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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儀（75年崝社）

當然顧問
1	 張美華校長
2	 伍小儀校友校董(75年崝社)

會長
3 馮穎琪（05年峯社）

副會長
4 陳靜儀（76年晅社）
5 張翠茵（89年翯社）

熱誠，加入校董會，與不同的持份者

共同合作，推動校務，培育英才。

130校慶的口號是「承遠志，創傳奇」，	
這個「承」包含著繼承、傳承的意思。

同樣地，校友會是需要師姐妹們的投

入參與，把母校的「愛誠貞毅」精神

傳揚下去，立足社會和持守家庭，展

現美好人生。130年前先賢悉心培育
的工作並不容易，期待現職的各位	

更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

舊人」！

校友校董的話

2017–2020年度校友會職員

回饋母校

文書
6 黃潔玲（78年峘社）
7 趙寶英（87年山宣社）

司庫
8 陳諾瑤（13年晞社）

庶務
9 梁淑冰（70年暚社）
10 李潔瑩（89年翯社）

康樂
11 嚴德貞（79年旼社）
12 陳麗芳（89年翯社）
13 郭天倪（05年峯社）
14 何盈盈（10年嵩社）

宗教
15 香沛蔚（73年智社）

聯絡
16 黃紅英（78年峘社）
17 葉慧中（79年旼社）
18 廖蕙芳（79年旼社）
19 楊慧雲（87年山宣社）

培道今年130歲生日喇！

還記得慶祝母校100周年校慶時，我是
校友會職員的一份子，為籌備百周年

晚宴忙碌了好一會，當晚的司儀更是

由我和妹妹攜手合作。時間飛逝，今

天作為職員會的顧問，眼見各人為130
周年活動忙得不可開交，那感覺既熟

悉又親切。一代又一代培道女兒，以

不同方式回饋母校，這幅美麗圖畫教

人感動。

做了兩屆四年的校友校董，我的任期

將於今年8月底結束。期待有能力的學
姐學妹來接棒，繼續本著關愛母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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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友：	

您們好！	

新一屆校友會職員會已於2017年3月	
1 1日正式誕生。承蒙大家信任，我	
被推選為會長，有幸為母校、各位校友

服務。

	

最近，我翻閱了很多校友會的刊物。不

講不知，原來「培道校友會」（前培道

學生會）早於1914年已經成立，至今有
104年歷史，而第一期的校友會通訊是
於1995年出版的。不知您有沒有看過這
份會訊呢？

校友會其中一個宗旨是促進校友之間、

校友與母校之間的聯繫。過去一年，我

們舉辦了多項活動，當中包括校友日、

組團參加廣州培道校友會歡樂節、中秋

樂聚晚會、重陽節為已故禤偉靈校長及

蘇恩立校長掃墓……。

您們有沒有參加過上述活動

呢？若有，我代表校友會感

謝您的支持。若沒有，亦不

要緊，因為校友會今年為

您準備了更多、更精彩的

活動。2018年是培道建校
130周年，職員會正籌備四
個慶祝節目，希望您回校

與我們一同參與盛事：

會長的話

馮穎琪

(05年峯社)

130校慶，我們相約在母校

第一彈：	1月	出版校友會通訊

第二彈：	3月3日（星期六）	 	

	 130周年校慶開幕禮暨嘉年華	
	 (校友會將設專屬攤位售賣	

	 紀念品及設有遊戲活動)

第三彈：	3月10日（星期六，日間）	
	 校友日（年會暨加冕）

第四彈：	3月10日（星期六，晚上）	
	 校慶晚宴

如果您對上述活動有興趣或對校友會有

任何建議，歡迎電郵至校友會(alumni@
mail.pooito.edu.hk)或於本會Facebook專
頁留言。我代表職員會感謝您一直以來

對校友會活動的支持。		

最後，記得我和您們的約定嗎？3月春暖
花開，母校見！

1培道校友會通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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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遠志•創傳奇

張美華校長

各位校友：

光陰荏苒，轉瞬間培道已邁向創校	

1 3 0年，感謝神帶領我們走過這段	
恩典之路。回顧過去，美國南方	

浸信會差遣容懿美女士到中國，	

於1888年在廣州五仙門創辦「培道	
學校」，為培道奠定基石。

今年培道130周年校慶主題為「承遠
志•創傳奇」，寓意我們要緊記過去

先賢的使命，昂然邁步恩典之路。

我們肩承著這個大使命，堅守基督教

辦學這個核心價值，讓培道女兒認

識基督真理之外，更要憑藉主耶穌

的愛去愛別人，以生命影響生命。

至於先賢如何以基督為典範、如何

以「德、智、體、群、美、靈」六

育並重的辦學初衷拓展全人教育，

今年，我再次以「培道要變身了」為

題。

教育樓的工程已於去年 (2017)6月展
開。我們全體師生員工每天都與工程

一同生活，實實在在地見證著教育樓

的誕生。看著一部又一部的重型機

械，在工地上被開動，在小朋友的	

眼裡，彷彿就是侏羅紀時代的大恐龍

一樣，很是有趣！

教育樓第二期工程在去年暑假開展，

包括修繕部份現有的課室及洗手間、

鋪設全校光纖系統，在課室內安裝輕

觸式顯示屏，並安裝了洗手盆，方便

同學們使用。這小小的改變，都叫	

同學們感到雀躍，更期待教育樓的	

出現。

按著現有的進度，我們期望教育樓於

今年年中平頂。雖然，教育樓的興建

仍需約一年時間，但神的恩典就在今

天活活地呈現在我們當中。16年12月
底，天氣很是寒冷，有一位長者緩緩

地步入我的辦公室，從口袋拿出一張

支票，為要支持學校興建教育樓。17年
3月，我們收到一張捐款表格，上面是
小孩子的筆跡，夾附的小袋，有幾個

中學部校長的話 小學部校長的話			

我們也會致力薪火相傳，並讓每	

一位同學帶著夢想，敢於實踐和成就

上帝在她們身上的計劃，活出自己的

傳奇，榮神益人，為社會作出貢獻。

	

