別支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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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  (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30日)

校友會經費 HK$
李劉素珍（66年嶸社）
蔣玉琼		(75年崝社)
林潔麗（79年旼社）
林潔美（79年旼社）
林梁英（81年嵐社）
張　婷	（61年岱社）
黃秀萍（81年嵐社）
古翠玲（75年崝社）
周的兒（67年晨社）
巫楚如（78年峘社）
方詠娟（71年𦏸社）
歐棣華（群社）及64年崎社
何鏡煒校監
74年羽青社及75年崝社校友
陳蕙恩校董
周德深（培小）	（US$300）
朱少華（79年旼社）
歐陽惠華（83年翾社）
陳漢喬（74年羽青社）（US$1,000）
三藩市校友會	（US$510）
合計	

300.00
500.00
800.00
300.00
500.00
1,000.00
100.00
1,000.00
1,000.00
500.00
50.00

2,700.00
700.00
600.00
300.00
2,221.52
1,000.00
500.00
7,661.00
3,917.71
25,650.23

校友會獎學金 HK$
張靜蘭	(75年崝社)
陳婉芬	(75年崝社)
何念恩	(74年羽青社)
謝明芝	(85年景社)
郭莉絲	(51年翔社)
逸名校友
朱少華	(79年旼社)
林奕愛	(74年羽青社)
李艷萍	(69年岭社)
梁麗冰	(74年羽青社)
董星蘋	(55年嶔社)
歐陽惠華	(83年翾社)
合計：

3,000.00
3,000.00
500.00
500.00
2,000.00
100.00
1,0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12,600.00

蘇恩立校長獎學金 HK$
李寶寧	(89年翯社)
合計：

100.00
100.00

禤偉靈校長獎學金 HK$
李艷萍	(69年岭社)
林少宜	(63年翎社)
侯澤嫻	(63年翎社)
朱惠珍	(63年翎社)
合計：

500.00
2,000.00
3,000.00
500.00
6000.00

2014 年度各獎學金支出 (HK$)：
	中學部 	小學部

禤偉靈校長獎學金 	-	 	800.00	
蘇恩立校長獎學金 	1,500.00	 	1,200.00	
校友會獎學金 	2,600.00	 	1,100.00	
慈光獎學金 	400.00	 	400.00	
陳沈呂香校友獎學金 	1,000.00	 	-	
合計： 	5,500.00	 	3,500.00	

2014年度校友會各獎學金獲獎名單

中學部

小學部

禤偉靈校長獎學金	——	本屆從缺

蘇恩立校長獎學金	——	全校服務獎
六貞		孫敏希　五貞		劉梓楹　五道		黃芷晴

陳沈呂香校友獎學金	——	理科優秀表現獎
五愛		羅爾雅

慈光獎學金	——	學業成績優異獎
六貞		余嘉榆

校友會獎學金	——	全才獎
六貞		姚嘉琳

校友會獎學金	——	服務獎
六愛		馮熙柔					六愛		李文靜					六愛		楊子瑩

禤偉靈校長獎學金	——	全小學品學兼優獎
六愛		蘇啟諒

蘇恩立校長獎學金
全校服務獎	 			五誠		黎璟欣
操行獎	 			六愛		林栢思
	 			六誠		余曉晴
	 			六貞		胡景朗

慈光獎學金	
六誠		郭晞桐

校友會獎學金	
全才獎	 五愛		梁慧怡		
服務獎	 六貞		黃海瀅

5



各地校友會近況

後排右二是孔敏玲會長，後排左二是聯絡人唐麗雅

美東（紐約）培道校友會

羅省培道校友會

唐麗雅 (08年暐社)

　　2014年10月18日於紐約的
東來酒樓舉辦了校友午餐聚會，
一共有18人出席。當日聚會眾人
歡聲笑語，其樂融融，實在是難
能可貴的相聚時間。聚會期間，
選出了孔敏玲為新一任美東校友
會會長，唐麗雅為聯絡人。

（一）基督教六校聖誕聯歡餐會記盛

　　2013年12月15日晚的基督教六校聯歡，已是第廿九
屆。那晚的餐會特別熱鬧，我們培道參加人數最多	（坐
滿六席），節目輕鬆（大家隨意跳舞）。開會儀式隆重，	由
各校代表持新製的校旗依次入場，培道的代表有五位：
兩位會長簡豔容和黃令儀、嶸社李安如、峨社林美屏及
培道小學校友—男生周德深。他穿上齊整的西服、結上
培道校呔，好不神氣！四位女同學，穿起白色旗袍，黑
鞋白襪，戴上校章，簡直是中學生模樣，青春活潑，好像剛出校門的少女，全場矚目！

