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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計

十年規劃
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問 蘇棉煥

今年校祖日（四月廿四日），培英校董會校董、培英

長等，一同登上山崗遠望視察，後山環抱，四面田野，景

體系學校各校校長、各校師生以及海內外歸寧校友，還有

色宜人，是個藏修遊息好地方。於是大家都同意並向蔡局

各地和本地的嘉賓，雲集於台山培英新校區，見証並參與

長及譚常委要求未來校園涵蓋最少300畝，俾學校將來有

了奠基典禮。當日天朗氣清，陽光普照，和風拂面，大家

更大的發展空間（據當年廣州培英由花地遷往白鶴洞山頂

不約而同地感到：“天時、地利、人和＂都眷顧了培英。

時，購地約287畝）。當時，大家情緒高漲，並即時推舉

這塊地（新校址）是在城南新開發區，未來的巿政

蔡建中為此新校區的總設師，因為他是華南理工大學的建

府、體育館、文化活動區……等，均在附近，有大型地產

築設計學院的高材生，當之無愧。他當即表示：如果校

發展公司，在“風水先生＂的“引導下＂，亦爭取此地，

董會有此任命，政府允諾給地300畝，為了培英的未來發

但巿政府反覆討論後，以優先發展教育為由，最終決定劃

展，他願意效勞。這種爽快而豪邁的風格，充分表現了我

給台山培英建設新校區用。

們培英傳統的白綠精神！

台山培英源自台城的剛德小學，1948年徐浩然校長

回港後，我把詳情報告了校董會及伍兆燦兄，不久，

自海內外籌款購置貓山校址，擴展初中。1985年台山培

李錦桃校長更傳來喜訊，台山巿政府批准並劃地360畝給

英復名後，顧煥林校長、黃國熙校董以及全體師生校友努

台山培英建設新校區。培英人如願以償！

力耕耘，校園日臻完美，並創辦職業中學，在台山巿教育

回顧我們培英百多年來的歷史，它經歷了清代的覆

局的關懷和指導下，李錦桃校長和教職員工艱辛建校，

亡、民國的建立、抗日的戰爭和新中國的誕生，培英人是

創立了培英的品牌，並獲國家領導的認同，頒發國家級

在苦難中成長的，我們會繼續前賢披荊斬棘的精神，趁著

的高級職業中學的光榮稱號。由於來學者眾，三年前譚國

現在有“天時＂（中國和平崛起，大力發展教育）、“地

渠常委以及教育局蔡炳樂局長和我商議擴展職中，亦曾找

利＂（廣州培英有太和新校區，台山培英有高級職業中學

過幾塊地，但都不理想，直至去年十一月，第一次看到現

新校區，沙田培英有新擴展大樓，西關培英將與鐵路三

址後，已基本上確認為一塊理想之地，比原台山培英校舍

中合併新校區）、“人和＂（政府教育當局的眷顧，中華

約大一倍，但為發展故，第二次去看地時，要求把兩山崗

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指導，世界各地校友和社會人仕的支

劃歸校內。由於第一及第二次兩位名譽校長伍兆燦及蔡建

持），讓我們同心合力，爭取以十年規劃，逐步實現為國

中都因事未能同行，為慎重計，因此，第三次更約同黎均

培育英才的百年大計，並將之發揚光大。

衍校董、曾集祥台山校友會香港分會主席及蔡建中名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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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如凱風 惠如時雨
―記培英創校126周年暨方創傑謝潔霞圖書館開幕慶典
54 憲社•郭勤佳
二零零五年四月廿五日，廣州暴雨六小時，不少馬路街道

州市教育局局長華同旭、市政協副主席楊育銓、省僑辦主任

到處水浸，一下子似成澤國，人們都要涉水歸家。到廿六日星

陳毓真、廣東科技管理學院副院長劉洁、白雲區政協主席鄺振

期二上午又是陰霾的天氣，卻未阻校友們歸寧白鶴洞校園歡慶

標、區教育局副局長黃紹桂、區人大副主任劉思成、原區委書

培英創校126周年暨方創傑謝潔霞圖書館開幕典禮。

記李治元、區委機關黨工委副書記劉仲良、區廣播電視局局長
詹進峰、太和鎮黨委書記劉參議、75738部隊政委楊小平、台

方創傑謝潔霞圖書館

山市人大副主任雷作堅、台山溯源電子學校董事長雷煥新、副

在校友樓側旁，一座異常新穎的建築物映現在我們眼前，

董事長方建民、溯源月刊編輯部主任雷伯賢及校友聯會常務副

形狀有著多種棱線、弧線，形成八字外向，前面寬平的校園，

主席曾集祥醫生、副主席陳宜、台山培英名譽校友王韻梨、梅

像是歡迎擁抱前來的讀者學子。左則螺旋形樓梯，右側斜平級

夏兒等數十位嘉賓。

梯均達各層直至五層樓高。左右一曲一直、一小一大的梯級到
激言勵語

達二層平台，都像是為前來求知的學子們提供多向的方便，寓
意前來學習的人可以通過不同梯徑來到這裡，在裡面獲取多元

衛作輝校長首先發言歡迎蒞臨參加慶典的領導、嘉賓並表

化的豐厚知識。中間最高頂層是光亮窗幕，外牆周圍是大幅眾

謝意，對專程回母校參加慶典的方創傑謝潔霞伉儷表示由衷謝

多密布小窗格，又像是一本打開了的書本裡兩頁的文字。寓意

意和祝福，培英後學一定借助具有現代信息功能的新圖館加倍

通過學習的步級，不畏艱途努力攀上科學知識的顛峰。

學習，以報答方創傑學長的關愛。衛校長還匯報校政建設與教

館前有個環形沒設圈圍的噴水坪，中間豎立一座別緻的現
代石雕，噴射著高高水柱和周邊沿多個低水柱和諧在一起。建
築師張楠說過：“一個有思想的建築用它的形體說話。＂
這就是即將開幕啟用的方創傑謝潔霞圖書館。
2

學成績，向支持學校教育向國際化、集團化、多元化邁進的領
導、社會各界人士和校友感謝。
接著校友會主席唐國俊匯報了校友會換屆和略為修改校友
會章程以適應培英教育事業駛入快車道的要求。

校友們看到這座廿一世紀新型建築物，它打破了數十年來

培英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聆聽衛校長的報告後深覺鼓舞

到處所見實用主義的火柴盒子的呆板笨重的建築。它與周邊的

和榮耀，培英教育事業聲聲浩大，又踏進國際化路，並祝母校

巍峨校友樓、南北樓(建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面的校史博物

聲譽日隆。

館(美國開國時的別墅式樣)、劉祖貽醫務樓，白雲樓(九十年代

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問蘇棉煥醫生發言：“本來我是可

)遠側前方的黃國熙樓、劉卓凡樓、劉賜江梁菊聲文體中心一起

以免疫不發言了，今天高興到差點講不出話來，我向方創傑學

形成培英特色的豐富和諧環境。校友流漣在這校園裡，可領略

長提議建立圖書館，今天看到此美侖美奐的方創傑謝潔霞伉

到多個時期的建築風格面貌。而方創傑謝潔霞伉儷圖書館與校

儷圖書館落成，放下了心頭大石。有諺語｀前人播種，後人收

友樓更成了培英古老和現代新的標誌性建築。

成＇，今天方兄方嫂播種，祝今日耕種，來日收獲豐滿。＂
方創傑學長在慶典大會以平易可親話語像話家常一樣談說

嘉賓蒞臨慶典

著：“剛才由司儀陳達權老師代表歡迎來賓和來自世界各地的

方創傑謝潔霞伉儷圖書館前建起一個培英創校126周年慶

同學校友，今天我帶著九十八歲的岳丈、女兒女婿等家庭成員共

典的舞台，上方高高飄著四個很大的多色的圓彩球，分別吊掛

十八人和我曾在正社、弼社及曲江時鋒社的同學也來了。今早出

著四條長長紅彩布標語“熱烈祝賀「方創傑謝潔霞圖書館」開

門時下雨，祈求上帝保估，禱告校祖那公，冀盼雨停歇下來。果

幕＂、“熱烈歡迎世界各地校友歸寧母校＂、“衷心感謝各地

真校祖那公有靈，歸校時雨停了，現在雲層裡露出陽光了。

校友對母校關心和支持＂、“熱烈慶祝培英建校126周年暨業
社校友晉升元老＂。

我的岳丈九十八歲看到培英的女學生都很漂亮，回憶自己
十四、五歲在培英讀書，在長長的校道上常見到真光中學的女

慶祝大會於上午十時開始，由陳達權老師任司儀，介紹出

學生，今天又在當年的校園內看到很多年輕漂亮的男女學生，

席嘉賓有：培英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

使我也變得年輕了。當年戰爭打仗，我們要四出奔走，物質

問蘇棉煥醫生、駐美中華總會館總董、肇慶總會館主席、江門

生活困難，只能用煙灰加水來做墨水。唱英語的聖詩歌，若唱

市榮譽市民、46正社校友方創傑和夫人謝潔霞及岳丈謝老先

好了，有蘿蔔糕獎勵，陳澤棠老師教我們打排球，梁得靈老師

生、原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廣東省航空聯誼會會長張憲章、廣

教我們吹奏牧童笛子。在校訓信望愛教導下，經臥薪嘗膽的磨

培英中學 126 周年校慶—廣州培英中學

礪，正社弼社的同學在一室完成學業。

下午嘉賓和校友來到太和校區，在六隻金獅鼓樂舞動歡

感恩培英，蘇棉煥醫生向我建議今天這個圖書館。古語

迎中步入新建多功能梯級會所內。衛作輝校長向培英學校主要

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現今圖書也電腦化

嘉賓和市政協副主席楊育鈺、區教育局發展中心常務副主任韓

了，在網頁可看到培英的信息。青年學生打好基礎，利用圖

斌、台山培英名譽校友王韻梨、梅夏兒、香港培英退休教師翁

書館，勤奮讀書，教育是未來的寶貴財富，將來你們為社會做

炳文、61屆淡社周相迎伉儷，68屆文社蔡玉珠、38屆剛社鄧

事，建設好祖國。

瓊芬，還有從澳州歸寧的48屆群社劉繼祖校長之三公子劉敏強

學生向方創傑學長獻上美麗的花束。方學長又把花束轉送給

及各級社校友代表數十人作了太和校區校政建設匯報：“建教

其岳丈。來賓校友同學們對方學長的同學情、故鄉情、母校情和

學樓5層3275平方米，學生宿舍6層5052平方米，勞技實驗樓

親人情報以熱烈鼓掌。又一次對方學長的十八位親人鼓掌歡迎。

5層2523平方米，教學實驗樓5層6395平方米。培英中學信息

白雲區教育局副局長黃紹桂最後致辭：“欣逢培英建校

化教育領先於省市地區，因此太和校區亦應跟上，強化信息化

126周年，一同見證了方創傑謝潔霞伉儷圖書館的開幕，方先生

教育。由於培英教育走向集團化、多元化、國際化，今年年初

不遠萬里再一次歸來和精彩講話。其奮鬥不懈，團結華僑，高

有三位老師到澳大利亞受教育，現有特級教師1名、高級教師

風亮節，華人稱道，支持家鄉建設，支持培英，拳拳赤子心，

21人佔34%、一級教師19人佔31%。高三級(原77中)獲市高

天地可鑑。今後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加速使培英駛入教育快車

中畢業工作二等獎，為77中劃上完滿句號。＂

道。祝願培英學校更加枝繁葉茂，方先生事業更上新台階。＂

蘇棉煥醫生接著發言：“聽完衛校長報告很興奮，培英建
設的加快，學生學習由量變到質變。相信在白雲區領導下及時

損贈儀式
培英校董會致送50,000元。由衛作輝校長回贈紀念品，校
董會主席熊翰章接贈。
由唐國俊主席代表校友會送贈紀念品給為六校一中心作出
貢獻的前校董會主席蘇棉煥醫生。
1945級鋒社畢業六十周年捐助人民幣10,000元給校史博
物館。由吳可均教授代表捐助。
其它捐獻還有：

播種，歡呼收獲，完滿創造美好未來。＂
熊翰章主席發言祝賀培英繼續發展，培英教務、學務蒸蒸
日上。
會上收到新西蘭培英校友會幹事余娟娟賀儀人民幣500元
及白雲區教育發展中心賀儀人民幣600元。
散會後，全體參加勞技實驗樓奠基，領導、校友、師生分
成三批參加奠基儀式。
白雲區教育局副局長黃紹桂在奠基儀式上說：“區政府用