前年，我們開展了傳承旗袍文化的工

作坊，稍後更得到校友會的支持，開

辦為期九個多月的校友旗袍製作班。

校友們興奮地穿上自己設計和親手做

的旗袍回來慶祝校友日，成果令人欣

喜。此外，近月在香港國際機場展出

的「香港長衫故事」，展品包括我校校

服和學生設計的迷你旗袍公仔。這個

展覽直至2019年1月才結束，各位校友
離港前不妨順道回味一下學生時代的

長衫校服。

培道創校130周年是一個大日子，學校
將舉行以下活動與眾同樂，誠邀大家

一同參與：

3月3日	 上午11:00 –下午5:00	 校慶開幕典禮暨嘉年華		
	 	 設有攤位遊戲、聯校比賽、學科交流以及	

	 	 迷你旗袍工作坊

3月9日	 下午2:00 – 4:30	 校慶感恩崇拜（由蔡元雲醫生分享信息）
3月10日	 下午2:00 – 晚上10:00	 校友日及校慶晚宴
5月4至5日	 晚上7:30 – 9:30	 舞動聲揚賀校慶	
	 	 (展現二百多名學生的表演藝術才華)

願校友們一同分享校慶130的喜悅。		祝　主恩常偕！

陳敏儀校長		小學部暨幼稚園

培道要變身了II	
~	乘夢者

合共十元的硬幣。我猜想這定必是小

朋友將零用錢儲下，送給學校。17年
10月，學校舉行便服日教育樓籌款。
當日放學，我見到一位接孫兒放學的

外祖父，他看著孫兒手上拿著的一個

載滿硬幣的錢罌，就叫我：「校長，

請你幫他忙！」原來他準備將整個錢

罌的錢都用來捐給教育樓。

培道就是充滿了一個又一個的小故

事。有一天，培道中學一位陳校友剛

從加拿大回港便趕過來，因為當地校

友聽聞小學要興建教育樓，所以特意

託她送捐款到學校。又有加拿大的校

友，不但給我們捐款，還用電郵送上

祝福和慰問。去年暑假，小五的同學

到美國洛杉磯參加暑期聖經班，當地

教會的弟兄姊妹知道我們的需要，亦

同樣藉捐款為我們送上祝福。世界的

距離，彷彿就因為教育樓而拉近了。

感謝神，祂讓我們從改變中經歷許多

人的關心和愛護，見證到一個又一個

叫人感恩的故事。深願神記念大家對

培小的祝福，更願培小每天的工作能

夠報答神豐厚的恩惠，祝福每一個培

道孩子和家庭！願榮耀歸予主名！



4 5培道校友會通訊2018

2017年度財政報告 
(截至2017年11月30日為止)	
   HK$

儲蓄戶口結存  509,046.11

支票戶口結存	 4755.29

校友會帳戶總結存  513,801.40

2017年度各獎學金支出
	 中學部	 小學部		
	 HK$ HK$

禤偉靈校長獎學金	 –     800.00

蘇恩立校長獎學金		 2,000.00  300.00

校友會獎學金		 2,800.00  1,400.00 

慈光獎學金	 400.00  400.00

陳沈呂香校友獎學金		 1,000.00   –

合計  6,200.00  2,900.00 

各獎學金結存
   HK$

1.	禤偉靈校長獎學金	 138,088.97

2.	蘇恩立校長獎學金		 66,893.68

3.	校友會獎學金	 17,941.95

4.	慈光獎學金	 14,633.50

5.	陳沈呂香校友獎學金	 69,000.00

合計 306,558.10

2017年度特別支出紀錄
	 	 	 HK$

印製校友會通訊(3,000本)	 13,000.00 

郵寄校慶函件予校友	 16,707.80 

眼科講座支出	 454.00 

合計 30,161.80 	

捐款芳名
(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

禤偉靈校長獎學金	 HK$

李潔馨（晨社）	  576.00	

馬惠姫（晨社）	 	500.00	

林金霞（晨社）	 	500.00 

合計 1,576.00

校友會獎學金	 		 HK$

劉小翠（翾社）	 	500.00	

林麗君（賓羽社）	 	100.00 

歐陽惠華（翾社）	 	500.00 

合計 1,100.00

校友會經費	 	 HK$

劉玉蘭（賓羽社）	 	200.00

陳珮華（晰社）	  500.00

李小羿校董	 1,000.00

劉小翠（翾社）	 	300.00	

古翠玲（崝社）	 1,000.00	

譚雯栩（暚社）	 	500.00 

張	 婷（岱社）	 1,000.00	

陳影菲（耀社）	  60.00	

謝寶雲（晅社）	  100.00	

周的兒（晨社）	 1,000.00	

林潔麗（旼社）	 	300.00	

林潔美（旼社）	  500.00	

林潔英（嵐社）	  500.00	

歐陽惠華（翾社）	  500.00 

其他捐款者	  900.00 

合計  8,360.00 

2017年度特別收入紀錄
會費		 	 HK$ 

永久會員	 HK$500 x 9位		 4,500.00

應屆畢業	

	 永久會員	 HK$100 x 45位	 4,500.00

普通會員	 HK$40 x 7位	 280.00

合計 9,280.00

129周年校友日(2017年3月11日)收支

   HK$

收入：茶會捐款		 1,174.00

支出：	茶會小食及年會食物		 (5,158.61 )

	 雜項		 (1,140.00 )

合計	 	 (6,298.60 )

虧損 (5,124.61 )

鳴謝		 	 	 	

抽獎禮品及各項贊助：	培小校董陳城禮

	 培正同學會

2017年9月23日中秋晚會收支簡報
	 	 	 HK$ 

收入：	

人數	 早鳥優惠報名($85/人)	 2,890.00

	 正價報名	

	 ($100/成人，$80/兒童)	 1,580.00	

支出：	

	 食物	 (2,700.00 )

	 飲料	 (96.10 )

盈餘  1,673.90 

財政報告
財政報告

2017年度校友會各獎學金獲獎名單
中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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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誠		 徐靜彤	 常悅僖	

五誠		 林煒恩	

五毅		 何卓妍

校友會獎學金	—	全才獎	

六愛	 黃詠琦

校友會獎學金	—	服務獎	

六愛	 黃詠琦	

六誠	 梁芷靜	

六毅	 陳嘉霖	 林復晞

慈光獎學金	—	學業成績優異獎	

六誠			 蘇可盈

陳沈呂香校友獎學金	—	理科優秀表現獎		

六誠			 謝佳鳳

小學部	
禤偉靈校長獎學金	—	全小學品學兼優獎		

六誠	 李子悠	

蘇恩立校長獎學金	—	服務獎	

五誠	 余芷螢

慈光獎學金	—	慈光獎	

六誠	 阮樂天

校友會獎學金	—	全才獎	

六貞	 施羽馨

校友會獎學金	—	服務獎	

六貞	 王曉敏

校友會獎學金	—	操行獎	

六愛	 馬忻希	

六誠	 龍彥呈	

六貞	 彭卓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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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	/	校友日