　　本來六校籌備會提議：各校代表都穿自己的校服出場。但聚會時，其他學校只有一些男
生戴校呔，女生只有我們培道做得到。原來幸得簡豔容的努力，她及時寫信到香港給曾綺年
校長，要求訂造校服，還請校長幫忙寄來一張有鋼琴伴奏、培道同學齊唱校歌的錄音	CD，
所以當我們起立唱校歌時有	CD	助陣，不但使我們的歌唱「聲勢浩大」，而且由心中唱出對

母校懷念感恩之情！我們衷心感激曾校長
給我們的鼓勵和幫忙，把校服、校章、刊
物、125	 周年校慶演出	Sound	of	Music	
的	DVD	一大包用空郵寄來。這使我們當
晚可以興奮地戴上校章出席。我們領到大
禮物後，歡天喜地，立即簽寫賀卡向曾校
長道謝，並祝她和母校仝人聖誕快樂！

（圖左）左至右：
周德深、黃令儀、李安如、
簡豔容、林美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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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羅省培道校友會春季聚餐

　　當天聚會採用歐美流行的Pot	Luck形式。參加聚餐的校友各自攜帶自己喜歡的食物到
場，與眾人分享。那天更是「黃花崗青年節」，大家一起緬懷在校時植樹紀念的情境，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正是代表母校對同學們培育的苦心！

2014年3月29日星期六	上午11:30	
Courtyard	Community	Room	and	Patio	Atherton	Baptist	Homes
214	S.	Atlantic	Blvd.,	Alhambra,	CA	91801

溫哥華培道校友會 陳燕美 (74年𦑊社)

　　2014年2月15日，在寒雨濕黑的晚上，温哥華培道校友們，懷著「愛誠貞毅」的精神，
聚會在東區的一所酒家，歡賀馬年的新春。出席校友連親屬，筵開六席，寒喧擁抱，情緒熱
烈高漲。

　　本屆成功組閣的校友會幹事，
芳名如下：

會長：鍾允文〔76年晅社〕
文書：陳燕美〔74年羽青社〕
財務：鄺新梅〔62年昱社〕
康樂：朱慧君〔83年翾社〕
聯絡：林祺詠〔68年翕社〕、
　　　鄺新梅〔62年昱社〕
協辦：徐仲莊〔68年翕社〕、
　　　焦力怡〔74年羽青社〕

　　是晚由陳燕美司儀，鍾允文頒發紀念章、報告會務及致謝詞，陳珮瓊顧問〔54年翱社〕
餐前祝禱，朱慧君主持抽獎及餘興。尤需致謝者是兩位校友的丈夫的義務協助，一位擔承佈
置，攀高舉重；一位能言善導，增添歡樂氣氛，為晚會生色不少。

　　筵席菜式豐富，校友談笑懷舊，彷復童真。餐後同歌〈全因為你〉，敬頌母校，始盡歡而
別，再期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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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多倫多）培道校友會 陳維平 (74年𦑊社)

（一） 安省培道校友會於	2014	年	7	月	13	日收到會長陳寶文的辭職信，雖然校友會各人都感
到惋惜，但為了尊重寶文本人的意願和其私人的理由，我們亦欣然接受會長旳請辭。
並祝願寶文對社會有另一番貢獻，享受她另一頁的人生樂章。

	 會長一職由副會長黃炎美接任，即時生效。

（二） 2014	年	11	月	8	日安省培道校友會舉行慶祝十週年聚餐晚會，地點是龍騰金閣	2301	
Brimley	Road,	Scarborough。

當天多倫多天色灰暗，氣溫徘徊在五、六度之間，一直下著雨，不過，這情況並沒有
減低負責籌備和參加活動的校友們的熱情。	

晚會由唱國歌、校歌掀起序幕，接著由黄廣頤牧師禱告、會長致詞。然後播放香港母
校寄給我們的何鏡煒校監的賀詞和曾綺年校長的勉勵視像。跟著的活動有玩遊戲、表
演節目和抽獎。曾校長還寄來一些紀念品作當晚抽獎之用，真是錦上添花！	

當晚共有145位來賓，其中有幾位友校校友會代表，他們分別來自培正、培英和德貞等
友校。除了派代表參與外，他們更送來賀禮用作抽獎。

這個晚上就在豐富的美食和愉快的笑聲中度過，最後眾人合唱「朋友」和「祝福」作為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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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友會通訊處
香港培道校友會
會長：林素秋	71年𦏸社 					副會長：梁淑冰 70年 社							副會長：香沛蔚	73年智社
電話：（852）2336-1706〔香港培道中學〕
Email：cp_alumni@pooito.edu.hk
Web	Page：http://alumni.pooito.edu.hk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pooitoalumni

澳門培道校友聯絡處 
聯絡人：李寶田校長	
地　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263號澳門培道中學
Web	Page：http://pooito.edu.mo/index.htm

廣州培道校友會（廣州市第七中學）
聯絡人：陳孟陵	50年旭社
地　址：中國廣州市東山煙墩路28號	廣州市第七中學

羅省培道校友會
會長	co-chairs	 簡艷容	(Christina	Kan)	72年峩社	 christina.kan@pamc.net
	 黃令儀	(Rosalind	Young)	64年崎社	 rosalind_91125@yahoo.com