1954級憲社捐獎教獎學金人民幣30,000元。

最好土地、最好教師使廣州培英太和校區又向前邁進一步，並

1964級萃社張采平捐獎教獎學金人民幣300元。

得到校友關愛支持，太和校區這一南國雛鷹定能展翅高翔。＂

1949級協社捐獎教獎學金人民幣2,000元。

正似三國魏•曹植《矯志詩》“澤如凱風 惠如時雨＂那

1936級方社黃里昂捐獎教獎學金港幣1,000元。

樣，離不開政府投入支持和廣大校友關愛，培英教育事業定能

新西蘭校友會余娟娟捐獎教獎學金人民幣500元。

如日東昇，光燦南粵大地。

捐贈還有原廣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廣東省航空聯誼會會
長張憲章題賀辭“培育英才＂書匾。
1975級業社校友晉升元老，江美蓮校友接學校所贈錦旗。
最後嘉賓校友同學們移步到方創傑謝潔霞圖書館前進行開
幕儀式。
廣州市教育局局長華同旭講話祝賀：“培英中學建校126周
年，從年齡來說是年邁的，但對學校來也可說是年青的，因為學校
充滿年輕活力奮發的學生。祝培英教育朝氣蓬勃，蒸蒸日上。＂

左起：方創傑謝潔霞伉儷、衛作輝校長於校慶禮台上合照

隨著領導、嘉賓代表拉開館名上的紅布禮幕，圖書館開始
為培英教育事業、為學生受教育又多添一個重要資源，增添無
窮無盡的知識力量。
太和校區校慶典禮
中午在昌崗路新興家喻酒家筵開十三席慶祝培英建校126
周年。

方創傑學長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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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創傑謝潔霞伉儷與培英領導、校長、校友於圖書館梯階合照

左起：熊翰章博士、蘇棉煥醫生、方創傑謝
潔霞伉儷於圖書館前合照

左起：方創傑謝潔霞伉儷、蘇棉煥醫生於圖
書館梯階合照

太和校區校慶禮上，培英校董會校董、校長、校友、嘉賓於六隻金獅前合照
方創傑、謝潔霞圖書館（盧文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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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校董會校董、校長、校友於廣州培英太和校區校慶禮合照

余娟娟學長(左二)、黎鈞衍校董(左三) 與太和校區學生合照

培英校董會校董、校友聯會、廣州培英領導參加太和校區勞技實驗樓奠基禮合照

西關、台山、江門培英領導及校友、嘉賓參加太和校區勞技實驗樓奠基禮合照

培英中學 126 周年校慶—西關培英中學

風雨如晦 歌聲不已
―記西關培英中學歡慶培英建校126周年
55 法社•溫榮錦
二零零五年四月廿五日，陰霾的天氣，下午連續落著大雨

年高考上省重點線27人，省本科93人，省大專以上佔99.5%，

和暴雨，是今年來最大雨量的一天，二時已有不少校友乘坐公

其中總分700分以上4人，24人單科成績超過100分，其中英

共汽車、出租小車歸寧到西關培英中學參加慶祝培英創校126

語單科更是首次超過800分。此外在省、市、區各項論文評比

周年暨西關培英校慶大會。從校門校道到教學主樓首層會場

和學科、科技競賽中獲得多項獎項。除這嘉許勉勵外，還冀望

上，穿著整齊白綠校服的禮儀女學生撐起白綠間色的雨傘，扶

學校師生珍惜百年老校美好聲譽，弘揚培英人的精神，早日實

著老校友進入會場。每把雨傘的周邊印有建築新穎的方創傑謝

現“省一級學校＂的目標。

潔霞伉儷圖書館圖形和“廣州培英中學方創傑謝潔霞伉儷圖書

校友聯會主席李偉庭醫生在大會上致辭：有機會參加西關

館落成誌慶＂等字樣，在雨中形成一條走動著白綠色彩長龍，

培英慶典感到榮幸。並對學校現在和今後能提供優質優量的教

增添了校慶別樣的氣氛，使校友深感如歸的溫暖。

育、在聯繫全世界校友取得成績和更上一層樓的發展給予贊揚
和希望。

(一)
參加完上午江門培英校慶的國內團陳孟中、馬俊賢、盧文

(二)

欽、梁效南等十多名團員，海外團三十多名團員先後在雨中趕

接著進行捐贈和頒獎儀式：

到，三時廿分大會開始，由西關培英校友會常務副主席、前校長

1. 校董會捐贈五萬元給學校，由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致

郭昌禮主持，參加大會的主要領導有荔灣區區長劉平、副區長

送，劉校長接贈，並回贈紀念品。

孫峰、區政協主席黃麗嫦、區政協秘書長陳錦添、區常委宣傳部

2. “培英會所＂對去年高考前兩名同學各給予五千元獎學金，

長李大賢、區人大教科文衛工委主任李轉華、原市教委主任葉世

由李偉庭主席致送，學校陳其鈞書記接贈及回贈紀念品。

雄、昌華街黨工委書記李炳泉、昌華街派出所所長何鉅波、區教

3. “李朝炷體育基金＂頒獎，由陳宜名譽主席講話：“我代

育局副局長何強和、副局長李健秋、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培英體

表學校、代表蔡建中名譽校長多謝大家＂並向座上眾人

系學校首席顧問蘇棉煥、校董黎鈞衍、校董黃志偉、培英校友聯

作一個深深的鞠躬，繼續講話說：“因事未到會的蔡校長

會主席李偉庭伉儷、常務副主席曾集祥伉儷、副主席陳宜、廣州

心仍記掛著培英，我們大家鼓掌多謝蔡校長＂隨著掌聲持

培英校長衛作輝、校友會主席唐國俊、台山培英校長李錦桃、江

續，“為了弘揚我校體育強項，有我國｀跳水之父＇美譽

門培英校長吳名城、江門培英香港校友會主席黃軍川、原市政協

的梁伯熙等校友發起建立｀李朝炷體育基金＇繼續為我國

秘書長張道生、《聯會友聲》主編李華斌等。

和世界上寫下體育光輝的歷史。＂並與陳其鈞書記給獲獎

樂隊齊奏，齊唱國歌校歌後，校長劉國銘致歡迎辭，並對
荔灣區政府和區教育局對我校設計了可持續發展的藍圖，使學

的教師和學生代表頒獎。陳宜名譽主席再次捐資三千元獎
勵在體育教學和比賽取得成績的老師同學。

校發展前景更遠大表達了謝意。又匯報“一年來學生高考成績

4. “蔡建中名譽校長獎教獎學金＂頒獎，先由校友會主席溫

創出學校歷年新高，游泳隊獲市邀請賽B組冠軍，航模隊獲市

榮錦講話：“蔡校長為西關培英復名、重建管樂隊、倡議

第一屆｀友光杯＇青少年遙控船比賽團體二等獎，高二級(赫社)

｀趙亮祖音樂藝術基金＇捐資｀李朝炷體育基金＇為建立

羅宇恒在剛結束的省青少年科技創新發明評比中獲得全區唯一

校史室、擴建圖書館、改善教學環境盡心盡力。在學校申

的一個一等獎，他還將代表廣東省今年八月在全國的評比。＂

報市一級學校前，他承諾在我校規劃五年內創建省一級學

隨後孫峰副區長祝賀經歷百年風雨滄桑的培英，培育了不
少人才，定能建設好學校，為省一級中學目標積極努力，為教
育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校期間每年捐資十萬元作為獎教獎學金。
二零零二年校慶時，區教育局介紹了我校創建省一級
中學發展規劃，將耀華中東小學進行改造成本校初中校

校董會主席熊翰章講話：“很高興看到培英校友能在培英

區，而在本校址向東徵地至龍津西路建新教學樓、新標準

大家庭讀書，歸寧參加校慶歡聚一堂。人人為培英時時出力、

運動場和有泳池的體藝樓。曾發動全球校友為擴校開展每

日日爭榮、年年爭光。＂

人一元錢捐款，當時區教育局陳錦添局長帶頭捐款壹仟貳

區人大教科文衛工委主任李轉華發言：為能參加白綠兒女

佰元，校友紛紛認捐，短時間內捐款已達六萬四千多元，

再度一起歡聚而高興，並盛贊學校積極開展“全人教育＂模式

但因規劃動用資金龐大未能開張，校友們因規劃擱置也未

的探索與實踐，畢業班工作在市、區連年獲得一、二等獎。去

有繼續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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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區教育局對我校新的發展規劃是將鐵路三中、鐵路
二小併入本校，有可能還會將區教育局、區少年宮（原培中校
址）也劃入學校。期望新規劃早日實施，校友的捐款和社會人
士關愛就大有用場。
接著蘇棉煥醫生代表蔡建中名譽校長致送獎教獎學金十萬
元，劉國銘校長接贈並回贈紀念品及與溫榮錦主席一起給獲獎
教師學生代表頒獎。
最後老校長馮啟莊給在教育戰線工作卅年的教職工贈送紀
念品。劉淑蓮副校長等六位老師領接紀念品。

培英校董會校董、校長、領導、校友、嘉賓於校慶禮台上大合照

(三)
最後，文藝表演三個節目，曾獲市二等獎之管樂合奏《紅
色娘子軍的五寸刀舞》、《鈴舞》和《開門紅》舞蹈表演，給
了嘉賓和校友動感的藝術享受。
在大堂後面還有多幅展板，展出白綠傳人攝影新作巡迴展
（各校校慶同時展出）也給大家靜態的藝術欣賞。
晚上在唐荔園酒家筵開十八席熱烈慶祝培英建校126周
年，劉國銘校長致辭熱烈歡迎方創傑謝潔霞伉儷及其家人昌雨
歸寧和我們一起歡慶校慶晚宴。對新西蘭校友會余娟娟學長交
來賀儀五百元表示感謝。

培英校董會校董、校友聯會領導於嘉賓席就座

接著方創傑學長以家常話答謝，說到這次和十八位家人，
包括九十八歲的岳丈老爸爸回到祖國，歸來培英。又和自己所
在級社正社、弼社及鋒社等數十位同學一起共歡校慶，共聚情
6

誼，隨即送給西關培英校慶賀儀八百美元。
協社校友、前廣州培英校友會主席馮銘碩發言介紹方創
傑學長是美西培英校友會顧問、駐美中華總會館總董等多項職
務，是愛國僑領，並帶頭高唱“培英咕喱頭歌＂，繼而引出
1948屆群社張道生學長出來台前分別高唱了“校訓歌＂、“校
旗歌＂和“愛培英歌＂三首。校園歌曲又像催化劑引發座上方
創傑、蘇棉煥、馮銘碩三位學長加入一起唱了“Pui Ying Will
Shine Tonight＂、“Pui Ying啦啦隊歌＂，最後“培英咕哩
頭＂歌再一次響起，形成雄渾的四男聲合唱，座上校友又加入

荔灣區領導於嘉賓席

和唱與跟唱，匯成一股培英的校園歌曲流，為大雨中的校慶晚
宴添彩加色。校友們頻頻舉杯，祝賀培英建校126周年。

熊翰章博士、蘇棉煥醫生在雨中由西關培英老師熱情地迎接步入會場

劉國銘校長向熊翰章博士及各領導介紹西關培英學校情況

培英中學 126 周年校慶—西關培英中學

荔灣區孫峰副區長致辭

培英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致辭

蔡建中名譽校長捐資壹拾萬元給獎教獎學金，
由蘇棉煥醫生代表致送，劉國銘校長接贈。

校友聯會主席李偉庭醫生致辭

西關培英劉國銘校長致辭

陳宜名譽主席捐資三千元獎勵在體育 校董會捐贈伍萬元給學校，由校董會主席熊翰章 培英會所對去年高考前兩名同學各給予
伍仟元獎學金，由李偉庭主席代表致
教學和比賽取得成績的老師、同學， 博士致送，劉國銘校長接贈。
送，陳其鈞書記接贈。
陳其鈞書記接贈。

左起：吳名城校長、衛作輝校長、李錦桃校長、劉國銘校長於西關培英校慶晚宴合照

方創傑學長於西關培英校慶晚宴上致辭

劉國銘校長於西關培英校慶晚宴上致辭

左起：鄧瓊芬學長、方創傑學長、蘇棉煥醫生、熊翰章博士於西關培英校慶晚宴合照
培英校董會校董、校長、領導、校友、嘉賓於西關培英校慶晚宴大合照

左起：方創傑學長、
張道生學長、
馮銘碩學長合唱校園歌曲

校友聯會委員於西關培英校慶晚宴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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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唱培英歌 共創新輝煌
―培英中學創校126周年、台山培英中學建校75周年校慶活動
台山培英中學 李芳
春暖花開，紅棉盛放，台山培英中學到處洋溢著節日的氣