九屆校友共慶加冕

2 0 1 7年，我們迎來創校第1 2 9個年
頭，更難得的，是1957屆翨社校友畢
業後的一個甲子(60年)，而1967屆
晨社更以近60人的龐大聲勢出席畢業	
金禧(50年)的加冕典禮，可謂盛極	
一時。

一百多年前的3月3日是培道創校的大日子， 
  而「3月第二個星期六」，就是一年一度的校友日。

今屆加冕的級別，尚有：

• 1977屆	 賓羽社	 畢業40周年
• 1987屆	 山宣社	 畢業30周年
• 1992屆	 習社	 畢業25周年(銀禧)
• 1997屆	 晉社	 畢業20周年
• 2007屆	 翛社	 畢業10周年

讓校友重聚不僅是年會的目的，校友

會也希望藉此機會分享過去一年工作

的成果，至於校長分享的環節，更是

大家認識中、小學部新動態的最佳途

徑。校友日活動看似簡單，背後其實

經過校友會一班職員的悉心安排，期

望大家聚首之餘，不妨對職員們說

聲：「加油！」

獎學金募捐

請慷慨捐助
栽培後學

各獎學金捐款方式：

1. 以支票(抬頭「培道校友會」，背面註明校友姓名、聯絡電話、級社及擬捐助	
	 的獎學金)郵寄至九龍城延文禮士道2號培道校友會收；	或

2. 轉帳至校友會帳戶(匯豐銀行014-8-082688)，並在入數紙上註明校友姓名、	
	 聯絡電話、級社及擬捐助的獎學金，WhatsApp 至	+852 5623 6384 ／
	 電郵至alumni@mail.pooito.edu.hk。

					慈光獎學金

	「慈光」寄寓同學緊記父母和恩師培育之	

恩。多年前德州校友會的陳瑞琦(54年	
翱社)和前培道教務主任梁素雅(47年	
昕社)熱心發起慈光獎學金，長期

支持母校、以及鼓勵品學兼優的學

妹。獎學金頒發多年，兩校友亦深盼

該獎學金能夠承傳不絕，延續愛心	

與關懷，希望校友以行動支持，樂助

捐贈。

					校友會獎學金

校友會一向設有獎學金，每年頒予

中、小學部表現優秀的學生，以示鼓

勵和支持。校友會獎學金包括每年	

中學部全才獎、服務獎及小學部全	

才獎、操行獎與服務獎。為了讓校友

會獎學金持續運作，更多同學得到	

鼓勵，我們希望各位校友慷慨捐助，

回饋母校，扶持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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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	/	講座

			母校的學生餐廳人聲鼎沸，原來

正是校友會舉辦的「中秋樂聚」。前來參加的

校友份屬不同年代，數十人之中，有晚會的

常客，也有畢業以來首度歸寧的培道女兒，

一時好不熱鬧。張美華校長、黃秀青副校長、

				袁敬珊主任和彭麗卿主任，以及退休多年

的「霍大人」霍彩荷老師都是座上客；

最賞心的是與校友暢談話舊，共享

到會美食，玩玩集體遊戲和猜燈謎。

		中秋聚會已經成為校友會的恆常活動，，

在操場和大石階前仰望星稀的夜空，

這一夕樂聚團圓又豈止在於賞月？

陳		英（75年崝社）

點病變、視網膜脫落等。陳醫生主要

講解病徵和最新治療方法，而區醫師

就集中介紹食療和補益的眼部穴位運

動。當天會場（母校宗教室）座無虛

席，參加者幾近百人，校友攜同親屬

到來者亦不少。兩位主講嘉賓妙語連

珠，既專業又不失風趣幽默，短短的

講座確是意猶未盡。

會後大家移步學生餐廳，享用由熱心

校友贊助的美味茶點。如此溫馨而又

實用的校友保健講座，希望大家日後

多多支持、踴躍參與！

眼睛是靈魂之窗，「手機世代」尤其

要悉心保養。校友會康樂組去年1月	
7日舉辦了一場中西醫兼備的醫學常	
識講座，為大家護眼補眼。嘉賓講者

包括陳卓琪眼科專科醫生及區永超	

中醫師。

講者以中西醫學不同角度，協助大家

認識常見眼科疾病，如白內障、黃斑

醫學常識講座

從中西醫認識常見眼疾

陳卓琪眼科醫生

區永超中醫師

中秋樂聚

時值秋分，夏意仍濃，

9月的晚上，月亮悄悄
躲在雲邊。

校友會活動	/	節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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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年，在校園裡的日子 我們是這樣成長的
翻一頁金光歲月，
譜一曲共同回憶
一百三十載恩典見證，
以愛相連，
以誠相交，
以貞相繫，
以毅相持，
從往昔到今天，
再創美好的明天！

長衫校服

公元1888年，即清光緒14
年，美國美南浸信會以中國	

婦女絕少讀書機會，亦無

途徑認識基督，遂派遣	

容懿美女士來華，在廣州

五仙門設立培道學校……

友校「培正」由廣州一群

基督徒成立，創校較培道

晚一年，草創之初一直為

男校，與培道屬一街兩

校。培道、培正學生最終

結為鴛侶者不知其幾。

清末民初的廣州女子流行

穿著「上衣下裳」的服

裝，稱為「文明新裝」

。至上世紀二十年代，

上海「長衫」之風吹遍全

國， 1 9 2 9年，國民政府
頒佈長衫為禮服，教育部

更指令以之為女生其中一

種校服。廣州培道以「長

衫」為校服，香港培道沿

襲至今。

6 培道於廣州辦學極負盛名，

加上歸國華僑及富商多聚居

東山，故多送女兒到培道就

讀。又因培道訓育甚嚴，

廣州曾流行打油詩：「真光
豬，嶺南牛，培正馬騮頭，
培英咕哩頭，培道女子溫柔
柔。」

培道蒙學

早期培道位置圖

培正中學校門

容懿美1 4 

5 
文明新裝

7 1938年(50周年時期)，培道
因日軍侵華首次避禍香港，

租用九龍廣華街為校舍。	

1942年(55周年時期)，培
道再遷澳門避難。戰後培

道在港澳各設分支，乃源

於此。

50周年紀念特刊

130周年紀念特輯

10

3培道正規辦學由「蒙學」

開始，即今日之小學。學

制為兩年，首屆畢業生之

一為後期培道重要人物	

「禤偉靈校長」。

2
早期課程以四書五經及	

聖經為主，並授以編織和

刺繡。當時培道婦孺班所

教授的三字經版本聖經，

部分內容為：

「開 天 地 ， 人 物 分 ， 造 
呢的，係真神，神一體，為
神靈，三合一，共相交，父
與子，同聖靈，呢三個，係
神名，神係靈，無形狀，無
死亡，難想象，無始初，無
收尾，神之道，極全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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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8 1939年，培道由溫耀斌
校長及李清心主任攜款