德州培道校友會
聯絡人：陳瑞琦（Sui	Kay	Chan	Ku）54年翱社	 sk0730@aim.com		

美西（三藩市）培道校友會
會長：黃麗娟	(Cindy	Wong)		70年 社	 cindyhkusa@yahoo.com

美東（紐約）培道校友會
會　長：孔敏玲	(Esther	Wang)	73年智社	 esther4wang@mahsfamily.net
聯絡人：唐麗雅	(Liyad	Tong)	08年暐社	 liyadtong@gmail.com

安省（多倫多）培道校友會

會　長：黄炎美	(Lolita	Wong)	 loliyow@hotmail.com
副會長：黃綺華	(Eva	Wong)	 evawongho@gmail.com
General	Inquiries：pooi.to.ont@gmail.com
Web	Page：www.pooito.com

溫哥華培道校友會

會長：鍾允文（Linda	Chung）76年晅社	 lindachung16@hotmail.com	
General	Inquiries：vptaa@yaho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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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道126周年校友日，適逢是三八婦女節。我們一眾女將，早早回校佈置，下午二時便
列陣歡迎到校的老師和校友們。2014年校友日，同時是兩年一次的校友校董選舉投票，晚上
更舉行培道中學126周年暨校友會盆菜宴，節目豐富，多彩多姿。年會於三時半舉行，今年
剛好是校友職員會換屆，新一屆職員接棒繼續努力為母校服務。盆菜宴假大禮堂和學生餐廳
舉行，筵開54席，場面非常熱鬧。在曾校長帶領大家高唱	Pooi	To	will	shine	後，晚宴即告開
始。當日的熱鬧開心場面，大家可從花絮照片中分享得到。今年校友日定3月14日下午三時
正在學校舉行，晚上假樂富中心富臨皇宮酒樓聚餐，我們熱切盼望與大家相見！

三八校友日，晚上舉行盆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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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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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月明人共
望， 萬 千 歸 思 在 江
湖。」正是今晚（2014
年9月6日）培道女兒的
心情。日落西山，大家
匆匆放下手中繁重的工
作，齊齊趕回母校，出
席校友會一年一度舉辦
的中秋迎月晚會。今次
活動有五十多人參加，
曾綺年校長百忙中蒞臨主持亮燈儀式，霍彩荷老師亦應邀參與盛會，她們的出席，令大會生
色不少！

　　六時左右，校長、老師、校友們魚貫進場。校園掛滿彩色繽紛的花燈，上面吊著燈謎，
迎風招展，似在迎接嘉賓。夜幕低垂之後，燈光配合校園盛開的鮮花、婆娑的樹影，霎是好
看，氣氛迷人！

　　我們還準備了豐富的食物，有校友會職員的傑
作，更有校友帶來超水準的廚神級美食，各式食品一
列排開，琳瑯滿目，因為今晚的節目除了猜燈謎外，
還舉辦了「我最喜愛的美食」選舉。

　　良辰美景之下，師生聚首，大家一面享用美食，
一面閒話家常。時而舉杯邀明月，欣賞銀光一瀉而下
的月亮，時而看看綵燈吊著的謎語，沉思答案，大家
樂聚一堂，歡欣無限！

　　最後美食選舉的結果出來了，是好食（註）成
雙，冠軍成雙，一苦（話梅涼瓜）一甜（泰式千層
糕），正正是我們人生起伏的寫照，但願培道女兒此
後甘苦與共，同譜美麗人生組曲！	

註：「一簞食，一瓢飲。」
（論語）食音自。

中秋迎月晚會
陳英（75年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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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聚懷舊向前—記2014年10月28日
「培道歡樂日」    廣州培道校友會宣傳組

　　金秋十月，天朗氣清。150多位廣州培道校友喜氣洋洋，歡聚一堂，共度節日。

　　當天培道姐妹們早早地來到會場。雖已是年過七旬的老者，個別還柱著拐杖、或坐著輪
椅，但個個都精神奕奕。整個柏悅大廳沸騰起來—熱情的招呼，親切的問候，深情的對話，
其樂融融。

　　不久，香港培道曾綺年校長率領一行十二人代表團到達，全場熱烈鼓掌歡迎。最難能可
貴的是廣州七中的黨委書記、校長在百忙中，全程參加我們的活動。

　　「歡樂日」活動由齊唱培道校歌，拉開了序幕。曾優鮮校長、劉其祥書記和曾綺年校長先
後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接著是廣州培道校友會副會長劉惠香致詞，會長陳孟陵向香港培
道送上祝賀。