揚，瑞獅起舞，場面親切、感人，奠基典禮由李錦桃校長主

氛，來自海內外的校友、嘉賓與台山培英師生約3000人歡聚一

持，領導嘉賓分8批為新校區奠基石培土，禮炮聲中奠基典禮

堂，共同慶祝“培英中學創校126周年、台山培英中學建校75

圓滿結束。值得一提的是在典禮上，香港社會熱心人士王韻梨

周年＂。

女士當場又為台山培英新校區建設捐款港幣10萬元，李彩雲女

2005年4月23日下午，在台山培英中學排球場上舉行了一

士捐款港幣3萬元。

場台山培英中學對香港培英中學校慶排球友誼賽，比賽十分精彩

拳拳赤子心，悠悠白綠情，在海內外關心培英事業的善長

激烈，贏得了校友、師生們的陣陣掌聲。與此同時，在科技樓前

人翁、白綠兒女的鼎力支持下，建設台山培英新校區，一定能

還舉行了《白綠傳人攝影作品選》展覽揭幕暨培英白綠攝影總社

夠實現，培英事業將會更加輝煌！

成立儀式，儀式簡樸高雅，培英校董會、校友聯會首長及各培英
學校校長都參加了揭幕式。晚上，在國熙樓禮堂舉行省港地區
“培英杯＂學生歌手比賽晚會，除了來自各培英學校的參賽選手
精彩的表演之外，還特別邀請了國家一級演員、著名男高音歌唱
家唐彪先生來為晚會助興，使晚會的氣氛空前高漲。台山培英舞
蹈隊也獻上了兩個精彩的舞蹈表演。台山培英中學的兩位參賽選
手分別獲得自選唱法組及民族唱法組一等獎。
4月24日上午8時多，迎著朝陽，台山培英中學的師生們已
經穿著整齊的校服，在校道兩旁夾道歡迎來參加慶典活動的領
導、嘉賓和校友們。9時在國熙樓禮堂召開了校慶慶祝大會，大

領導、嘉賓齊集進校門

會由陳瑞富副校長主持，先介紹了到會的主要領導和嘉賓，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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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大會開始，全體起立，奏起了莊嚴的國歌、校歌。大會先後
請李錦桃校長、周大健市委副書記、江門市李崴副市長、培英
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問蘇棉煥醫生、
培英校友聯會主席李偉庭醫生、旅美校友、實業家方創傑先生
分別致辭，致辭從各個方面表達了對培英中學的關心和祝福。
此外，為衷心感謝高度重視和鼎力支持台山培英中學新校
區建設的各級黨政及廣大海內外校友、熱心人士和社團，還分
別舉行了授榮儀式、捐贈儀式及致送紀念品儀式。捐贈儀式掀
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捐資熱潮：先由台山培英中學名譽校長伍兆
燦先生捐贈台山培英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500萬元，委託蘇

全校師生夾道歡迎嘉賓校友

棉煥醫生代表致送，蔡炳樂局長、李錦桃校長接受，又由台山
培英中學名譽校長、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先生捐贈台
山培英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500萬元，委託旅美校友方創傑
謝潔霞伉儷代表致送，劉活波副局長、李錦桃校長接受，掌聲
還沒停下來，接著台山培英中學名譽會長李伯榮先生又委託譚
國渠常委代表捐贈台山培英新校區建設資金港幣300萬元......此
外，還有許許多多關心培英事業的海內外校友們的慷慨解囊，
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踴躍捐贈，會上已籌得款項1400多萬
元。慶祝會後，各領導、嘉賓、校友150多人，在台山交警及
公安部門分派的車隊開路及護航下，乘車前往台城沙崗湖參加
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奠基典禮。奠基會場上氣氛熱烈，彩旗飄

左起：李崴副市長、熊翰章博士、周大健副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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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方創傑顧問、譚國渠常委、李偉庭夫人

左起：李錦桃校長、余娟娟女士、黃偉紅女士、方創傑夫人

李崴副市長致辭

左起：李偉庭夫人、李偉庭主席、黃小玲主席、蘇棉煥醫生

蘇棉煥醫生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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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創傑顧問致辭

熊翰章博士致辭

左起：曾集祥醫生、曾集祥夫人、李靄康局長
李偉庭主席致辭

左起：李靄康局長、陳宜副主席、雷作堅先生、甄小喬副會長

慶祝大會高奏國歌、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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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傳人攝影作品選》展覽揭幕暨培英白綠攝影總社成立儀式

培英校董會校董、校長、校友於台山培英校慶禮合照

廣州培英中學衛作輝校長於《白綠傳人攝影作
品選》展覽揭幕儀式上致辭

培英校董會校董、校長、校友於台山培英校園合照

左起：校友聯會陳宜副主席、馬青
華學長、校友聯會李偉庭主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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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校董會校董、校長、領導、校友、嘉賓於台山培英校慶宴大合照
香港培英校董會捐贈台山培英中學發展經費和校慶經費港幣共11萬元，香港培英校董
會主席熊翰章博士(左)代表致送，李錦桃校長(右)接受。

培英校董會校董、校長、校友會領導於台山培英召開會議

培英會所捐贈台山培英中學高考獎學金港幣 1 萬元，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問蘇棉煥醫
生(左)代表致送，李沃歡副校長(右)接受。

培英校董會校董、校長、校友會領導於台山培英會議室合照

七位校長合照
站排左起：吳名城校長、李錦桃校長、衛作輝校長
坐排左起：邱藹源校長、劉國銘校長、畢玫校長、謝潔芳候任校長(香港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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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桃校長在慶祝培英創校126周年
台山培英建校75周年大會上講話

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領導、各位校友，老師、同學們：

績，永遠銘記著伍兆燦先生、蔡建中先生、李伯榮先生捐資興

大家好！

學的顯赫功德，永遠銘記著蘇棉煥醫生、熊翰章博士、伍伯良

春暖花開，紅棉燦爛，在這美好的日子裏，我們又歡聚台

先生、曾集祥醫生、余娟娟校友、甄小喬校友、劉均亭校友、

山培英，共慶培英創校126周年、台山培英建校75周年華誕。

譚國渠余嬋芳校友伉儷、朱壽榮校友等善長仁翁慷慨資助的功

在此，我謹代表台山培英中學全體師生，向蒞臨我校的各位嘉

績，永遠銘記著像黃日華會長等千萬情懷教育，心繫培英的白

賓、校友、朋友致以熱烈的歡迎和崇高的敬意。

綠兒女和各界朋友的隆情善舉，在此，我再一次代表台山培英

七十五年熔鑄，七十五年輝煌。台山培英已經歷75載的

全體師生向你們表示深深感謝。

風雨洗禮，經過幾代培英人的不懈努力，她不斷發展，不斷壯

時代在進步，教育要發展。面對“高等教育擴招＂、“以

大，不斷提高，現已成為集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於

台城為重點，積極發展高中教育，實現我市普及高中教育＂和

一體，師生近3000人的綜合性大型學校，是台山教育“視窗＂

“大力發展優質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新形勢，台山培英又迎來

之一，成為國家級重點學校。近年來，學校在各級黨政和教育

了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為了做大做強做優台山培英，在進

行政部門的正確領導下，得到多方的關心和支援，學校的面貌

一步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的同時，實現把培英普高辦成省一級學

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校風學風良好，師生勤教好學，教育教學

校的新目標，市委市政府決定，另徵地360畝，建設台山培英

質量不斷提高，03、04年共有1020名學生以優異成績考上大

新校區。一聲春雷震大地，自建設台山培英新校區的消息一

學，共有5人次總分或單科成績超800分，連年超額完成上級下

傳開，廣大培英人為之振奮，為之鼓舞，他們奔相走告，出謀

達我校高考上重點、本科人數任務，成為我市“高考大戶＂；

獻策，慷慨解囊，到現在為止，新校區建設資金捐款已達到

學校的“全人教育＂更具特色，02年學校男女排球隊榮獲廣東

一千三百六十多萬元，這個有震憾性的8位數，又一次展示了

省中學生軟式排球賽雙冠軍，今年學校男籃又獲市中學生籃球

培英人的精神，展示了培英人的力量。建設台山培英新校區

賽冠軍，並實現“兩連冠＂；學校職業教育形勢喜人，畢業生

是教育發展的需要，是市政府的重要決策，也是廣大培英人的

就業供不應求，深受用人單位歡迎，最近，學校分別被省、市

共同願望，我們相信，在各級黨政和教育行政部門的重視支持

授予“廣東省綠色學校＂、“江門市標兵文明單位＂、“江門

下，繼續發揚白綠精神，群策群力，台山培英新校區的建設一

市師德建設先進單位＂等光榮稱號。尊敬的各位領導、校友、

定能實現。最後

朋友們，學校的進步是你們支持、關懷的結果，學校每一點

祝大家身心康泰，家庭幸福，萬事如意；

成績都凝聚著每一位培英人的汗水和智慧，在台山培英發展的

祝培英事業興旺發達。

豐碑上，將永遠銘記著黃國熙先生家族改建台山培英的豐功偉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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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市委副書記周大健在慶祝培英創校126周年
台山培英建校75周年大會上講話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老師們、同學們：
今天，我們海內外的朋友在這裏歡聚一堂，隆重慶祝培英中學創校126周年、台山培英中學建校
75周年，我謹代表中共台山市委、台山市人民政府對各位嘉賓、各位校友、各位朋友表示最熱烈的歡
迎！
台山培英中學有著綿長的歷史，是一所有著優良傳統的學校。多年來為台山、為祖國、為整個人
類的進步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不少人已成為祖國建設乃至世界發展的棟樑。當時代的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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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進21世紀的今天，台山培英中學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學校已成為台山市唯一一所國家級重
點學校，是江門市標兵文明單位，是江門市師德建設先進單位，是廣東省綠色學校，具有近3000名師
生的學校，校風良好，教學秩序井然，教學質量穩步提高。2004年高考，普高超額2倍完成上級下達
的本科、重點本科大學的任務，普、職高共有530人考上專科大學，成為台山高考升學的大戶，譚堅
誠、余耀文電腦科以813分列江門市高職高考之冠。可見，培英中學真正辦出了自己的特色，取得令
人矚目的成績，社會聲譽越來越高。所有這一切，離不開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和支持，離不開海內外
廣大校友、朋友的關心和幫助，在此，我代表台山市委、市政府對歷來關心和支持台山教育事業、關
心和支持台山培英中學的校友和社會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你們為台山教育事業作
出了無私奉獻，台山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
朋友們，面對滾滾的時代洪流，面對一日千里的教育發展形勢，台山培英中學又面臨著新的機遇
與挑戰，為了繼續做大做強台山培英，市委市政府決定大力支持台山培英中學再創建一項澤被後世、
永標史冊的宏圖偉業 — 另辟新校區，新建一所適合時代發展要求、具有相當規模的台山培英中學。新
校區今天就要隆重奠基了。我們相信，有廣大白綠兒女一如既往的關心和支持，雄偉的培英中學新校
區，將以其嶄新的面貌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最後，祝在座的女士們、先生們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興旺。
祝培英的事業興旺發展，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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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展啼聲 各領風騷
—記2005年省港“培英杯＂學生歌手賽
台山培英中學 雷銀疊
4月23日晚的台山培英校園，依然綠樹疊翠、鮮花吐豔。

同學演唱的粵曲《賣荔枝》，使晚會煥發了另一個高潮。

與往日不同的是，樹叢花彩中搖曳著一個個紅紅的燈蘢，飄動

舞蹈是藝術的奇葩。此次晚會上，東道主台山培英舞蹈隊

著一面面鮮豔的彩旗，穿梭著來自海內外的校友，展現著一張

的兩個舞蹈，也體現了極高的藝術價值，使得台下的觀眾如癡

張如花的笑靨。如此美麗迷人、熱情奔放的夜晚正熱切地等待

如醉。第一個舞蹈《歡慶》，一個個紅色的精靈激情四射，青

著一場盛會的到來。

春奔放，迸發出生命的熱力，激發出會場火樣的熱情；第二個

晚上八點三十分，我們尊敬的蘇棉煥醫生以樸實誠摯的

舞蹈《江南韻》又帶給觀眾另一種美的享受。迷蒙的月光下，

發言拉開了比賽的序幕。今晚，省港六所培英各派兩位選手參

穿綠衣的荷花仙子翩然起舞，綽約多姿，舞步婀娜，配合優美

賽，十二位選手又分“自選唱法組＂和“民族唱法組＂進行競

的樂章，溫文的節奏，盡情表現著青春的柔美。

技。十二位選手，在這白綠的藝術舞臺上，爭妍鬥豔，盡現白
綠校園的藝術之春。

晚會的最後一個節目使到整個會場沸騰了起來，這就是
國家一級演員、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唐彪的獨唱。唐先生親切熱