1,500港元，於香港設
立分校。

香港培道校舍位於前啟德

機場航道之上，機場遷址

前，飛機聲浪與朗朗讀書

聲皆聲聲入耳。

香港培道九龍城校舍建於

1945年，歷經風雨歲月洗
禮，終決定2006年原址重
建。禤偉靈樓一座純屬自

資興建，仰賴各校友、教

會及友好慷慨捐助。

今天的培道女子多才多

藝，能唱能跳，歷年音樂

劇表現優秀，在雙語教學

下達至中英兼擅。

培道同學承襲大半世紀以

旗袍為校服的傳統，進而

拜師學藝，設計新一代長

衫，展現百年女性風采。

校史音樂劇中，由學生扮演的

溫耀斌校長及李清心主任。

禤偉靈校長

紀念碑

我們是這樣成長的

9 
培道蒙學首屆學生禤偉

靈，於燕京大學畢業後一

直留在廣州培道服務，後

獲差遣到香港接替李清心

出任校長，在培道前後事

奉共歷四十載。

廣州校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

直努力爭取母校復名「培道」，唯進

程始終緩慢，加上七中亦有數十年歷

史，在市內薄有名氣，復名之路遙遙

無期。

不過，近年「七中」校園起了一點點

變化，校內新設了校祖容懿美女士的

雕像，大門左側陳設著「培道—七中

紀」的碑石，記載著創校至演變為七

中的歷程。凡此種種，得見七中新一

代管理層對培道百年歷史的重視。

在廣州尋覓培道足跡

關於廣州培道校名的變遷，	

相信不少校友過去從本通訊

的報道已經知道一二。

由於政策的一再轉變，廣州	

培道女子中學輾轉成為今天	

的廣州市第七中學(簡稱	

「七中」)。

130周年紀念特輯 130周年紀念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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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校長
•	 2015至今

•	主修數學及統計

•	致力推廣長衫傳統，與知名玩具品牌	

	 Barbie合作，舉辦小學旗袍設計邀請賽。	
	 此外，張校長曾推展「拜師學藝」計劃，	

	 邀得手藝精湛的老師傅	

	 教授學生縫製旗袍。

•	 1945–49	
	 (任期4年)

•	原任教聖經科

•	 1945年與溫耀斌校長向廣州培道	
	 借來港幣1,500元在香港創校

•	 49年離任前往台山靈修，其後再回	
	 培道執教。

•	 1949–65(擔任校長26年，	
	 前後服務廣州及香港培道共40年)

•	培道小學(蒙學)第一屆畢業生

•	東山社社友

•	任內興建延文禮士道校舍

•	經常教學生穿長衫應有的儀態舉止

•	培道百周年紀念時，高齡的禤校長坐	

	 輪椅回校慶祝。

•	因對教育的貢獻，獲頒授	M.B.E.	勳章。

•	 1974–82(擔任校長8年)

•	培道校友

•	原任教英文科

•	擔任校長前是訓導主任，作風嚴謹，	

	 學生每日回校須量度頭髮及校服長度。

•	七十年代後期，培道由私校轉為津貼	

	 學校，教育署迫令培道擴班，鄺校長	

	 四出奔走尋覓資源，最終獲捐建唐寶珅	

	 校友紀念室。

1945–49
李清心

1949–65禤偉靈

1965–73巫德坤

•	 1965–73(擔任校長8年)

•	培道校友

•	有學生以她的名字諧音戲稱為「冇得傾」，其實她很多時候	

	 願意與學生溝通，絕對是「有得傾」的。

•	體恤工友，曾讓收入微薄者帶「外發」(工廠加工工序)到學校，	

	 在工餘時幫補生計。

•	七十年代曾有一群高年級學生因陸運會的安排而到校務處外靜坐	

	 抗議，還提出「廿一條條約」，包括要求巫校長下台及廢除長衫。	

	 巫校長親自與學生交流，不慍不火地化解這些年少輕狂事。

1973–74
李歡玉
•	 1973–74 
 (擔任校長1年)

•	因患癌症辭世

1974–82鄺少蓮

•	 1982–2000(擔任校長18年)

•	主修歷史，曾親自執教英文科，以了解	

	 學生的水平。

•	提倡「母語教學及有教無類」，為教	

	 育界稱道。

•	任內大事：舉辦培道百周年校慶活動、	

	 九十年代中期將初中校服由長衫改為	

	 西裙。

•	在培道工作生涯最後一天因癌症辭世。

1982–2000蘇恩立

•	 2000–15 
 (擔任校長15年)

•	主修翻譯及教育，	

	 著重提升學生英語	

	 水平。

•	任內大事：校舍	

	 重建、遷校。

•	口頭禪：Girls…… 
 (與學生打招呼時	

	 開口第一句)

2000–15曾綺年

•	敢於接受挑戰，	

	 接受新校長	

	 遴選時，以	

	 未曾擔任	

	 過校長的	

	 背景下，	

	 擊退經驗	

	 豐富的對手，	

	 突圍而出。

2015至今
張美華

130周年紀念特輯 130周年紀念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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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誰是誰？

答
案
：
	a

. 關
劍
揚
老
師

   
 b

. 蔡
德
銓
老
師

   
 c

. 梁
永
燦
老
師

   
 d

. 曾
近
榮
老
師

   
 e

. 陳
淦
旋
老
師

   
 f.

 楊
偉
健
老
師

   
 g

. J
oh

n 
H

on
e老
師

   
 h

. 劉
志
良
老
師

   
 i.