　　廣州七中的承傳，香港培道的發展，令校友們倍感欣慰與鼓舞。

　　當天餘興節目眾多：有令人感動的「姐妹班會合」節目、有文質彬彬的詩歌朗誦和歌唱
表演。其中曾綺年校長指揮全場合唱「培道永放光芒	Pooi	To	will	shine」掀起了音樂節目的

曾優鮮校長（右三）與劉其祥書記（左二）出席聚會

素秋會長致送禮物予
廣州培道校友會

師姐精彩的獨唱

出席「培道歡樂日」的香港代表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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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其後由不同屆別校友表演獨唱，歌聲悅
耳，繞樑三日。更有老校友鍾信堅撰寫培道校
訓和祝詞。校友鄭志莊講述她106歲老母親的長
壽體驗，還即席吟唱其母親自編歌詞的《快樂老
人》，引起與會者的共鳴。

　　16個級社積極參與，又表演了豐富多彩的
節目，大家共進簡約午餐，充分體現了《歡樂懷
舊向前》的主題，更彰顯培道精神的凝聚力。

　　「歡樂日」在〈歌唱祖國〉的雄壯歌聲中圓滿
結束。祈盼明年又相聚！

廣州師姐們的獻唱

香
港
培
道
代
表
團
與
廣
州
校
友
會
職
員
合
照

廣州培道校友會各職員

陳孟陵會長致送紀念座予曾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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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應屆「翮社」新校友 蔣玉瓊（75年崝社）

　　應屆「翮社」的畢業典禮於2014年5月23日在母校大禮堂舉行。校友會當然把
握是次機會進行新校友招募活動，吸納這批「新力軍」。

　　當天校友會在母校入門顯眼處設置攤位，事前更準備了拍攝道具	——「翮社畢
業班」，「我係培道人」等色彩鮮明的字板供同學拍照使用，同時更增設即影即有拍
攝服務。以上兩個項目很奏效，同學們見到拍攝道具板及可提供拍照服務，顯得非
常雀躍，紛紛前來攤位，在我們校友會的職員用心及熱情推介下，紛紛以特惠會費
加入為校友會永久會員，有些同學更購買校友會的紀念品。

　　是次我們成功吸納了數十位同學加入為新會員；除了得到應屆同學們的支持
外，還要謝謝校友會各職員及義工們的用心及忘我協助是次招募活動。

　　筆者希望往後有更多同學及校友加入校友會，繼而積極參與母校的各項活動。
承傳校友會的宗旨—促進校友間的友誼和交流，發揚愛神愛人的精神和輔助母校的
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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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校友校董 — 伍小儀

培道 125 周年特刊

　　自從「法團校董會」條例實施後，所有資助學
校的校董會，除了辦學團體成員組成外，還需加入
「教師校董」、「家長校董」和「校友校董」。作用是
希望「校董會」這個管理學校的組織能包含了辦學團
體、教師、家長和校友各個學校持分者的聲音。

　　校友校董每兩年一屆，選舉在3月第二個星期六
的校友日舉行。新一屆的校友校董選舉，已於2014
年3月舉行，有兩位校友參選，結果由75年崝社伍
小儀勝出。任期由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是次校
友校董選舉，打破歷來只有一位參選者自動當選的
記錄，校友願為母校服務的精神是可嘉的。

　　培道中學為紀念創校	125	周年，於	2014	年	3	月出版特刊，這本正方開度（285mm	x	
285mm）共100頁的特刊，內容豐富。內文共分四大部份：

•恩典之路—校史

•記取愛誠貞毅125周年—這部份包括校友分享、
感恩崇拜、學治會慶祝活動、校友日、音樂
劇、台灣交流及聯誼並畢業典禮。

•各展風姿—各班團體照

•繼往開來—學校精神的延續。當中包括：基督
是主、學校是家、學習為本、中英兼擅和全人
教育。

　　最後的附錄更見精采，七篇附錄，見證著七
位曾為培道教育奉獻不少心力的校監和校長們。
他們分別是：林子豐博士、溫耀斌校長、李清心
校長、禤偉靈校長、巫德坤校長、鄺少蓮校長和
蘇恩立校長。

　　特刊每本100元，有興趣選購的校友可與學校校務處聯繫。

伍小儀校友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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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校歌，你的認識有幾多？
　　打從入學的第一天起，培道同學便要學習用普通話頌唱我們古老的校歌。也許你會認
為，那些艱澀難懂的古語，已把你弄得暈頭轉向，但今天筆者要談的，是一個看來淺易，卻
又大有學問的問題—究竟校歌應如何標點呢？

　　不少同學按照音樂的旋律，以為句號放在長拍子的地方，其實是錯的。只要我們明白歌
詞內容，還有對文體格律有基本的了解，培道校歌的標點是不難處理的：

1. 體裁

　　我們的校歌，仿《楚辭》的風格，上句用「兮」結束（「兮」就是感嘆詞「啊」），下句承
接，上下兩小句（短語	/	分句）才完成一個較完整的意思。如果用現代標點，兩小句之後可以
用分號或句號。注意「兮」是放在起句的位置。