首位登場獻歌的是廣州培英中學的祖美智同學，一曲《丁

情、幽雅風趣，博得了全場的掌聲。一連高歌三曲，歌聲激昂

香花》，美妙抒情，恍如丁香般迷人的旋律令觀眾為之動心；

高吭，雄壯激越，有風雨挾雷之聲，又有萬馬奔騰之勢，全場

緊接上場的是西關培英中學的選手張偉，一件棉T恤，一條牛

撼動。一時間，歌聲如行雲流水般穿梭迴旋於國熙樓內外；夜

仔褲，一對帆布鞋，洋溢著青春的活力與灑脫，演繹自創（自

空中的培英，正把潛藏的美麗和活力忘情地釋放出來，像一顆

行譜曲填詞）的一首《想你瞬間》，橫溢的才華，成熟的台

火熱的心在展現著生命的律動。

風，出色的演唱激起了觀眾的熱情，一曲既罷，台下掌聲經久
不息。

夜已深，歷時兩個小時的晚會在依依不捨中結束了。比賽
結果是：榮獲一等獎的有台山培英中學的曾文力同學和陳嘉和

僅兩選手獻技，熱情已被點燃了！第三位選手身穿白色禮

同學；榮獲二等獎的有廣州培英中學的祖美智同學和王曦同

服，腰紮銀色腰帶，氣度從容。一出場已令觀眾充滿了期待；

學、廣州西關培英中學的張偉同學和譚穎瑜同學；榮獲三等獎

一張嘴，嘹亮的聲音奔湧而出，音域廣闊，底蘊渾厚。一曲

的有江門培英中學的楊娉婷同學和鄧慧君同學、香港培英中學

《神奇九寨》，百回千轉，如高山流水，清勁流暢，又如汩汩

的郭凱翔同學和簫豔同學、香港沙田培英中學的蔡婉君同學和

清泉，激越悠揚，觀眾的心被揪住了，靜靜地聆聽，歌聲漸漸

陳惠琪同學。團體獎的結果是：榮獲一等獎的是台山培英中學

隱去，掌聲如雷鳴般轟響。他，就是台山培英中學的曾文力同

和廣州西關培英中學；榮獲二等獎的是香港沙田培英中學和廣

學。

州培英中學；榮獲三等獎的是香港培英中學和江門培英中學。
選手一個接一個進行精彩的演唱，台下的觀眾報以一陣又

一陣熱情的掌聲。民族唱法組中，台山培英中學的陳嘉和同學

初展啼聲，風騷盡顯，小荷已露尖尖角。願：白綠的藝術
之園永遠萬紫千紅總是春！

和西關培英中學的譚穎瑜、王曦等同學表現突出。其中譚穎瑜

舞蹈—喜慶 （台山培英舞蹈隊）

特邀嘉賓—唐彪先生演唱（國家一級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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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嘉賓與全體表演同學合影留念

舞蹈—江南韻（台山培英舞蹈隊）

台山培英中學的曾文力同學

14

西關培英中學的張偉同學

台山培英中學的陳嘉和同學

西關培英中學的譚穎瑜同學

參賽同學獲獎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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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培英中學舉行新校區奠基儀式
台山培英中學 余思強
4月24日上午11時10分，當在國熙樓禮堂舉行的校慶大會

綠兒女動真情捐建黌宇邑人同贊真善美。後幕的中央則掛著一

結束後，校友、嘉賓一行150多人隨即分乘十多輛大小汽車前

幅新校區的設計平面圖。11時45分，李棉桃校長宣佈奠基儀

往沙崗湖參加培英新校區的奠基儀式。一路上有交警及公安部

式開始，禮炮齊鳴，四隊醒獅及喧天的鑼鼓營造出熱烈喜慶的

門的車隊護航，經過五公里的車程，就來到了新校區的奠基地

氛圍，接著李校長宣佈參加奠基儀式的嘉賓名單，李崴、譚國

點，而母校先期派出的四個班的師生已在此恭候多時，嘉賓、

渠、熊翰章、蘇棉煥、李偉庭等領導、校友分八批為培英新校

校友們在師生們的鮮花與掌聲中步入會場。

區奠基，現場眾多的攝影器材在連續運作，將這一歷史性的一

會場的四周插滿了彩旗，迎風飄揚，三條紅色的充氣圓拱

刻全方位地記錄下來，當然，這些機器也記錄了新校區的青山

撐起了一塊巨大的幕布，阻擋了初夏的豔陽，會場上空飄浮著

綠水，還有那永不褪色的白綠精神。奠基儀式於中午12時結

幾個大型的氣球，奠基石碑後面是用竹子搭成的後幕，上面掛

束，之後，校友、嘉賓前往園林酒店參加校慶宴會。

著一副對聯：培英賢達施甘露開創新校區學子齊誦信望愛，白

李錦桃校長主持奠基儀式

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問蘇棉煥醫生（右）與江門市李崴副市長商談培英新校區發展大計

15

蘇棉煥醫生（左）與江門市李崴副市長（中）、台山市委譚國渠常委（右）親切交談

江門市、台山市、培英校董會、校友聯會、台山培英領導參加奠基留影

台山市府、人大、市委宣傳部、校友聯會領導參加奠基留影

台山市教育局、台山培英校友會領導參加奠基留影

培英中學 126 周年校慶—台山培英中學

培英體系學校領導參加奠基留影

台山培英領導及兄弟培英校友會主席參加奠基留影

台培英校友會領導與本市兄弟學校領導參加奠基留影

台山市各級領導與來賓參加奠基留影

在慶祝培英中學創校126周年暨台山培英建校
75周年台山市人民政府宴會上，培校董會主
席熊翰章博士致辭。

16
學生代表參加奠基留影

在校慶宴會上，蘇棉煥醫生（右）
與李錦桃校長（左）相互祝酒。

在校慶宴會上，台山市政協副主席余榮機先生（左1）與培英校董會首長們祝酒。

在校慶宴會上，台山市委常委譚國渠
先生（右）與蘇棉煥醫生親切握手。

在校慶宴會上，台山市政協主席黃小玲女士（左2）與香港培英中學畢玫校長（右
2）、沙田培英中學邱藹源校長（左1）、香港培英中學候任校長謝潔芳女士（中）、
旅新西蘭台山培英校友余娟娟女士（右1）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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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芳名
鳴
伍兆燦名譽校長
蔡建中名譽主席
李伯榮名譽會長
培英校董會
方創傑顧問
王韻梨名譽校友
甄小喬副會長
校友聯會陳宜副主席
黃榮耀校友
劉均亭名譽會長
蘇棉煥醫生
曾集祥名譽會長
余娟娟顧問
譚國渠、余嬋芳伉儷
46屆校友
台山培英校友會正副會長
台山培英全體教職工
李彩雲名譽校友
朱壽榮副會長
2001屆校友
2002屆畢業生
梅夏兒名譽校友
羅穎校友

謝

台山培英校友會

人民幣500萬元
人民幣500萬元
港幣300萬元
港幣20萬元
人民幣16萬8千元
港幣12萬元
美金1萬元
人民幣8萬元
人民幣8萬元
人民幣 8萬元
港幣6萬元
人民幣6萬元
人民幣6萬元
人民幣6萬元
人民幣6萬元
人民幣6萬元
人民幣6萬元
港幣3萬元
人民幣3萬元
人民幣3萬元
人民幣3萬元
港幣2萬元
美金100元

台山培英中學名譽校長伍兆燦先生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500萬
元，伍兆燦先生的委託人蘇棉煥醫生(中)代表致送，蔡炳樂局長(左)、李錦桃校長(右)
接受。

台山培英中學名譽校長蔡建中先生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500萬
元，蔡建中先生的委託人旅美校友方創傑伉儷(中)代表致送，劉活波副局長(左1)、李
錦桃校長(右1)接受。

感謝信
尊敬的海內外校友、朋友們：
您們好！
4月23日，春暖大地，花好月圓，在這美好的日
子裏，海內外白綠兒女以及各方嘉賓、朋友歡聚台山
培英，共慶培英中學創校126周年、台山培英中學建校
75周年暨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奠基。慶典活動隆重、
熱烈，校友嘉賓們歡聲笑語，暢談往事，共商培英發展

台山培英中學名譽會長李伯榮先生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港幣300萬元，李
伯榮先生的委託人譚國渠常委(中) 代表致送，陳翠芹副局長(左)、李錦桃校長(右) 接受。

大計，為台山培英新校區建設慷慨解囊，展示了培英人
精誠團結、愛國愛校的白綠精神。這次慶典活動的成功
舉辦和台山培英不斷進步與發展，得到廣大校友及社會
各界的關心與鼎力支援，在此，我代表台山培英中學全
體師生再次向您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祝
身心康泰，萬事如意
台山培英中學校長 李錦桃 敬上
2005年5月18日
旅美台山培英校友會顧問方創傑謝潔霞伉儷（左1、2）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
資金人民幣16萬8千元，李錦桃校長（右）接受。

17

培英中學 126 周年校慶—台山培英中學

台山培英校友會副會長甄小喬女士（左2）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美金1萬
元，趙金津副校長（右1）接受。台山培英校友會名譽會長劉均亭先生（右2）捐贈台
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8萬元，朱偉源副校長（右1）接受。

台山培英中學58秋高校友黃榮耀先生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8萬
元，校友會常務副會長伍添濤先生（左1）代表致送，朱偉源副校長（左2）接受。 培
英聯會副主席陳宜先生（右1）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8萬元， 李沃
歡副校長（右2）接受。

台山培英中學名譽會長曾集祥醫生伉儷(左1、2）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
民幣6萬元，趙金津副校長（中）接受。台山培英中學顧問余娟娟女士（右2）捐贈台
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6萬元，李沃歡副校長（右1）接受。

四六屆同學會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6萬元， 四六屆同學會代表馬
青華先生（左1）代表致送， 李錦桃校長（左2）接受。台山培英中學全體教職工捐贈
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6萬元，學校工會主席彭宏達先生（右2）致送，
趙金津副校長（右1）接受。

台山培英校友會全體正副會長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6萬元，校友會
會長黃日華先生（左2）代表致送，趙金津副校長（右1）接受。台山培英校友會副會
長朱壽榮先生（右2）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3萬元， 李沃歡副校長
（右1）接受。

台山培英中學2004屆校友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3萬元，伍泳林校
友（左1）代表致送，趙金津副校長（左2）接受。台山培英中學2005屆全體畢業生捐
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人民幣3萬元，黃國梁同學(右2)代表致送，朱偉源副
校長(右1)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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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熱心人士、台山培英中學名譽校友梅夏兒女士（左2）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
金港幣2萬元，趙金津副校長（左1）接受。香港社會熱心人士、台山培英中學名譽校友王韻梨
女士（右2）捐贈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建設資金港幣2萬元，朱偉源副校長（右1）接受。
(註：在新校區奠基禮上，王韻梨女士再捐資港幣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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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培英中學新校區設計方案圖

19

培英中學 126 周年校慶—台山培英中學

20

培英中學 126 周年校慶—江門培英中學

慶祝培英中學創校126周年

江門培英中學建校71周年
2000 勰社•蔣寶蘭

4月25日，江門市培英中學又迎來了建校71周年華誕。各
地校友歸寧母校參加慶典。
早晨，江門培英中學校園內鮮花錦簇，彩旗飄揚，五個
特大的氫氣球拖起的巨大條幅上寫著“熱烈慶祝培英中學創校

最後，教育局李藹康局長在大會上致辭，他高度評價了培
英校董會、培英校友聯會和廣大培英校友為江門教育所作的貢
獻，希望江門培英全體師生能繼續秉承“信、望、愛＂的宗
旨，克服困難，取得新的成績。

126周年＂、“慶祝江門培英中學建校71周年＂等標語：在兩

致辭結束後，是捐贈及致送紀念品儀式：首先由培英校董

棟教學樓一樓連廊陳列著“白綠傳人攝影作品展覽＂培英校友

會主席熊翰章博士代表培英校董會向江門市培英中學捐贈；江

的攝影佳作，其美侖美奐的色彩，高超的攝影技藝，除了讓人

門市榮譽市民、江門培英中學名譽校長梁華濟博士向母校捐贈

一飽眼福，更為校園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師生們也都穿上

獎教學金；接著由李藹康局長、譚樂生部長和張天民書記代表

了節日的盛裝。校園內一片節日的氣氛。

江門培英分別向熊翰章博士、蘇棉煥醫生、梁華濟博士、方創

上午7時30分，學校各部門的工作人員開始各就各位，學

傑謝潔霞伉儷致送紀念品。

校管樂團和迎賓隊的同學也列隊在校門兩側恭候嘉賓。與此同

捐贈及致送儀式結束後是75屆業社畢業30周年晉升元老校

時，全校學生在政教處林國明主任指揮下，有秩序地集合就

友慶典儀式。江門培英中學校友會主席梁華濟博士首先致辭，

座，開始了“培英知識知多少有獎競猜＂活動。

他代表校友會感謝歷屆培英學子為培英的發展所做的貢獻和努

上午8時許，參加慶典的各級領導、嘉賓和歷屆培英校友

力，鼓勵業社校友繼續發揚培英的白綠精神，在各自的崗位上

陸續到來。管樂團奏起了迎賓曲，迎賓隊女生手舞絨花，載歌

不斷創造新佳績，希望業社會繼續關心、支援母校發展，幫助

載舞，笑迎四海嘉賓。

後學成才。

與會的領導和嘉賓有：江門市教育局李靄康局長，江門市

緊接著由江門培英校友會副主席黃軍川先生向業社校友贈

市委宣傳部譚樂生副部長，江門市教育局張天民副書記，江門

送錦囊；業社校友代表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潘浩炫先生致

市教育促進會何適瑩常務副會長，江門市蓬江區教育局徐偉局

辭；業社校友代表林英女士向母校及校友會致送錦旗；業社校

長，培英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問蘇棉

友代表向當年任教老師致送紀念品等。

煥醫生，培英校董會校董黎鈞衍博士，校董黃志偉牧師，校董
陳志庸、陳宛琪伉儷，蘇義有校董，香港培英中學校長畢玫女

上午11時，慶典活動在培英校歌聲中結束。之後，校友開
始了分級社座談、交流、參觀等聯誼活動。

士，香港培英中學候任校長謝潔芳女士，沙田培英中學校長邱

雖然慶典活動結束了，但是培英人之間那種濃濃的母校情

藹源女士，江門市榮譽市民、江門培英中學名譽校長、江門

結卻留給人永遠的感懷。我們相信一代一代白綠兒女定能讓培

培英校友會主席梁華濟博士，培英校友聯會主席李偉庭醫生伉

英的“信、望、愛＂精神不斷發揚光大。

儷，培英校友聯會常務副主席曾集祥醫生伉儷，培英校友聯會
陳宜副主席，江門市榮譽市民、美國三藩市美中華總會館總董
方創傑、謝潔霞伉儷，江門培英校友會黃軍川副主席，廣州培
英中學衛作輝校長，西關培英中學劉國銘校長，台山培英中學
李錦桃校長，廣州培英、西關培英、台山培英校友會主席、副
主席，培英校友聯會嘉賓，旅居新加坡校友陳惠庭先生，旅居
紐西蘭校友余娟娟女士，旅港校友嘉賓，江門市第一中學吳軍
校長，江門市金羚集團潘皓炫董事長，江門市教育局各科室主