 陳
德
新
老
師

   
 j.

 羽
名
揚
老
師

	「萬紅叢中一點綠」，綠不是襯托，而是重點。

同樣，女校中的男教師，舉手投足，都是同學們的焦點。

我們現在就來玩個遊戲吧！……猜猜「他」是誰？

他

他

他

關劍揚老師 蔡德銓老師 陳德新老師 陳淦旋老師 曾近榮老師 羽名揚老師 梁永燦老師 吳智偉老師

劉志良老師 楊偉健老師 陳新榮老師 袁漢明老師 黎君舜老師John Hone老師

j.		 出身於杭州著名美術學校，	
	 以教導學生畫竹聞名。

a.	 曾經在舊校舍紀念堂教員室辦公；全校唯一的	
	 男洗手間，卻遠在「另一端的延校舍」。

b.	是「那些年」同學	
	 眼中的才子，每屆級	

	 社的社歌，都是由	

	 陳純華老師作曲，	

	 他來填詞。

c. 另一半不僅是培道老師，也是培道校友。

d.	最常掛在口邊的三寶是：	
	 澳洲綠水、除油浸漬粉和	

	 哥士的。

e.	 比家事常識專家還早現身於螢光幕，	
	 是「教育電視」中的老師。

f.	 曾經很喜歡「涼鞋白襪」	
	 的造型，令一眾同學眼前	

	 一亮。

g.	是音樂劇眾多男主角中，	
	 真真正正的「男主角」，也是	

	 《The Sound of Music》中	
	 能彈能唱的上校。

h.	既是數學老師，又兼顧	
	 校內的電腦和攝影工作；	

	 長期「熊貓眼」是他的	

	 特徵。

i.	 是少數的男體育老師，對	
	 同學呵護備至，只要同學	

	 認為是「不方便」的體操	

	 動作，均可免役不做。

130周年紀念特輯 130周年紀念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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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少女時代

人道是：「少女情懷總是詩。」

在那些輕狂歲月，一班不識愁滋味的

培道女子，笑容是如許燦爛、率性。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青春，真可愛青春，	

珍惜你光陰似金……」

130周年紀念特輯 130周年紀念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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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周年紀念特輯 130周年紀念特輯

百年老校 vs 新紮師妹 
是DSE，不是會考
2012年考評局以文憑試DSE取代歷史長達
幾十年的會考，現在同學除了必修的核心

課程（中文、英文、數學和通識）外，

還可以修讀兩個科目，而她們的選擇可

多了：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歷史、

中國歷史、資訊及通訊科技、經濟、企業

會計及財務概論、視覺藝術；想額外進修

數學的話，還可以從M1和M2之間二選其
一。校方為了讓同學預先了解所有選修課

程的內容，還會安排中三同學試讀所有選

修課程，然後在中四做決定。

消失了的科目
•	打字。

•	家政(現在以更現代化的課程「科技與	

	 生活」取代)。

•	經濟與公共事務(EPA)。

百年老校的悠悠歲月，在校園裡足以發生很多改變和 
革新。小師妹現在的校園生活，跟我們當年所走過的
可有甚麼不同？

班名還是按「愛誠貞毅培道信望德」 
去排嗎？
有一些改動了，現在是：

初中4班：愛誠貞毅
高中5班：愛誠貞毅信

每班的人數
很久以前：高峰時期，曾經試過50人一班
現在：每班平均30人

小師妹如是說
這樣的老師，我們最愛：

•	用心教書

•	 Cool cool 的老師我們雖然有一點怕，	
	 但是也很喜歡她們的冷面gag。	
•	樂觀、開朗、充滿正能量，教導我們	

	 積極面對壓力。

•	很關心我們，很有耐性聽我們傾訴，	

	 幫助我們解決和面對問題。

老師這樣說我們，但我還是聽進心裡	

去的：

帶笑罵我們，我們會接受。

•「李苗琳老師在早讀時間罵我們說，	

	 老是說『我以為』，就是說你們不敢肯	

	 定，也就不願意去了解一件事情的真	

	 確性了……這句話，我一直銘記於心，	

	 也讓我做事時常常作出反省。」

	 (韓廷姿同學)

•「張曼儀老師知道我們功課的壓力，她	

	 會鼓勵我們說：如果現在不努力，將來	

	 就沒有本錢hea了。」(何卓妍同學)

最引以自豪的是：
我們的白長衫校服！全香港以白色長衫為

校服的，只有我們培道！

初中生的願望……
快點長大，到了中四便可以穿上長衫到校

外吃午飯！

*按學校規定初中生的校服是西裙，並且只能留校吃午飯。

將來，我們想在這些行業工作：
廣告/市場推廣、傳媒行業、酒店管理、	

心理輔導、幼稚園老師、中醫師……(行業

類型蠻多的啊！)

畢業以後，我們最懷念學校的是……
課室。從中四到畢業，我們在同一個課室

上課、搞班活動，所以有很多回憶，有開

心的也有不開心的：開心的是同學們互相

關懷，難過的是看到考卷成績……

接受訪問的同學：

何卓妍	中六		 盧曉琳	中五		

黎倩彤	中六		 石卓穎	中五

蔡祖兒	中五			 吳芷茵	中五

韓廷姿	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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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郭兩位校友不約而同正在電視及電台擔任媒體工作。去年11月，母校特別邀請二人出席校友講座分享昔日校園點滴與工作心得。原來古老的校訓「愛誠貞毅」一直深深地印在她們的生活中，無論在主持節目、幕後導播以至日常言談，無不展現校訓精神，反映母校對她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校友動態