　　因此我們校歌的主要內容是非常整齊的四句，字數是：首兩句5+4、跟着兩句5+5。至
於最後一句單獨出，則是總結全首，也是回應第一句。

根據資深語文導師、 社鄭恩眷校友的分析，理由是這樣的：

2. 押韻
我們的校歌是押韻的：
培道同學兮，愛誠貞毅（去聲「未」韻）。(；)
四德俱備兮，無往而畏（去聲「未」韻）。
當茲社會兮，釜鳴而螗沸（去聲「未」韻）。(；)
毋惶毋惑兮，毋悲毋噓唏（去聲「未」韻）。
培道同學兮，記取愛誠貞毅。（末句重複首句，去聲
「未」韻）

　　學校印發的資料很多時不加標點，但會分行，分法
是正確的。

　　由於篇幅所限，筆者是次只能分享校歌的一小部
分。謹此鳴謝鄭校友賜教！

(編者按：噓唏亦作唏噓，歔欷。欷：有兩音，《康熙字典》香衣切，
音希、許既切，音餼。校歌押去聲韻，歔欷，讀若虛氣。屈原《離騷》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

培道同學兮，愛誠貞毅；
四德俱備兮，無往而畏。
當茲社會兮，釜鳴而螗沸；
無往無惑兮，毋悲毋噓唏。
培道同學兮，記取愛誠貞毅。

培道同學兮，愛誠貞毅。
四德俱備兮，無往而畏，當茲社會兮。
釜鳴而螗沸，無往無惑兮，毋悲毋噓唏。
培道同學兮，記取愛誠貞毅。

對	✓ 錯✕

培道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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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三兩知己喁喁細語或是埋頭苦讀，大家在這裡渡過了多少個寒暑。荷花池是校園最
美的地方，校友們都很珍惜和緬懷這個荷花池。

　　由舊校舍重建後的荷花池更具時代色彩，現時的荷花池由陳國煌博士捐贈以紀念香港浸
聯會及九龍城浸信會幹事陳光振先生。石桌石椅則是幾十年前由翕社校友送贈的。

68	

年
翕
社
校
友
送
贈

昔日舊貌

今日新姿

荷花池——我們的集體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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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是羽青社同學畢業離校四十
年，三月校友日舉行加冕儀式。在港
的同學早已廣邀移居外地的書友仔回
港一遊，除參與3月8日的校友日活動
外，更安排了3月9日整天節目行程，
來個好好的大團聚。這次遠道而回的有
來自紐約的陳漢喬、三藩市的李燕婷和
伍詩卿、西雅圖的黃燕琴、溫哥華的陳
燕美和澳洲悉尼的何念恩。因著先進
的科技，世界早已是個地球村，利用
whatsapp聯系，天涯若比鄰。然同學能活脫脫的出現在身旁，大家起勁地爭著說話，笑到
捧腹的嘻嘻哈哈，彼此重唱當年的音樂歌曲，那情那景那感覺又很不一樣！

　　3月9日早上我們從沙田公園起步，沿海濱長廊走到科學園，在小白鷺餐廳午膳。下午遊
中文大學，晚上在又一村會所晚飯，節目相當緊湊，大家有著充沛的體力。感恩能有這回海
內外同學的相聚，機會確是難能可貴，正如俗語所云：人生還有多少個十年呢！四十年對我
們而言，更是不敢期盼的了！

74 年羽青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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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年翰社 鍾麗霞

　　65年翰社校友2014年11月聚會

左起：王惠芳、顏佩貞、黄慕莊、陳佩嫦、鍾麗霞、
	 李勵明、鄧桂芬、葉雅珍、沈婉芷、方劍虹、
	 梁桂嫻、翁素蘭

後排左起：張婷（前顧問）、郭慧麗、陳慕慈、
	 陳蓓蓓、李小燕、林楚英、李小鷗
二排左起：翁素蘭、鍾麗霞、沈婉芷、張舜民、
	 任美玲、陳圓梅、馮文西、區艷卿、
	 趙麗薇
前排左起：黄慧明、何燕華、王華申、曾綺年校長、
	 蕭宏津、梁燕芬、朱雪怡、張天容

後排左起：黄慧明、翁素蘭、李小燕
四排左起：張天容、梁燕芬
三排左起：朱雪怡、張舜民、區艷卿、
	 李小鷗、陳慕慈
二排左起：沈婉芷、鍾麗霞、陳蓓蓓
前排左起：馮文西、陳圓梅、蕭宏津

後排站立左起：
鍾麗霞、沈婉芷

前排左起：
翁素蘭、黎振宇、黄慕莊、
李勵明、鄧桂芬、葉雅珍、
陳佩嫦、王惠芳、方劍虹、
顏佩貞、梁桂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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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校友的地方，感人和值得懷念的故事總是很多，請大家齊來分享！妳們心
中的故事和感受，讓大家校友們同知道、欣賞和懷緬，存於我們心中。校友們請
大家執起筆來，寫下個人感想、經歷、故事並圖片等交到校友會。