吳名城校長致辭

任、科長，市直各兄弟學校校長、幼稚園園長等。
9時45分，慶典在雄壯的國歌和校歌聲中開始。大會由楊
建源副校長主持。吳名城校長首先在會上致辭。他回顧了江門
李譪康局長致辭

培英71年來走過的風雨歷程，感謝市人民政府、市教育行政部
門、培英校董會、培英校友聯會和廣大培英校友為江門培英的
發展給予的關心和支持。接著培英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在大
會上致辭，他熱情洋溢的講話，再一次鼓舞了培英中學的全體
師生。

熊翰章主席致辭

21

培英中學 126 周年校慶—江門培英中學

熊主席代表校董會向江門培英捐贈

梁博士向江門培英損贈獎教獎學金

梁華濟博士致辭
李局長代表江門培英向熊主席致送紀念品

李局長代表江門培英向蘇醫生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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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社校友代表致辭

張書記代表江門培英向梁博士致送紀念品

黃軍川副主席向業社校友致送錦旗

業社校友代表向母校致送錦旗

業社校友代表向當年任教老師致送紀念品

培英中學 126 周年校慶—香港培英中學

香港培英中學126周年校慶紀要
香港培英中學校園記者 吳燕渟、趙佩瑩
香港培英中學為慶祝創校一百廿六周年，於四月

正門新修啟用剪綵禮

廿二日舉辦校慶感恩崇拜，當日天朗氣清，預示了校
慶一切活動順利進行。
校慶鳴鐘及升旗典禮於上午八時舉行，當日同學
們懷著興奮的心情一早抵校，初中同學於中央操場列
隊，而高中同學則齊集二樓及三樓走廊，見證這莊嚴
的儀式，校監吳振智牧師及畢玫校長語重深長地將本
校歷史，前賢育才的艱苦奮鬥過程向同學娓娓道來，
令同學感受培英老師對同學的悉心栽培及關愛，畢校
長更希望同學能秉承白綠一家親的精神，熱愛母校，

剪綵

貢獻社會。
憲社酈民興校友與畢校長合照

接著，同學們便參與校慶感恩崇拜，當天除了有
吳振智牧師宣道外，陳惠玲同學還為大家分享見證，
陳同學自小在培英的家庭長大，在老師的指導下，學
業有顯著進步，但陳同學認為最大的福氣是成為培英
的一份子，能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中成長，現

熊翰章校董致辭

在她蒙神的帶領，終於成為神的兒女，更體會到神的
大愛；雖然陳同學的成長過程沒有經歷過甚麼風風浪
浪，但她所分享的可能就是我們每個人的體會。聽
完她的一番話後，作為培英一份子，更感到母校的教
育除了是知識的傳授外，還有那濃得化不開的師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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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感恩崇拜結束後，同學們終於可以參與中央操場

嘉賓合照

的攤位遊戲了，各科組別具心裁，有拋球遊戲，砌圖
或猜謎遊戲，可謂各適其適。眾來賓、師長及同學也
不懼火傘高張，甘願在大操場輪候，為的是要親身體

金銘樓正門復修啟用禮

驗校慶的歡樂氣氛及同學們悉心安排的各種有趣玩
意，而壓軸遊戲可算是最後的大抽獎活動了，不少同
學和老師皆贏得豐富獎品，可說盡興而歸。
校慶當天，適逢本校正門及金銘樓正門亦舉行
新修及復修啟用禮，當天承蒙陳懷明總學校發展主
任、謝婉貞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李鄒國英師母、校
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校監吳振智牧師、何錦光
校董及黃志偉校董擔任剪綵嘉賓；正門寬敞舒適，
窗明几淨，迎面的一幅大理石刻著「信望愛」的校
訓，玻璃櫃內陳列著培英兒女的獎杯獎牌，見證師

剪綵

生多年來的努力及汗水，在簡單而隆重的剪綵儀式
後，本校正門亦正式啟用，日後大家進入培英這個
大家庭時，必定更感受到培英那種「家」的氣氛，
體會培英一家親的傳統。

鎖匙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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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遊戲

校慶感恩崇拜會

大抽獎

校監吳振智牧師講道
師生參加崇拜會

詩歌班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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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貞明師母祈禱
鳴鐘禮

升旗禮

校慶遊藝會

班際排球比賽

創意科展覽

模型展覽

T-shirt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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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晚宴後記
香港培英中學 6B 吳燕渟
一年一度的校慶晚宴於四月廿二日晚上假灣仔皇廷酒樓舉
行，能夠參與是次活動感到十分榮幸。當日傍晚，我們隨著持
旗隊伍一早便到達了會場，雖然時間尚早，但原來不少工作人
員比我們更早到達，為126慶盛典佈置會場。
晚宴開始時，旗隊踏著莊嚴的步伐，持著二十六支校旗
步進會場，象徵遍佈世界各地的校友歸寧母校，為晚宴揭開序
幕。是次晚宴除了慶祝校祖日外, 亦是業社校友晉陞元老的大日
子，在頒贈元老校友紀念金章後，業社代表黃達民校友向眾來
賓致辭，黃校友提及培英老師與同學關係融洽，亦師亦友，現

廣州白雲區潘史揚副區長(右三)專程由廣州來港參加校慶與校董合照

在能與各老師相聚，機會實在難得，黃校友更不忘多謝老師們
從前的指導，在師長春風化雨的栽育下，畢業的培英兒女已在
社會中擔當不同的崗位，希望能將所學回饋社會。
筵席間，校監吳振智牧師宣佈了一個消息，就是盡心服務
本校多年的畢校長快將移居澳洲，而謝潔芳女士將於下學期擔
任本校校長一職。作為校園記者，自然不放過這個寶貴機會，
與候任校長作了一個簡短的訪問。謝校長對本校的印象不俗，

業社元老合照

且覺得本校師生關係良好，同學們親切有禮，在各項活動中也
表現得相當投入及認真；同時，謝校長亦希望同學能將自己的
才能充份發揮，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白綠兒女。
眾來賓享受完晚宴後，幸運抽獎將晚宴氣氛推至高潮, 大獎
和二獎都是由本校老師獲得。享受完佳餚美食後，晚宴亦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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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感謝神一直的保守和帶領，令是次晚宴能順利結束。
校董祝酒

肇社校友

萃社、建社校友

望社校友

信社校友

憲社校友

中小學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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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讓我成為培英的一員
香港培英中學候任校長 謝潔芳
東社、曉社校友

培英會所職員
及校友合照

校友聯會幹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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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樂隊演奏

德社校友

基社校友

校慶晚宴叫我嘆為觀止。可觀者不在人
數，畢校長告訴我因地方限制，參與人數少了
一半；可觀者是畢業數十年的校友今天可以共
濟一堂、細數當年樂事，共訴近日情懷，喁語樂聲響貫整個禮
堂！細望之下，校董中有校友，退休長者中有校友，教師團隊
中有校友，職員中也有校友，培英的校友網真的龐大，而且很
有力，一直支持延續著培英育人的偉大事業！
教育之偉大在於為青少年在局限的環境中開啟了窗門，
叫他們得窺世界遼闊、宇宙驚人，引導他們成長、生命得以改
變。在晚宴中我認識了培英校園記者6C Maggie、Tea及Mui，
她們對答如流，笑容可掬，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不難想像她
們將來轉化今天的學習所得，成為明日貢獻社會造益人群的力
量，就像我眼前社會賢達，昔日也是培英好少年！
宴會中認識了很多人，個個都親切友善，帶給我祝福，
祝願我帶領培英，連前結後，內心感到很多力量，培英事業
路上，豈止我一人！當然，那邊是培英老師團隊，在校園中
他們贈我的笑意下帶著點點倦意，今天洗去「母瘦」形象，
神采飛揚地接受一眾校董的祝謝。過程中我很感動，笑得很
開懷，因為領導學校的校董看準了學生成長最要感謝是前線
一點一滴培育學生的老師，也讓我在這裡向所有培英老師衷
心說聲謝謝！
晚宴後不足十個小時，我們又在往江門的船上見面。我認
識了培英第四個少年人郭凱祥，他在幾位老師照顧支持下，正
準備代表培英參加培英盃歌唱比賽。真是幸運小伙子，有這麼
多老師的陪伴愛澤！
參觀台山培英，認識了淑文、小勻、巧娜、秀美和秀芳，
他們本來是以台山培英校園記者身份訪問我，最後抵不住我的
好奇回訪，變成了兩地兩校師生交流，我們談笑甚歡，他們很
雀躍地告訴我慶幸成為台山培英的學生，這裡師生關係和諧親
切，老師樂意並盡心支持學生學習；他們自言這裡是學習成長
的好地方，難怪政府慷慨撥地擴建，想是讓更多青少年享受台
山培英的優質教育！動土禮過程中，我一直求神祝福台山培英
擴建，也是神國度的擴展、榮歸上帝！
培英盃比賽當晚，舞台是同學操練的地方，同學表現不
一，聽說有些學校揀選尖子作為代表，有學校選熱心願學的，
水平自然有差異，反映不同教學理念，但同樣竭力栽培，同樣
是師心可敬！
我想起青少年人人起點不同，能力有異，神卻將他們交給
培英的手。我的雙手空無一物，金和銀我都沒有，但我願奉耶
穌基督的名，用諸般的方法，叫青少年起來行走，我想像他們
行走著！跳躍著而讚美神，榮耀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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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培英中學校慶慶祝
沙田培英 蔡耀忠老師
今年是培英中學創校126周年，沙田培英中學建校27周
年。沙田培英中學於四月廿二日舉行慶祝活動，當天早上八時
多，眾培英人齊集操場，出席升旗典禮，蘇棉煥醫生、邱藹源
校長、嘉賓及師生們注目校旗徐徐升起，也為培英過百年的發
展，感到光榮。
升旗典禮後，禮堂舉行感恩崇拜及慶祝表演。陸輝牧師以
上帝的話語勉勵大家同步向前，大家亦藉着詩歌敬拜感謝上帝
厚厚的恩典。英語話劇、歌唱表演、管弦樂團演奏均展現同學
的演藝才華，花式跳繩示範的高難度動作使人拍案叫絕。
緊接是校友師生排球賽及攤位活動，大家就在互愛及歡愉
的氣氛下同渡過這大日子。

校董陸輝牧師、校董蘇棉煥醫生、校長邱藹源女士、校友陳宜先生、
校友梁崇德先生及師生們在升旗禮中同心祈禱。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陸輝牧師為大家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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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英語外籍老師Mr. John Lavin分享在沙田培英的點滴情懷。

校友陳宜先生勉勵弟妹們自強不息。

五小將表演「花式跳繩」。

英語話劇的同學演出投入。

管弦樂團同學極具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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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培英中學2004-2005年度畢業禮致謝辭
7B 潘潔如
葉國華先生、各位嘉賓、熊主席、吳校監、各位校董、邱校