李家文	傳媒育才
李家文是這樣形容中學時代的自己：

話總是很多，而且口比腦快；體育有

本事不及格，但是語文能力還是很不

錯。這樣一位在培道裡很不一樣的學

生，現在卻是一所大學的老師。

「我不是贏在起跑線的學生，也慶幸
我 念 的 是 中 文 中 學 。」擔任過新聞
主播的李家文儘管語速很快，但是字

字清晰。「那時候學校管教很嚴，學

生只要有一點點不乖，就會給召去訓

話，如果我念的是英文中學，我想，

我的挫敗感會很強。」儘管學業成績

一般，但是李家文在中文老師的鼓勵

下，開始到圖書館借閱自己愛看的小

說。「五年下來，培養了我的閱讀習

慣，文筆也是不的錯。」

對於老師們的教導，李家文心存	

感激。「他們會用心扶持像我這樣的
學 生 ， 學 習 好 不 了 ， 但 是 品 德 不 能
差 。」而最令她感動的是何愛珠老
師，「我曾經出言頂撞她，把她氣哭

了，她是大人不記小人過，會考放榜

當天，還主動過來恭喜我。她的關心

對於我這些弱勢學生來說，更有特別

的意義。」

畢業後，李家文一路上遇到了解她潛

質的老師，得到他們的提點，最後

踏入了新聞傳播這個行業。「我不是

很會計劃的人，但是在樹仁，我開竅

了。而對於新聞工作的興趣，是越做

越濃厚。」往後，她沒有停下進修的

步伐，一邊工作，一邊修讀碩士和博

士課程。2003到2008年期間，更出任
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

2010年在樹仁大學擔任助理教授，
踏上事業的另一個階段。現在李家文

負責的課程有電視新聞製作、新聞

學前沿，還有她最喜歡的傳媒道德。	

「傳媒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可以揭露
真相，也可以傷害別人。新聞求真是
必須的，但是我們採用甚麼角度、怎

樣處理、是否採訪了相關人士提供多

角度的思考，都是很重要。新聞道德

說到底，就是怎樣做人，我希望同學

在進入職場之前，為自己的工作生涯

定下底線，而我的底線，就是不做自

己會後悔的事情。」

黃紅英是退休公職人員，曾參加許多義務

工作（國際成就計劃商界顧問、香港各界

婦女聯合協進會社會事務委員、香港政府

華員會婦委會委員、多個義工團體擔任要

職等等)，十多年前加入「青年成就 Junior 
Achievement」做義工，退休之後更是回
到母校帶領小師妹學習如何組織公司、如

何經營一盤生意，為她們未來職場上的成

功做好準備。

因為喜歡文學
，中學畢業之

後考進台灣大
學

外文系；因為
嚮往編輯的工

作，不知不覺

在傳媒行業工
作了幾十年，

曾經在《Marie 

Claire 香港版》、《Jessica China》和《Jessica  

HK》擔任編務總監
，退下火線之

後，感於

以往忙碌的日
子無暇參與校

友會的工作，

去年加入職員
會擔任文書。

數年前參加社會服務機構舉辦的「低收入

家居維修及改善計劃」，原意是學一門手

藝以粉飾家居，最終成為該機構的維修隊

的油漆義工，為殘疾、獨居及貧困戶翻新

家居。因經常出隊之故，被家人誤會是獲

判「社會服務令」，讓大家瞎擔心一場。

校友消息

黃紅英（78年峘社）

黃潔玲（78年峘社）

張翠茵（
89年翯

社）

簡慧詩（07年翛社
）

郭煒琳（96年山社）
23培道校友會通訊2018

李家文博士（92年習社）
香港樹仁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系	

副系主任（大學外務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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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與先生兩人只經過數天的考慮，便決定

跑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德國開展我們的生活；到今天，	

二人世界已成了一個六口之家，除了三個孩子之外，還多

了一個洋女婿。

另一邊廂，我也由最初不懂日耳曼民族的個性，到現時被

潛移默化下，行事作風與態度也漸變為「德式」了。德國

人做事認真，實事求是，說話直來直往，所以在討論事情

時，可以實話實說，這跟東方人在言語上客套，但是話裡

往往暗藏玄機，真有很大差別。

德國人的性格也反映到日常生活上—他們很實際，不重	

花巧，不太愛追求外界所認同的名牌；他們看重的是實

用性、質料的優劣和價格是否合理，因此我相信世界各大	

機場裡拉著近年大熱的德國「R」字頭行李篋的，大都不是	
德國人。

以前我在香港從事傳播業，工作講求應變，	

只要懂得「執生」，一套程序一天可以改九

次，但是這樣的工作模式對德國人來說是不可

思議的。他們覺得說好的事情如非必要就別作

任何改動。你可以說他們「死板」，我卻視之

為「有規有矩」、有「計劃」。曾經有一位牧

者跟我們說過：「神安排你們移居於此，一定
有祂的美意。」願我們一家一直跟隨主的帶領
和腳步而行。

校友來鴻
校友來鴻

遠在他鄉的生活

來過秘密花園的人都說那兒像一個溫暖的

家，很自然的心情就會輕鬆下來，也感到很

受重視。雖然我沒有如願做老師，但我會像
老師那樣，關心和引導有需要幫助的人，跟
他們一起同路前行。

歡迎校友來到秘密花園（馬鞍山大水坑村）

跟我共聚談天，分享人生中不同的經歷。沒

有空的話，也可以瀏覽我的Facebook專頁	
“SecreTalk” 啊！

葉引蘭（80年耀社）

秘密花園的悄悄話
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常常想：長大之後會怎樣呢？會做甚麼樣的工作呢？

中一的時候，就希望像中三的同學；中三的時候，就希望像中五的同學；

中五畢業的時候，就希望做老師陪伴學生成長。

想不到畢業之後，上
帝沒給我

機會做老師。我在商
界工作了

十七年，然後去念神
學，在教

會服事了十二年。過
程之中，

另外兼讀婚姻家庭治
療，不經

不覺畢業又幾年了。

上帝呼召我做一個非
一般的家

庭治療師	－	我開辦了
一個「不

像輔導中心」的輔導
中心，讓

更多人毫無壓力地到
來，得著

幫助。

我的小小地方叫做「秘密花園」。它是一

個休閒空間，在那裡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喝玩樂，而且不用付費。因為現在的人，

無論大人還是小孩，壓力都很大；而中國

人很怕見輔導員，覺得壓力更大，所以我

的秘密花園就設計成為一個休閒減壓的空

間，像一個家那樣，讓人感到溫馨、放

鬆、受重視、得支持。這裡駐守的有兩位

輔導員，有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找我們

傾談，很多問題都可以在輕鬆的氛圍中得

到解決，如果真有秘密想講，又可以在

VIP房慢慢詳談。

陳蝶娟（78年峘社）

24 25培道校友會通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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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五十年，數數不算
長，回望不覺短！自豪