稿件請以電郵傳送至 alumni@pooito.edu.hk	、 在 校友會 facebook	(www.
facebook.com/pooitoalumni) 上留言、傳真到 2337	9762 或郵寄給我們。

謝謝大家的鼎力支持，使我們的校友會刊物內容更精彩和充實！

歡迎培道女兒分享你的故事

　　回味往昔在母校那段純真的樂趣，正是重返青春和温煦友誼的良方。我們翱社同學每隔
兩三年，都極力籌劃團聚的機會。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已成為慣例。今年（2014）欣
逢畢業鑽禧，經過多番聯絡，決定作夏威夷島遊輪之行。

　　9月10日，旅居美國的余秋容（紐約）、曾舒（德州）、李汝梅伉儷（瑪利蘭州）、楊謙益
伉儷（加州）、李素霞伉儷（賓州）和孫伯秀（加拿大多倫多）聯袂抵達加拿大温哥華。11日，
溫市社友設晚宴歡迎。出席者：陳佩瓊、蔡美英、胡淑珍、鄧慧姬、何香、霍詠瑜、簡月
寬。童若 、李雪月，連同夫婿們共24人。笑談不絕，友情洋溢，愛誠貞毅的精神，充份展
現。

　　翌晨，參與檀島十一天海上漫遊的社友，計有余秋容、孫伯秀和李汝梅、李素霞、楊謙
益、李雪月的四對夫婦。旅程中更能盡情歡訴在校往事，檀島的椰林廣灘，巉岩峽谷，景色
已屬次要。9月23日，始倦遊各返家園。惜別之餘，還擬於下次選聚於風景幽美、佳餚薈集
的温哥華，盼各地社友踴躍參加。

54 年翱社 李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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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深深，雨濛濛，三月至，杜鵑開。」每年它
提示我們培道女兒毋忘母校，今天（2014年3月14
日）它更提示我們毋忘師恩！我們七四與七五屆同
學浩浩蕩蕩二十多人，在太子翡翠明珠酒家齊集，
與我們敬愛的禤麗華老師茶敘。

　　我們當中有許多同學與禤老師多年未見，相敘
一刻，自然是極度興奮，互相問候一番！行教多
年，老師風采依然，歲月更未曾在她臉上留痕，她
說話仍然是聲情並茂，如誦詩課內、如行雲天上，
字字珠璣，時而舉例分析，豁然道理分明。

　　大家興高釆烈地談著笑著，突然有人提議老
師即席再教一課，讓大伙兒緬懷一番，老師果然
寶刀未老，徐徐說著當年的課堂內容：

　　其一、老師說「溫柔敦厚，詩教也。」「不學
詩，無以言。」詩歌最滋養我們的人生，但學詩忌
死板強記，要懂得靈活變化，如學杜牧〈清明〉，
可將它故事化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
欲斷魂。」是故事的情境、人物狀況。「借問酒家何
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是故事的發展和結果，
如此這般說說故事，一首傳誦千古的詩歌便學會
了。

　　其二、老師借〈庖丁解牛〉「為善無近名，為
惡無近刑」再教我們做人的道理：手中有刀刃不能亂砍，要適當運用，才能有好效果。

　　大家經常做好事，長遠來說，終會有好報；反之常做壞事，多行不義，終必自斃。禤老
師果然是個活寶貝！

　　時光彈指即過，談笑間，今天茶敘要結束了；如夢般，今生同學們與我亦快進入耳順之
年了。但對我啟蒙的、我曾付託了少年純真的依戀的好老師，今天仍有機會受教，我是非常
感恩的！今天我雙鬢已白，而赤子之心猶因你而在。禤老師，衷心多謝你！

與禤麗華老師的一次茶聚 陳英（75年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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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同學獲獎無數的音樂老師—容應嫦

　　因著74屆李燕婷同學回校參加畢業40周年加冕活動，我們才
知悉容應嫦老師抱病。於是74和75屆共十多位同學，相約於2014
年3月中旬往老師家中探望。當中多位是參與詩班的同學，對容老
師的歌唱特訓，記憶猶深。筆者縱非詩班同學，但那些年培道參加
校際音樂比賽的彪炳成績，年年捧杯，則是全校師生都有所聞。

　　探訪當天，容老師精神不錯，我們一眾同學擁著老師邊問安邊
話舊，回想當年許多課堂逸事，看著老師說話的神態，還是一如舊
日，充滿著自信和稍帶點傲氣。她那性格沒因歲月或疾病而改變，
還是我們四十多年前認識的那個Ms.	Yung模樣。原來容老師是培

伍小儀 (75年崝社)