夕，我收到同學發送的短訊，勉勵我不要怕，只管盡力做，他

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們提醒我，雖然我要獨自面對考試，但我絕對不是孤單一人。

在座各位好!我是7B班的潘潔如，能夠在這裏代表畢業同學
致謝辭，藉此向多年來致力栽培我們的母校、老師奉上衷心的
謝意，我真的感到十分榮幸，希望。

們情誼永不變。
在沙田培英我獲得很多寶貴的機會，例如參加中文辯論

時光飛逝，七年的中學生涯快要結束了。回想當初，想到

隊、天使之音，令過往不敢在群眾前說話的我，懂得將緊張不

自己因趕忙上學而忘記穿戴領帶的狼狽、轉堂時錯入教室的尷

安的情緒化為演說時的專注、投入。最令我獲益良多的是有幸

尬，都不禁一笑，才發覺自己已由一個幼稚、固執的莽撞少年

擔當風紀隊長。開始時因未能深思熟慮，以致錯漏百出，感謝

逐漸成熟、冷靜起來，這全賴校方的栽培和教導。

訓導老師、風紀隊伍的寬宏和能幹。由於一個小小的失誤足以

當中，我特別感激校長的鼓勵和支持。邱校長為人和藹、

為全體同學帶來不便，因此我變得小心謹慎、計劃周詳，也培

全無架子，我們可以常常看到校長面帶笑容地與學生聊天，關

養出責任感來。每日站崗令我更自律、守時。風紀能接觸不同

懷我們。她會特意抽空探訪畢業班，勉勵同學，聽取同學對校

級別的同學，他們都很尊重、關心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的鼻敏

政的建議，這一切全為了製訂更以學生為本的措施，例如自修

感復發，眼紅、流鼻水，低年級的同學竟以為我哭了，忙走來

室延長開放時間，由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半，方便同學學習。

安慰我，及後才知道是誤會一場，但他們仍送我兩包面紙。每

最令我感動的是在中五的頒獎禮，當時我有幸獲得英語學業

當我有失誤時，不論是風紀或是同學都會幫我一把。能遇上你

獎，校長除了恭賀我之外，更笑說記得兩年前我曾獲得同樣的

們，我體會到友愛的白綠精神，我感到十分幸福。難怪學長往

獎項，叮囑我要繼續努力。我無法相信校長在兼顧繁重校政，

往會關切的追問母校的近況，我想他們真的很懷念沙田培英。

照顧成千學生之餘，還能記起我。這一句話亦成為我努力學習
的動力。邱校長，多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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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無論如何，我得着同學的支持。衷心多謝你們，願我

不得不多謝的是我們親愛的父母。我的父母因長期操勞過
度而患上不少疾病，不但不能提起重物，更會手腳、頸項疼痛

在學習的歲月中，我感激良師有如明燈般照亮我迷茫黑

不止。為了讓姐姐和我繼續學業，您們每日早出晚歸，勞碌工

暗的道路。因著資質平庸，時間分配不均，我平日只能勉強應

作。工作勞累了，還怕我們捱餓，怕我們抵冷，對我們的一切

付實驗報告，卻無暇溫習，因此成績一落千丈。面對堆積已

呵護備至。或許您們有時會顯得十分嚴厲，但我知道您們關心

久的大量問題，我真的很氣餒。但我的老師並沒有痛罵我懶惰

我，怕我虛耗光陰，怕我一事無成。請原諒我的失敗。我後悔

無能，化學老師更主動提出為我補習。他不斷關心我，提醒我

以往沒有把握機會向您們道謝，但我真是感受得到的。試問沒

做事緩慢，絕不是不能將工作完成的理由，自此我專注解決

有您們的教養，會有今日的我嗎?現在請容我向你們講一聲：

問題，而非放棄、悔恨。全因他和其他老師的教學熱誠，令

「爸爸、媽媽，多謝你們！」

我感到慚愧，驅使我努力做好。蒙副校長、各位老師，多謝您

今日，我們畢業了，我們將要離開沙田培英中學，但我相

們！得到老師的關懷是學生的福氣，我慶幸自己能在沙田培英

信在母校經歷的苦樂悲喜，在此遇到的人和事，必會長留我們

讀書。我的班主任時常關懷我們，每當我們顯露疲態時，他會

心裡。他日我們還會共聚，還會重返沙田培英，甚至回饋母

趨前了解我們的苦況，或勉勵、或提供建議，協助我們解決問

校。在此，我希望感謝中華基督教會、校董會、家長教師會、

題，教我們勇敢面對困難。老師和同學間亦師亦友，相處融

校友會、基禾堂、各位職員及工友，沒有你們的努力及支持，

洽。沙田培英的每一位老師都勤奮教學，他們教懂我們要處事

我們決不會有美好的校園及良好的學習環境，亦要感謝母校為

認真。請容我向各位孜孜不倦、有教無類的老師獻上衷心的謝

我們舉行是次畢業典禮，以及各位嘉賓的來臨。

意。您們無私、耐心幫助同學，令我們深愛著沙田培英。老
師，多謝您們。

最後我勉勵在座的學弟妹要努力用功，虛心學習，他日為
棟為樑。祝願母校繼續春風化雨，培育英才。聖經說：「只要

同學間的情誼十分可貴。功課繁重，壓力令人喘不過氣

凡事藉著祈求和感謝，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穌基

來，但激烈的競爭並沒有令我們疏遠，相反，我們互相扶持、

督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只要依靠神，我們定能跨越險

彼此相愛。每次我害怕了，我哭了，你們總會陪伴在旁，傾聽

阻，過著豐盛人生。多謝各位。

我的憂慮，分擔我的哀愁，伴我走過艱辛的道路。在公開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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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tin Pui Ying College Graduation Speech
(2004-2005)
5A Ivan Chong
Mr Yip, Dr. Hung, Rev. Dr. Ng, honoured guests,
principal, parents, teachers and fellow schoolmates,

everything Miss Tang has done for us.
Looking back, I have changed a lot in my school life.

I am Ivan Chong of 5A. It is my honour to speak on behalf

When I was a F.1 student, I had some diﬃculty adapting to

of all the graduates of 2005. To most people, this is a normal

the new environment. Maybe it was because of my shyness

Saturday afternoon, but it is a special day for all the graduates.

that I did not have much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Fortunately,

We have proved to our teachers that we are remarkable and

I could still become good friends with my classmates and the

capable students.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to

teachers also loved me. After I was selected to play a role

our principal, teachers and parents.

in the school’s first musical, ‘The Comeback Kid’, I started

As the principal, Miss Yau has shown her love and care to

to grow up. I like music, but I was too shy to share it with

her students. She has a lot of work to do, but she always ﬁnds

others. I felt quite uneasy at ﬁrst during practices. I was lonely

time to talk to us and tr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our school

and frustrated. Everyone was like a giant to me. Being a F.1

lives. Before our Mock Examinations, Miss Yau came to our

student, I felt so inferior to them, but no one neglected me.

classroom to talk to us. She gave us a lot of encouragement

Everyone was so friendly that they tried to get me involved in

and oﬀered us a lot of advice on how to prepare ourselves well

the group. That was the ﬁrst time that I had interacted with

for the examinations. We shared with her our needs and wrote

other students and soon I had developed my self-esteem.

down the things that the school could help us with for our

All of us have got a group of charming and supportive

examinations. All the F.5 and F.7 students are facing a critical

friends. I am no exception. My friends told me to smile more

moment in their lives. I am sure all of us are very anxious.

and to be positive. We enjoy talking about our studies and

Nevertheless, Miss Yau’s encouragement gives us strength and

support each other. We can laugh at silly things and talk about

comfort. Thank you Miss Yau.

games. That makes things easier during this tough period.

We are very fortunate to have a group of good and

Even though there are sometimes arguments, we can form

responsible teachers. They have sacrificed so much in all

some lifelong friendships. We are sure that our relationships

these years. They have helped us to overcome obstacles and

will last for ever even though we will walk on diﬀerent paths.

diﬃculties in examinations as well as in our daily lives. They

We are very delighted with our school. Many of our school’

are like our fathers and mothers at school. We have grown

s facilities have been arranged to ﬁt in with our needs. For

up under their guidance, love and care. Every teacher wants

instance, our Multi-media Music Laboratory and MMLC assist

us to be successful not only in our studies, but also in our

us to get the most updated materials for our studies. In the

everyday lives. Seeing us succeed will be the most valuable

Multi-media Music Laboratory, electronic piano keyboards

reward for our teachers. They have given us useful advice and

are provided for us to arouse our interest in composing songs.

encouraged us when we want to give up. Their consolation and

This helps us to know more about music. Moreover, the wide

guidance prepares us for the challenges and diﬃculties ahead.

range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school and

We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the teachers who have

other organizations has increased our understanding of our

helped us during these years. Thank you. I especially want

society.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explore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Miss Tang, who taught me

and develop our potential and to grow in diﬀerent aspects.

Home Economics in F.2 and English in F.4 and F.5. Miss Tang

Some of the other students and I have taken part in the Hong

is a very responsible teacher. She always did more than she

Kong 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2003 organized by

had to do. She checked answers with us thoroughly, prepared

the Rotary Club. This was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for us

useful materials for us, invited us to come back to school to

all. We have learnt many skills, including how to cooperate

practise English with her during holidays and even baked a

and negotiate with students representing diﬀerent countries.

delicious cake for our class at Christmas. We really appreciate

We have built up our conﬁdence when solving problems and

29

培英中學 126 周年校慶—沙田培英中學

encountering diﬃculties. The experience has made us aware

You are always ready to listen to our stories and share your

of our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All of these skills will be

experience with us.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beneﬁcial to our lives. Our school always oﬀers ﬁnancial aid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to our parents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those students whose families cannot aﬀord the fee for taking

done for us. Thank you mums and dads.

part in the activities outside the school. This ensures that

Time went by so quickly that it is already our fifth or

no student is deprived of the chance to actively take part in

seventh year in Shatin Pui Ying. After that, we will take

diﬀerent kinds of learning.

diﬀerent paths. Some of us may be promoted to F.6, some may

Last but not least,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study in other schools or further our studies overseas while

to our parents for supporting us all these years. Maybe you

others might start their careers. Although we might meet

are not able to help us with our homework, but you always

diﬃculties on our paths, we do not have to be afraid, as God

remind us to put on more clothes when the weather is cold

will be our guide. He will be with us. We have to be strong and

or prepare delicious meals for us. All of these things have

be ready to start a new page of lif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been so touching, even though we may not say so. We are like

opportunity to share some wisdom from the Bible with all of

candles. Teachers and textbooks are like matches which light

you. It is from John 14:27 “Peace I leave with you; my peace

us up. Certainly, we need the ﬁre and sparks to prepare for

I give you. I do not give to you as the world gives. Do not let

our examinations. However, if it is too windy, no matter how

your hearts be troubled and do not be afraid.” I hope that all

much ﬁre we have, it will soon go out. Our parents give us

of us will have faith to continue with what we have started.

protection, and prevent us from being blown out by the strong

Our times in Shatin Pui Ying will be a happy memory to us all.

wind. You are our ﬁrst teacher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Thank you.

in our lives. You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take our ﬁrst step.

校慶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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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一) 38屆剛社校友鄧瓊芬學長第一次參加六校的126周年校

(五) 陳宜副主席知道熊翰章博士忘記帶鬚刨，每天一大早就親

慶，他又是台山培英第一屆的畢業生，隨後又在廣州培英

自送上鬚刨給熊博士使用，突顯陳宜校友的細心和熱情。

及香港培英就讀，是今次校慶團最年長之學長。鄧學長所
到之處，均受敬重，因此他十分開心，又說十分安心，因
為隨團有三位醫生。

(六) 候任香港培英中學校長謝潔芳女士隨團參加台山、江門培
英校慶活動，所到之處都得到同學們、校友們的熱烈歡迎
和接待。在台山培英，一群學生小記者圍著她採訪，她也

(二) 全程參加校慶的還有三位非培英校友，但獲台山培英中學

與同學們談學習，氣氛熱烈,打成一片。校友們也感到謝女

及校友會頒授榮譽校友之名銜，她們是李彩雲女士、梅夏

士和靄可親，易於接近和相處，相信校董會沒有選錯人。

兒女士及王韻梨女士。她們熱愛教育、有愛心、慷慨捐資
給培英。
(三) 台山培英招待回校參加校慶之校友熱情而無微不至，特別
安排一部汽車接載兩位老師陪同校友鄧瓊芬學長、榮譽校
友梅夏兒女士、王韻梨女士回到鄧學長的故鄉沖蔞及梅校

(七) 在台山培英的宴會上，曾集祥醫生介紹香港培英候任校長
謝潔芳給方創傑夫人謝潔霞認識時說：“介紹個妹妹給你
認識＂，她們在熱烈握手時，不約而同地開懷大笑。
(八) 王韻梨名譽校友參加廣州培英太和校區時贊助港幣壹萬
元，在培英林種植心儀的紫籐。

友的故鄉端芬參觀及拍照留念，人人皆大歡喜。更加難能
可貴的是曾集祥夫人自始至終相陪及關照，使他們有賓至
如歸的感覺。

(九) 台山市政府為保證台山培英主辦的校慶能順利及成功，事
前召開了有關部門的協調會議，衛生部門派員前往園林酒
家的廚房檢查衛生，保證全體校友及嘉賓的食物健康，在