是身為培道女兒，

曾經在延文禮士道留下
足印。

很喜歡上李清心老師的
聖經課—她會用十數

分鐘祈禱，而在她的

代禱裡，我們知道了校
內發生的人和事，好像

誰害病、誰移民、

誰婚嫁、誰添丁……
哈哈！鮮為人知的，

是可以趁機閉眼瞌一

瞌……。

懷念劉朝坤主任(她是
我的地理科老師，也是

我任小學老師時的	

主任)。她當年上課，
甫進課室，二話不說，

就徒手在整塊黑板上

畫出中國地圖，然後授
課。我至今未遇上一個

畫技如她的老師！

有一次話劇排練，我和
周志群同學到她家對台

詞，才

得知她的裁縫手藝頂呱
呱，平日所穿旗袍更是

自家

手作呢！	

五十年了，情誼繾綣
，近年來多得有心有

力的

同學把流散五湖四海
的大家扯回：李錦蓮

，	

用 IT技能設立了WhatsApp翕社同學平台；	

吳燕珍，為慶祝畢業五
十年活動而加開pooi   

to alumni 聯絡平台；鄧慧靈，經常
作校友會	

和翕社之間的橋樑；
還有幼成、燕珍、	

慧靈、莉莉不定期組
織茶聚、行山、參觀

	

等活動，遇有旅居海外
同學回港，甚而策劃短

線

旅遊。許多同學因搬
遷／移居的關係把翕社

同學錄遺失

了，李麗娟便將手上的
版本燒錄成光碟，派送

給大家，真是難能

可貴！

我感恩在培道大家庭
遇上禤麗華老師、張

彩琴老師、歐棣華	

老師、李錦容老師、謝
建源老師、連自明老師

；在你們的浸淫薰

陶下，我為人師的日子
，時以你們作楷模。

畢業五十年啦！我準備3月回校參與130周年校慶，與同學們見見

面，想當年、話當年：試問生命中能有多少個五十年？

何婉嫻（68年翕社）	

五十年不變的，

只有培道精神

校友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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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社活動

翱社（1954屆）校友自畢業後每隔
三五年均舉行具規模的團聚，去年

大夥兒移師加拿大溫哥華，十六位

校友及八位培道女婿聯袂作三日的

聯誼活動。首日在列治文市南岸漁

人碼頭的著名炸魚塊小肆，一嘗地

道風味；翌日前往溫市遠郊探訪居

於長者療養院的陳珮瓊；最後一天

乘坐Skytrain直達溫市海濱總匯車
站，再往附近的景點煤氣鎮，欣賞

古舊的煤氣鐘每十五分鐘噴氣報時

的惹笑場景。

2017年，翨社(1957屆)同學剛好在
培道母校畢業一個甲子。四位本社的

代表約同回校參加加冕典禮，任職	

護士的蔡永平與校友分享過去數十年

的工作體驗以及回饋社會的心得，為

在座眾師妹帶來無限的鼓舞。

蔡永平分享工作體驗

左：前校友會會長

林素秋、翨社張浚華、

盧琼華、王懿鳳、	

蔡永平。

同學們跟著乘坐海上巴士，到北岸	

回望市中心高聳的商廈，又盤桓於	

岸邊市場，體會當地人休憩的閒適。

三天的行程很是充實，短短的時間	

燃亮了六十三年珍貴的友情，彼此並

預定兩年後重演今次的盛況。

1954 1957翱社 翨社

溫哥華團聚延續	

63年情
甲子相見郵輪會	
張浚華

去年10月中，翨社同學在郵輪上重聚。
大家先從三藩市上船，經聖巴巴拉、	

洛杉磯、墨西哥、聖地牙哥，最後返回

三藩市。八天之旅，盡興而歸。參加的

同學連同培道女婿一共三十四人。雖然

大家的年紀「有番咁上下」，但是依然

精神矍鑠、神采奕奕。

前排左起：盧而簡、	

勞令華、羅雅生、馮安美、

陳婉嫻、周正文、陳玉儀、

陳莉良、蔡永平；	

後排左起：鄭慧慧、	

岑嘉兒、(姓名不詳)、	

張美潔、謝琰波、黄溆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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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社活動

中學畢業後同學們各奔前程，升學、

就業、組織家庭。時光荏苒，畢業距

今已過了半世紀。同學們各人學有專

精，在各行各業中各司其職、各展其

長。其中有從事醫療工作之醫師、護

理師、藥劑師；教育工作之督學、中

小學校長、老師；從商者有跨國大企

業之總裁、小本經營的老板。相夫教

子的家庭主婦有的兒孫滿堂，冠軍者

擁有五子女、十七孫兒。目前大多數

同學已從正職退下，但仍有不少人退

而不休，傳承知識與技能給年青學

子，以所學專長回饋社會。這種精神

非常值得敬佩。

1967晨社

培道半生緣
周笑華 同學們同遊廣州沙面，在銅像前拍出活潑逗趣的動作。

晨社同學金禧聚餐

本文轉載自高雄醫學院大學附設醫院院內通訊第463期，
原文經本刊編輯刪剪。

轉瞬間，賓羽社(1977屆)的同學離開母
校40年了，一年前已收到通知在去年
舉行加冕，這項盛事令我們的心情格

外興奮，雖然同學每年都會出席母校

的周年校慶聚會、英文音樂劇表演和

中秋賞月晚會等活動，但是在等待加

冕到來時，仍是感覺很奇妙。

1977
40年後共聚說當年
黃秀麗

賓羽社

為了慶祝加冕盛事，同學們事前	

約定好當天出席時衣服的顏色—	

要與賓羽社的社色相同，即是以紅衣

配襯黑色或深藍的褲或裙。在校友

日這個大日子，我們在校園裡輕易

就找到一群穿上紅衣的同屆校友，

大家喜出望外地發現出席人數多達

三十人。

同學們彼此細說當年，分享近日生

活點滴，親切而溫馨。上台前，	

我們一起戴上社花合照。當日見	

到多年春風化雨的老師霍彩荷和	

李錦容，她倆對我們不離不棄，實

在感激，也很感恩。期待十年後賓羽

社50周年的加冕，希望到時候有更
多校友出席。最後多謝校長、校友

會和神賜給我們有一個美好的聚會

和回憶。

級社活動

重聚旅遊
3月中旬，晨社同學參加了校友日
加冕典禮，旅居加拿大、美國、

英國、澳洲、日本、台灣等地五十

多人回校參與盛會，其中不乏畢業

後首次回校的同學。次日，晨社眾

人展開四日三夜的廣東旅遊。出遊

隊伍中只有同學的女兒一人小於六

十五歲，可稱得上是長者旅行團，

但我們童心未泯，在遊覽車上玩遊

戲，以老師的綽號猜原名，或由老

師名字說出其所教科目和職位。當

同學述說如何惡作劇捉弄老師時，

足見我們多頑皮，也讓人體會到男

老師在女校教學的辛勞。　　　　

　　