道的校友，畢業於1957年翨社。任教培道音樂期間，領著同學參與校際音樂比賽成績卓越。
及後她離開培道而另任別校的音樂老師，同樣也能帶領學生獲獎，足見容老師確有其獨門教
音樂的秘技。家訪後，老師堅持要請我們午茶，不然她不跟我們下樓吃飯，我們沒辦法，只
好依從。向來應該是學生宴請老師的，那回容老師卻執著要請客。個多月後，收到消息，得
悉容應嫦老師於4月21日病逝，享年75歲。真沒想到她這麼快便離我們而去，然她的音容，
仍清晰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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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的羽名揚老師
　　真沒想過離校這麼多年，還能有機會
探望羽名揚老師。話說2014年11月底收到
當護士的同學的whatsapp，告知我們昔日
的美術老師羽名揚因病住進了她工作的醫
院，我們同學分了兩批前往探望老師。兩
回的探望都碰見老師的家人，知悉老師現
居護理安老院，畢竟羽Sir原來已屆百歲，
真是難得啊。當他家人知道我們是他的學
生時，他們也有點意外，也許他們沒能想
像得到退休經久的爺爺，倘有學生前來探
望。然而作為學生的我們，卻沒忘記老師
當年上課的風采和教導。記得謝建源老師
曾提及羽Sir是畢業於杭州美院，來頭可不
小呢！

尹秀芳 (75年崝社)

　　又及：從曾校長處得知，容老
師在離世前，曾造訪過培道新校
舍，與中一同學一起上過音樂課，
並捐贈十萬元予學校以其母親之名
作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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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5 屆同學與多位老師歡聚     伍小儀 (75 年崝社 )

　　昔日培道有著嚴格的升留級制度，我們求學的那些年，各科以 60 分為合格標準，假若
中、英、數三個主科中有一科不合格，予以補考，若補考仍不合格，便要留班重讀。那些年
能夠每年升級的同學，成績可算是不俗的了！還記得自己在中四那年，因著數學而要重唸中
四，當時傷心得不知哭了多少個晚上。覺得對不起父母（因為要多交一年學費），也對不起
自己（多花一年讀書時間）。可現回過頭看，留班並不是甚麼壞事情，我能有機會認識更多
的同學呢！人生幾十年活下來，發覺求學階段認識的同學，彼此友情是純純的，沒甚麼機心
或爾虞我詐。感恩天父讓我在培道裡認識了一幫培道同學，大家滿有熱誠與愛心，一年裡總
會聚上幾次，飲茶、吃飯、郊遊、廚藝分享或栽種等，每回相聚，其樂無窮。

姚鳳麟老師參觀培道新校舍
　　2013年11月，姚鳳麟老師在培道校友陪伴下，一起回學校一遊，看看闊別許多年的培
道中學重建後的新貌。姚老師是培道的校友，畢業於1967年晨社。72年回培道任教歷史科，
90年代初舉家移民加拿大。是次適逢回港探親之便，應舊學生之邀回校一行，見到曾綺年校
長和舊日同事劉麗珍副校長，一起聚舊，實屬樂事。姚老師的孩子經已成家立業，她與夫婿
現安享退休生活。遙祝老師身壯力健，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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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 14 年 11 月 22 日，我們同
學間又有聚會，主要替 11 月和 12
月份生日的同學慶生。當中有建議邀
請一些老師同來跟大家聚聚舊，聊聊
天。建議提出後，同學們分頭邀約老
師出席，好開心當晚獲禤麗華老師並
夫婿張 Sir、霍彩荷老師、謝建源老師和李錦容老師賞光出席聚會。同學們知道了當晚蒞臨
的老師陣容鼎盛，大家更踴躍參加。我們訂了半島豪庭會所，由數位同學仗義自家製作美食，
以自助餐形式，邊吃邊跟老師話舊。同學中有好些是畢業離校後首次與老師相聚的，那興奮
之情，可以想像。

　　我們這些 74、75 屆同學，每位都年過半百歲，快將登陸了。然在眾老師面前，又仿變
回當年天真爛漫的少女們，圍著老師團團轉，絮絮不休，那感覺真難以筆墨形容。見到各位
老師依舊聲音撩亮，笑容滿臉，身壯力健，大家又何其開心快樂。據悉禤老師和李老師現仍
替學生補習，繼續作育英才呢！當晚老師告辭後，我們大伙兒同學還興致勃勃的卡拉OK，
在高唱一曲〈朋友〉後懷著無限興奮的心情回家，相信那夜許多同學都開心得輾轉難眠啊！

右圖左起：
霍彩荷老師、
李錦容老師、
禤麗華老師、
禤老師夫婿張Sir、
謝建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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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女傑—傑出校友張瑞芬 廣州秘書組