(四) 因鄧瓊芬學長聽覺不好，年紀又是最大，校友們都熱情協
助他。校友聯會副主席陳宜學長每到一處，必親自為他拿
取行李送上房間，每日早晨怕他聽不到morning call，必
親自上房巡視叩門及帶領他去吃早餐。培英一家親及互愛
的精神，令人敬佩。

賓館內特別派出公安駐守，以保證賓客安全。奠基禮時，
沿途派出公安車輛開路及陪同，政府如此隆重，證明其對
培英發展教育的重視。

培英中學 126 周年校慶—各地校友會

美西培英校友會創會79周年暨母校創校126周年雙慶盛況
63 蔚社•黃貴雲
美西培英校友會於2005年4月9日假座華園酒樓舉辦本會創

今年的娛樂節目由彭浩顧問和戴笑蓮主持，節目豐富，由

會79周年暨培英母校創校126周年雙慶。會場高掛白底綠字「美

51屆校友謝永貞表演芭蕾舞，嘉賓梁健女士表演中國舞，加省

西培英校友會79周年暨母校126周年雙慶」的橫額，凸現了培

校友會的高治民副會長表演吹口琴，鄧家公所的鄧瑩小姐和葉強

英白綠一家親的精神。主席台前面放滿各方送來的花藍，色彩繽

先生合唱，還有其他校友卡拉OK唱歌表演。他們的精湛演出，

紛，為大會增添歡樂的氣氛。

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下午五時音樂跳舞開始，鄧海波會長伉儷並帶來糕點小食招

到了抽獎的時間。由潘星偉、郭太元、朱翠霞、黎炳潮主

待。這次盛會筵開十五席，很多貴賓前來道賀。其中有方創傑顧

持。今年的大獎很多，有陳宜名譽顧問贈送的Panasonic DVD

問特別邀請來自美京的美國勞工部之莫天成財政部長和美國商務

機，黃克仁副會長的Sony DVD機，聯合銀行贈送的名貴茶葉，

部少數族裔企業發展署董繼玲副署長。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譚建

以及其他校友贈送的珍貴禮物多份。最令人興奮的是鄧海波會長

兒會長、高治民副會長共十二位校友遠道由二埠前來出席參加。

的100元現金獎，將全場的氣氛帶至高潮。

美華長老自理傳道會代表雷鉅常主席伉儷、范樹德董事伉儷、聯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飛快，宴會到了尾聲。大家合照希望留

合銀行副總裁朱國林伉儷、鄧高密總公所鄧銘世副主席伉儷、鄧

下美好的回憶。拍照後賓主紛紛握手道別。大家相約聯絡，並期

漢湖元老伉儷、鄧英伯伉儷。本地各校友會正副會長或代表有嶺

盼著下次的聚會。

南大學、廣州大學、中山大學、珠海大學及培正、真光、開中、
台中、台師、女師、僑中、開僑風采、台山廣大中學等兄弟友會
的代表,其它嘉賓有美西培英校友會之友關宗魯伉儷、劉宏美伉儷

方創傑顧問、鄧海波會長與
莫天成部長合照

等。星光熠熠的嘉賓為大會增添無比光彩。
會前董繼玲副署長致辭，代表布殊總統向我們祝賀，並高度
贊揚培英校友會對社會的貢獻。這是三藩市僑社首次有總統代表
參加慶典並致詞的校友會，我們感到無比的光榮和興奮。

方創傑顧問、鄧海波會長與
董繼玲副署長合照

大會於六時半正式開始，由戴笑蓮擔任司儀。全體起立由
陳文蔚學長帶領唱校歌。鄧海波會長致詞熱烈歡迎各位嘉賓和
校友，感謝他們一貫對校友會的支持。也感謝華府對本校友會
的支持和鼓勵，並希望各校友團結一致，關心校友會，將校友
會發揚光大，使校友會在僑社發揮應有的作用。方創傑顧問代
表顧問團致詞歡迎各位貴賓和校友，並希望校友會在正副會長

顧問團、加省及美西培英校
友會正副會長向各來賓校友
祝酒

領導下，日益昌盛。來自華府的美國勞工部之莫天成財政部長
也向我們祝賀，並承諾如果校友會有需要幫忙，他一定義不容
辭。嘉賓中由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譚建兒會長和美華長老自理
傳道會雷鉅常主席先後致詞贊揚和勉勵本校友會同仁。副會長
黃克仁致謝詞，感謝各兄弟會送贈的花籃、水果籃和賀儀，並

鄧海波會長、黃克仁副會長、
方創傑顧問頒發獎牌給奪得出
席人數最多的成社校友

希望大家互相支持幫助，共同邁向更燦爛的明天。
由譚志天牧師作餐前祈禱後，晚宴正式上席。席間由羅穎
介紹各位嘉賓，黎炳潮介紹本會顧問和職員，黃匡予介紹第一
次出席的校友。其後美西及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的正副會長和
各顧問齊集主席台向大家祝酒，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並祝
母校日益繁榮昌盛。各位校友在品嘗美食之餘更趁此良機與多
年老友聚舊。大家都很珍惜這寶貴的聚會。
今年的出席宴會人數最多的級社獎項是由57年成社的校友
奪得。由鄧海波會長，黃克仁副會長和方創傑顧問向他們頒發了
獎牌。

顧問團、加省及美西培英校友會正副會長和部份校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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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歡迎溫哥華培英校友會前副會長雷碧磋
鍾蘭影總務訪美西培英校友會
60 任社•羅穎
溫哥華培英校友會前會長馬明仁電傳美西培英校友會顧問

至今已有79年歷史之久，校友們熱愛母校，校友會之心更是難

方創傑及鄧海波會長，知會溫哥華校友會前任副會長雷碧磋及

能可貴，雷碧磋前副會長更是慷慨送出她心愛梁石鋒老師墨寶

總務鐘蘭影，將在Crystal Hamony遊船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

及年儀美金五十元（US$50），鍾蘭影總務亦送上年儀美金壹

日到三藩市停留一天，並欲訪問美西培英校友會，請他安排及

佰元（US$100）給美西培英校友會，她們對美西培英校友會

聯絡，方創傑回電話與馬明仁前會長，他因事需前往西雅圖，

之愛護，美西培英校友會同仁等致衷心感謝，並拍照留念。

鄧海波旅遊中國，故請他們與美西培英校友會前會長羅穎聯繫
及與黃克仁副會長安排熱烈歡迎及招待她們。

羅穎駕車與她們到三藩市旅遊點金門橋，漁人碼頭等處觀
光，方創傑顧問亦回到三藩市，得悉她們將於五月三十日晚上

羅穎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一上午九時迎候，上

九時乘飛機返溫哥華，特邀請她們在皇后酒家晚宴及到他在裝

午十一時在35號碼頭迎接雷碧磋（57年廣州成社）前副會長

修中新辦公室參觀，她們對方創傑保險行的新辦公室裝璜讚口

及總務鐘蘭影（香港70年德社）蒞臨三藩市，美西培英校友會

不絕，方創傑顧問伉儷一向對培英校友到三藩市灣區探訪，都

副會長黃克仁，顧問譚旗生、鍾子雄、彭浩、前會長戴笑蓮、

熱情招待，她們亦得聞方創傑顧問對母校，同學們，校友們之

校友葉穎慈、羅國瑞等在華埠新亞洲酒家熱烈迎接茶聚，因當

愛護非常欣佩，方顧問更將他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廿六日，廣州

日是美國公眾假期，很多人出外旅遊，未能聯絡上，大家相聚

培英126週年暨方創傑謝潔霞圖書館開幕雙慶時之紀念雨傘送

摯談，交換校友會近況,並代表校友會互相問安，大多同學雖然

給她們及馬明仁學長等留念，雖然她們逗留三藩市只有短短數

第一次相見，但白綠一家親情誼再一次見證，相談中並無陌生

小時，希望能給她們美好回憶，將來有機會再臨及其它學長們

之感，而是迎接久別親人相聚，茶聚後同到美西培英校友會會

到三藩市、灣區，請與我們聯絡，定當熱烈歡迎。

所，她們對會所中相片等非常欣賞及知道美西培英校友會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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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雷碧磋前副會長、黃克仁副會長、鐘蘭影總務
後排左起：葉穎慈、鐘子雄顧問、譚旗生顧問、彭浩顧問、羅國瑞、
羅穎前會長、戴笑蓮前會長

座排左起：譚旗生顧問、鍾蘭影、黃克仁副會長、雷碧磋副會長(贈收藏梁石鋒老師墨寶)
後排左起：戴笑蓮前會長、葉穎慈、鐘子雄顧問、彭浩顧問合攝於美西培英校友會會所

座排左起：譚旗生顧問、鍾蘭影、黃克仁副會長、雷碧磋副會長(贈收藏梁石鋒老師墨寶)
後排左起：羅穎前會長、鐘子雄顧問、彭浩顧問、葉穎慈合攝於美西培英校友會會所

座排左起：方謝潔霞、方創傑、鐘蘭影
站排左起：雷碧磋、羅穎合攝於皇后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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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校慶活動
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 伍國暖

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大合照

2005年4月23日，一年一度的校慶活動，在蒙市又一村餐廳舉行，校友們都提早到會，
共敘桑麻。劉賜江學長遠道而來，他自己不開車，由媳婦Cathy陪同前來。今日餐會有一公
開講座，是與培英校友會基金會共同舉辦，首先由校友李仲衡講有關加州房屋加建條例，以
前，人們總以為房屋加建是自家的事，可以自話自為。但事實呢？房屋的加建，必須依照
每一城市之規範，繪圖呈報，待當局調查，批准方可，此乃每位擁有房屋，而想加建者必須
之知識。第二位主講人是李新忠會計師，首先是講生前委托，可避免日後之認證手續，否則
費時費錢，另外講到公民、居民之海外盈利報稅，很多鄉親，尤其是新移民者，對此一無所
知，如果在海外獲利而不報稅，政府一旦查到，則要罰款坐牢，但其中條例複雜，如有此種
情形，最好是請教有專門知識之會計師，可省錢又可免麻煩。最後，由副會長張北鈿及夫人
Nancy報告在香港之校友梁錦沛博士，為祖國貧困地區之人民建立醫療福利，籌建醫院、診
所，梁博士將於六月中旬來洛杉機訪問，將與校友們座談其抱負與其進行情形。

李仲衡校友

李新忠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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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英侖培英校友會春宴暨慶祝126周年校慶
53 凱社•丘雲達
四月十日波城春光明媚，風和日麗。華埠喜臨門大酒樓，
一派喜氣洋洋，培英校友會假座於酒樓內舉行春宴暨慶祝母校
126周年校慶。下午六時，白綠兒女攜眷紛紛前來報到，有年
紀最大的85歲的譚雅各牧師，第一次前來參加的生物化學研究
員李渠業博士校友，有永久榮譽顧問，對社區有卓越貢獻的陳
毓璇學長，還有帶病前來參加的朱子均永久榮譽顧問等等，一
股白綠情誼把校友們凝聚在一起。
這次聚會是在友好和諧熱情洋溢的氣氛中筵開四席共有40
餘人參加。
宴會是在熱烈的掌聲中開始，會上由上屆譚瑞乾主席致開會
詞，他說希望新的一年，校友會不斷地壯大，並祝母校教育事
業更上一層樓，接著選舉了新一屆校友會職員。
為了慶祝母校126周年校慶，由丘雲達校友朗讀詩詞憶江南培
英好（刊登於第三十一期第五頁），以表達校友們對母校美好
的歌頌，會上還頌讀了一首楹聯，以表達對母校校慶的祝賀楹
聯（鶴頂格）是：
培育風行新苗茁壯桃李三千競春色。
英姿煥發俊彥成材雄鷹萬里奮鵬程。
這次盛會，就像一個白綠大家庭的聚會一樣，大會自始至
終都充滿了生機，友好和諧。這次聚會校友們都感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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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同窗的友誼，坦誠的暢聚總是難以忘懷。在新的一年裡，
讓白綠的光輝普照紐英侖大地，讓白綠的情懷縈回在每個校友
們的心坎上。
最後，賦詩一首詩曰：
春暖花開花艷香，西窗笑語共飛觴。
新知舊雨同歡聚，白綠情深曲韻揚！

紐英侖培英校友會2005年度職員表
職位
正主席&財政
副主席&中文書記
中文書記
英文書記
活動
舞蹈活動
永久顧問
永久顧問
永久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姓名
梁家蔚
丘雲達
劉永佳
劉巧玲
翁惠莊
林 勁
黃兆英
朱子均
陳毓璇
陳澤松
陳日華
譚瑞乾
黃鼎光
黃宗憲
劉惠龍