回程時，在同學領唱下我們唱了老

師首次教的藝術歌曲《清平調》及

一些聖詩。我們互道珍重，並相約

五年後以「相識滿甲子」為名，辦

活動重相聚。祈望屆時大家身體健

康，都能出席再次共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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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社活動

譚基美和黃瑞瑤表演夏威夷舞祝壽。慶祝張靈新老師106歲生日。 六校聯歡晚會培道同學們領唱聖詩。

     羅省校友會

嚴師良徒 散居羅省的校友每年3月都會舉行		
Pot Luck 餐會慶祝培道校慶，各人會帶來	
自己親手做的美味小菜，或買來豐富的

點心，一同分享。12月是基督教六校（培
道、培正、真光、培英、嶺南、協和）聖

誕聚餐，這一年的盛宴由培道當主席做統

籌，參加人數接近四百人，是歷年最多，

可說是辦得很成功了。

除了這兩次比較大型的聚會，羅省校友會

也有安排飲茶午餐，雖然9月的茶聚赴會人

左：慶祝晨社50周年紀念（左起）李德明、余潔芳、	
蔡葉芝、梁靜、雷瓊芳、黃明珠、林惠萍、謝寶顏。

右：慶祝翨社60周年紀念（左起）陳葉香、羅雅生。

美西（三藩市）校友會

數不多，但圍坐分享，互道近況，一坐就

是三小時！

蔡少嫻在席間說到，她和李安如雖不

同級，但都是後來主修數學的，她們

對中國歷史特別有興趣，一同憶述歷

史老師歐棣華給她們的啟發。當年歐

老師是個剛剛大學畢業、二十來歲的

青年，她把歷史在課堂講解分析得很

生動，影響學生一生對歷史更深的追

求。她教學嚴謹，一次因為在同一天	

有三科考試，同學們要求歷史科更改考

期，哪知歐老師在黑板寫上：「鐵定！」

絕不改期！嚴師的作風，讓學生也不敢怠惰。

香港校友會副會長陳靜儀(後排白衣者)探訪多位紐約校友。

     美東（紐約）校友會

去年5月副會長陳靜儀（76年晅社）遠赴紐
約兩個星期，順道聯絡了紐約校友會的孔

敏玲會長，經由她相約九位當地校友一起	

晚餐。當晚得到她們親切熱情的招待，雖

然是第一次見面，卻是言談甚歡，令她深

深感受到，培道校友無論何時何地，無論

來自哪個屆別，都是培道女兒，見面時總

會有相同的話題和家人般的溫暖關懷。

海外校友會消息

畢業離巢，多年同窗各奔前程，不知

不覺間，山宣社同學已經在社會上耕

耘了三十年。校友日加冕典禮，既鼓

勵同學們重返「娘家」，也讓彼此有

個聚舊的好時機。經過去年的校友

日，服務校友會的同學不僅有大家熟

識的楊慧雲，更有任職教師的趙寶英

成為生力軍，相信日後山宣社與母校

的聯繫，將會更為緊密。

接受加冕的當天，跟好同學們代表翛

社(2007屆)和校長以及數位老師上
台合照，那一刻才真實地感受到離開

母校已經十年了。雖然如此，校舍	

寧靜優美的環境、老師們溫柔親切的

問候，還有穿著白長衫的師妹們……

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如此溫暖。藉著

這次機會，見到不少久未碰面的同

學，大家互道近況，不知不覺間夜色

已臨。希望下次回校時，能見到更多

舊友，彼此分享別後的變化。

1987 2007山宣社 翛社

山宣社校友	

接受加冕

第一次的加冕感受	
楊姁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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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襲校服在身，對中學

生活念念不忘。

去年5月溫哥華校友會在downtown悅海酒家舉行年度聚餐，詳情可以到youtube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7HFeL9W5g&amp。

溫哥華校友會

     安省（多倫多）培道校友會

多倫多校友會去年舉辦了多次活動，從春

茗、郊遊，以至每月茶聚和周年聚餐，希

望遠在海外，也能把校友和她們的家人緊

密連繫。

安省周末兩天遊，晚上BBQ共話當年。 仲夏郊遊，笑臉如向日葵般綻放。

     廣州校友會

相聚•歡樂		第22屆的「廣州培道歡樂節」
於去年6月24日舉行。香港培道張校長、袁
主任連同校友一行十八人到來參加。當天

的表演節目有合唱、獨唱、朗誦、粵曲、

現代京曲、健身拳等，充分體現培道精神

的凝聚力和對母校深情的祝願。

海外校友會消息

香港培道校友會
會	 長：	馮穎琪	 05年峯社	 cp_alumni@mail.pooito.edu.hk
副會長：	陳靜儀	 76年晅社	 	

	 	 張翠茵	 89年翯社
電	 話：	+852 2336 1706（香港培道中學） WhatsApp: +852 5623 6384
一般查詢：alumni@mail.pooito.edu.hk
網	 址：http://alumni.pooito.edu.hk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pooitoalumni
	

澳門培道校友通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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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頁： http://pooito.edu.mo/index.htm
	

廣州培道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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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席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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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chanku@gmail.com
	

美西（三藩市）培道校友會
會	 長：	梁靜	 67年晨社	 cwong39902@aol.com
財	 務：	余艷芳	 69年岭社	 cywoo11109@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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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inga Tong)  08年暐社	 liyadtong@gmail.com
聯絡人：	鄭愛貞 (Joanna Cheng)  73年智社	 jcheng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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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美卿 (Trevina Wong) trevina_wong@hotmail.com
一般查詢：pooi.to.ont@gmail.com
網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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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查詢：vptaa@yahoo.ca

各地校友會通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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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i To Alumni Association

香港九龍城延文禮士道2號

2 Inverness Road, Kowloon City, Hong Kong

電子郵箱: alumni@mail.pooito.edu.hk

WhatsApp: +852 5623 6384

電話: +852 2336 1706

傳真: +852 2337 9762

網址: http://alumni.pooito.edu.hk  

Face book: http://w
ww.facebook.com/pooitoalumni

Facebook

Web 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