　　張瑞芬（Katherine	Sui	Fun	Cheung）校友，1904年12月12日出生於廣東省恩平縣一個
華僑之家，張父旅美經商。她童年時隨母遷居廣州，1921年高中畢業於培道女子中學。張在
培道接受到良好的基礎知識教育，使她日後得以順利學習和掌握飛行技術。培道的素質教育
使她具有赤誠的愛國心和為國爭光、巾幗不讓鬚眉的豪邁性格。

　　她同年赴美，入洛杉磯康納維多利音樂學院學習
鋼琴，繼而入南加州大學深造，成績斐然。由於她常
隨父親在林肯機場附近學開汽車，常看到飛機的升
降，使她對航空發生興趣。又受張父講述廣東空軍總
司令張惠長事蹟的影響，以及見祖國內憂外患的局
勢，張深感「國家興亡，匹婦有責」，遂立志航空救
國，學習飛行。

　　1931年，已是兩個孩子媽媽的張瑞芬考入林肯航
空學校，是校中唯一女生。她學習飛行12小時後即可
單飛。1932年考得美國私人飛行執照，成為第一個
獲得美國飛行執照的中國女子。航空學校畢業後，她
繼續學習多種飛行特技，還學飛機構造和航行學等知
識技能，歷時五年，成為中國第一個女特技飛行員。
1934年，被美國婦女航空協會吸納為會員。1935年經
考核取得國際飛行執照。次年，在奧斯納飛行比賽中
榮獲第二名。鑒於張的卓越成績和為祖國、為華人增光，1935年加州華僑黃興太太贈送一架
飛機給她。

　　張瑞芬參加過許多危險的飛行比賽和驚險的飛行表演。被譽為「飛行先鋒」、「當代最傑
出的女飛行員之一」。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張心懷祖國，飛遍美國華人聚居的城市，宣傳抗日和航空救國，
舉行特技飛行表演，進行募捐。同年10月三藩市華僑捐贈一架教練機，作為她回國辦航校之
需。不料此機被一位學員駕駛不當，致使機毀人亡，導致張回國辦航校的計劃落空，終生引
以為憾。同年，她曾在美國空軍基地訓練中國抗日飛行員。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在美國負
責宣傳募捐，並擔任領航和氣象學等教授工作，實踐「國家興亡，匹婦有責」之諾言。

　　1976年，張榮獲美國建國200周年先鋒獎牌。1984年獲得南加州華人歷史學會授予「獻
身當代的婦女」光榮稱號。1992年獲世界女飛行員大會頒發榮譽獎狀。2000年在俄亥俄州達
頓市，張被列入國際飛行婦女名人堂（Hall	of	Fame）。翌年3月，她又被國際婦女航空協會
授予2000年「名人先驅」，進入國際航空先鋒名人堂（Pioneer	Hall	of	Fame）。2001年2月南
加州飛行培訓中心在洛杉磯Sepulveda大道旁，安置張瑞芬的名牌，此大道自1995年至2001
年先後共安置36位航空航天界傑出人士名牌，張是唯一的華裔。

　　1981年，張在女兒的陪同下回香港探親，1989年85歲的張瑞芬和家屬回到闊別72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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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第一個為祖國贏得榮譽的中國女飛行員—張瑞芬》	-	關中人編著
（2）《航空女傑故國行》	-	關中人編

城浸首批女牧師—
余金蘭牧師

　　2013年12月26日九
龍城浸信會首批按立的
女牧師中，余金蘭牧
師是培道的校友（74
年羽青社），也是我的好
同學。她活潑開朗，大
說大笑。求學時既努力讀
書又活躍好動；信仰方面，
當然是學校團契的一份子並班裡的宗教部。

　　畢業後，大家各散東西，少了往來。80年
代，在培道校友職員會遇上，當時她已經是女
傳道（那年代的香港人大都是搵快錢，打工常
跳糟），專心跟隨上帝，讓我感覺她與普通信
徒不同。

　　數年後我轉到城浸聚會，再遇上這位女
傳道，她還是那麼忙碌，不變的是她常常問
候和關心某生病的同學情況和需要，並常為她
代禱！偶有交談時，才知道她仍不斷進修和學
習，她已修畢浸信會神學院道學碩士和建道神
學院教牧學博士了(當中有著她底努力並感人的
過程！ )

　　今天，余牧師在九龍城浸信會牧養眾多會
眾，她關顧單親家庭和成人事工等工作。蒙神
引導祝福，為主作工。祈求天父保守看顧和賜
恩給余金蘭牧師，阿門！

家鄉恩平探親，隨後他們到桂林、西安、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城市參觀訪問，
受到熱情的接待。張瑞芬於2003年9月2日在家中安詳辭世，享年99歲。今年是張瑞芬誕生
110周年，讓我們以崇敬的心情懷念這位為國爭光、為婦女爭光的傑出校友！向第一個為祖
國贏得榮譽的航空女傑致敬！

培育德智體群美
道播東西南北尊

張小紈 （75年崝社）

黃燕琴（74年羽青社）校友撰聯：

林抱石先生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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