Name
Boris Leung
Wan Apt Hu
Wing Gai Lau
Corine Liu Long
Mrs. Fay Young
Lam Gink (林天德之公子)
David S.Y. Wong
Doo K. Gee
Bill Chin
Jack Chin
Yet Wah Chan
Huang Hui Thom
Ing Kong Wong
John Wong
Wai Loong Lau

紐英侖培英校友會春宴暨慶祝126周年校慶盛況(一)

紐英侖培英校友會春宴暨慶祝126周年校慶盛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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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活動總結報導
51 彪社•張景燊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今年已成立三周年了，在這三個年

Grueue River河邊餐廳享受德州牛扒餐（見照片三），餐

頭裡，入會的校友已增至近五十人，相信日後更會欣欣向榮的

後遊覽Canyon La Ke水庫，再到捷權家茶聚，品嚐他夫

增加新血，參加我們這個白綠大家庭，去年125周年校慶，我

人Elaine為我們準備的自製點心，在他家暢談在校往事，

會發動校友參加一行十六人的觀禮團，受到各地校友熱情的接

樂也融融；直到近黃昏時，才折返休士頓。

待，使校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回憶。去年八月初旬，蔡建中永

二十三日午間，校友會幹事們在明園酒家設午宴為（見照

遠榮譽主席伉儷蒞臨訪問之後，校友會組織大小型活動與聚

片四）姐弟送行；請華斌兄代向聯會各領導問好，我叮囑

會，經常進行，現分別報導如下：

華珍學姐返國內向彪社社友問好，然後送他倆往車站，依

(一) 二零零四年九月廿六日(農曆八月十三日)曾參加母校創校

依惜別。

125周年的校友已陸續返回休士頓，藉中秋佳節來臨之
前，在鄺麗儀校友府上舉行迎月聚會，交流返校觀禮心得
及感想，參加校友及家眷十餘位，主人準備大量豐富食品

(三) 二零零四年十月卅日，在Sugarlnd合桃公園舉行秋季郊
遊野餐活動（見友聲卅期報導，不再贅述）。

及娛樂節目，早到府上的校友則在攻打四方城，其它校友
則互相交流入廚心得，各盡所好，雖然還有二天才是月圓
之夜，但美國的月亮好像又圓又大似橄欖球一樣，一早就

照片二
二零零四年十月廿二日，李
華珍、李華斌姊弟探訪美國
Canyon Lake City，伍捷權
(51彪社)店舖門前合影
左至右：張景燊(51彪社)、
李華珍(51彪社)、卓東夫
人、林卓東(52強社)、李華
斌(55法社)、林伯興(51彪
社)、伍捷權(51彪社)。

在西邊掛著，應節的月餅雖然不及香港出品那麼好吃。但
主人表示此餅是香港經加州運來的，鐵盒標明“榮華＂出
品的牌子，是真是假，誰去追究呢？只屬應節吧！我們邊
吃邊談（照片一）返校的感受，各人均眉飛色舞，對各校
師生，校長熱情的接待及看到各校的輝煌成績，讚賞不
止，希望我能在今後適當的大慶節日，再組織歸寧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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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時近中秋節)曾參加125周年校慶觀禮團之校友在鄺麗儀家聚
會，舉行中秋節迎月晚會。
站排(左至右)：關榮鉅(台分)、余達賢(台分)、鄺麗儀(台分)、張景燊太太、朱佩玲(立社)
坐排(左至右)：林卓東(52強社)、張景燊(彪社)、余浩彬(台分)、余詠蓮(台分)、李碧蓮(台
分)

照片三
二零零四年十月廿二日，在Canyon Laky City之餐廳午宴
(中坐)李華珍
(右排前往後)林伯興、林卓東、卓東夫人
(左排前往後)張景燊、伍捷權、李華斌

(二) 二零零四年十月廿一日至廿三日，校友聯會創會主席李華
斌（法社）與令姊李華珍（彪社）再次從Dollas市乘車來
休士頓探訪我校友會老朋友及我社老同學，廿二日清晨，
由林伯興驅車前往Cangon Lake City探訪我社白捷權，
捷權來美已五十多年，在美做地產及廣告生意，最近廿
多年已落根德州，華珍與他49年離開白鶴洞後，沒見過
面，此次重聚，見面時彼此都已升至阿公、阿婆級了，
我們先拜訪捷權公司“U.S. Signs＂（見照片二），再在

照片四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南培英校友會幹事歡迎李華珍、李華斌姊弟訪休士頓，
在明園酒家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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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部份校友及眷屬共九人（景

來到休士頓，在西南區紀念醫院裡當義工，而且又義務在

燊、子勤夫婦、佩玲伉儷、慕齡、美卿等）組織前往

華人社區之康福會（宣傳健康及福音講座）裡每週向老華

Gavlston Moody Gardens欣賞聖誕彩燈活動（見圖片

僑們講解及指導老人的保健知識。我在康福會上有幸結織

五），該地方是遊客區,建築在海灣旁一條綿延數里的小

了他，一見如故傾談之下，知道他對培英淵源甚深，他不

路，兩旁大小樹叢及建築物、廣場都佈置五光十色的燦爛

僅是我培英的長輩，也是我的同鄉（中山縣，小杬鎮）由

彩燈，並配合聖誕的故事，及晴朗的星光夜空，令我們陶

於他對校友會的活動十分支持及幫助，所以我們在休士

醉在即將來臨的聖誕節目裡。

頓的校友均對他十分尊敬及愛戴；知道他獲獎後，為他慶
祝，以示敬意（見照片七）。

照片五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次校友會每月茶聚合影。

(五)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校友會提出每月中午一次茶聚，首

照片七
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美南德州校友會幹事宴請何天佑醫生(何錦光、何錫光、何煦剛、
令兄)獲休士頓市傑出義工醫療獎慶功宴。坐排左至右第四位為何天佑醫生

次在明園酒家舉行。茶聚的目的是聯絡校友間的感情，互
通訊息，增進友誼，發揚我們的白綠精神，也可以商量研

(八) 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九日（正月十一）在Sugarland景燊會

究今後的活動事宜。今次茶聚，席開三桌（見照片六），

長府上舉行新春團拜和大食會聚餐，到會的校友，每人都

會議贊成在一月廿九日提前舉行慶祝雞年迎春大型晚會。

帶備一份拿手好菜或甜品來參與盛會。聚會由午間開始，
晚十時結束，參加校友十分熱烈響應，共有二十多位校友
及眷屬到會，在那天，校友見面時均互相祝賀拜個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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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在雞年行好運，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今天最特色的
菜餚有余詠蓮的燒牛排，卓東夫人的豉油雞，佩玲的紅炆
大魚頭（由子勤夫人現場烹製），奕榮夫人的燒雞翼，子
勤夫人的紅燒排骨等等，而會長精製的甜酸�豬腳及生炒
臘味糯米飯最受歡迎。飯後甜品有碧蓮的自製豆腐花，一
早就被搶吃一光，東嫂著名的焗蛋糕及佩玲的糯米滋，堪
照片六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旅行德州Galston Moody Gardens公園欣賞X'mas彩燈。
後排(左至右)：黃慕齡(成社)、余達賢(台分)、子勤夫人、黃子勤(羽社)
前排(左至右)：慕齡朋友、許佩玲(立社)、李美卿、景燊夫人、張景燊(彪社)

稱良好的搭配。晚飯後，校友們仍興致勃勃，有的仍繼續
攻打四方城，有些校友在聊天，有些在唱歌，直至十時，
才盡歡而散。
(九)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何天佑醫生再次榮獲德州由

(六) 二零零五年一月七日校友會幹事們宴請祝賀何天佑醫生

州政府頒發的醫療傑出義工獎，全州只選五名傑出者，十

榮獲德州市市政府頒發的傑出醫療義工獎。何天佑醫生，

分難得。其親弟法社何煦剛伉儷特意由香港蒞臨休士頓

別名何敏公，已經是八十八高齡耆耄，他是校董何錦光先

為其兄道賀，並參加令兄的頒獎典禮，德州培英校友會幹

生、勰社何鍚光先生及法社何煦剛校友的長兄；彪社岑騰

事們也被何醫生邀請參加此盛會。而淡社盧福江夫婦特意

安先生的姊夫，為人疏財好義，健談，幽默，風趣，樂於

從Port Neehes市驅車前來參加（見照片八），並於翌日

助人，沒有架子，除有高深的醫學知識外，還具備文人及

宴請何煦剛夫婦於悅來酒家（見照片九），原來盧福江在

藝術家的天賦，畫得一手好畫，寫得一手好字，還對詩詞

培英就讀小學期間，生活與學習均受到何煦剛大哥哥的照

歌賦造詣甚深，是香港美術會永遠會長，乙卯詞社社長，

料，煦剛當時是讀培英初中，有此一段掌故也。當他們拿

安省中國美術會顧問，中國開封翰園碑林顧問，廣西石濤

出當時兩人的照片在懷舊時，我們看到四十年前兩位毛頭

學會名譽理事長及漢城世界文化交流會顧問等等，退休後

孩子，而今在異邦重聚，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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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零零五年三月廿八日，彪社林永樾校友離休士頓，回流

(十一)二零零五年四月廿四日在副會長許佩玲府上舉行慶祝母

返港。我校友會又少了一位骨幹校友，他臨別還特意邀請

校創校126周年校慶的小型聚會，因近期大部份校友均

在休士頓同級社友於富仔記酒樓作餞別宴(照片十)。

離開德州出外渡假旅遊或有喜慶事不能前來，故參加此
次聚會的校友只有十餘人，在佩玲家，我們也是每位校
友帶來一份精緻的菜餚或甜品，互相交流心得，我們唱
完校歌之後，祝賀母校校務蒸蒸日上(見照片十一)。
(十二)二零零五年四月卅日，雲社校友伍若薇令郎李祐家與健
貞小姐在休士頓舉行婚禮，新郎畢業於德州農工大學，
現任機械工程師，健貞小姐是廣告業精英。郎才女貌，
出席到賀的培英校友20多人，濟濟一堂，均祝賀伍若薇

照片八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何天佑醫生再獲德薩斯州頒發傑出醫療義工獎，何煦剛(法社)
夫婦特從香港來休斯頓致賀，何天佑醫生伉儷獲獎宴會上，宴請德州培英校友會幹事
們留影。
站排(左至右)：李奕榮(台分)、卓東夫人、林卓東(強社)、子勤夫人、黃子勤(羽社)、盧
福江(淡社)、福江夫人、何煦剛(法社)、張景燊(彪社)
坐排(左至右)：奕榮夫人、景燊夫人、何天佑醫生、何醫生夫人

伉儷升了一級。(見照片十二)
總結去年中至今年初這大半年，校友會大小型活動中，均
得到校友們大力的支持與贊助，在此感謝德州校友們，願我們
今後更加團結，多聯繫，多聚，發揮“白綠一家親＂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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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九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盧福江(61年淡社)宴請何煦剛夫婦(55年法社)於侯斯頓與校友
會會長張景燊夫婦合照
左至右：張景燊(彪社)及夫人、何煦剛(法社)及夫人、盧福江(淡社)及夫人

照片十
二零零五年三月廿八日德州培英校友會「彪社」及「強社」校友參加林永越校友伉儷
邀請之餞別宴。
站排(左至右)：張景燊(51彪社)、林永越(51彪社)、林伯興(51彪社)、楊元哲(51彪社)、
林卓東(52強灶)
坐排(左至右)：永樾夫人、伯興夫人、卓東夫人、景燊夫人

照片十一
二零零五年四月廿四日，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幹事在朱佩玲副會長府上集會，慶祝母
校126周年校慶聚會

照片十二
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雲社校友伍若薇伉儷幼子李祐家先生與健貞小姐舉行婚禮，
敬備喜酌，德州培英校友到場致賀，與主人家及新婚夫婦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第六、七兩位為伍若薇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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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培英校友
慶祝母校126週年校慶

安省培英校友會活動近況
86 沙田夏社•梁耀輝

英國培英校友會
2005年4月24日是母校校祖日暨創校126週年校慶的
大日子。 旅英白綠兒女在校友會主席鄧鐵嬰的號召下，是
日齊集唐人街的鹿鳴邨大酒樓，重温昔日的校園生活，其
樂融融。
參與是日盛會的除主席鄧鐵嬰 (1940斌社) 和夫人
張璞生 (勰社1967)，鹿鳴邨酒樓老闆李順本(1971基社)
外，還有李活明劉冠坤夫婦(1964萃社)，何鉅華 (1963蔚

全體與校友會合照

社)與賀敏小姐，倫德明 (1963蔚社) 夫婦，區允文 (1940

(一) 安省培英校友會慶祝母校126周年校慶

斌社)，游海龍 (1966穎社) 夫婦，與潘游美鳳 (1970德社
) 和潘先生。
由於旅英培英校友不是全部居住倫敦，所以只得上述
的校友能聚首一堂。難得的是有李順本挑選了美酒珍饈以
饗校友，何鉅華提議每月的24日都是培英校友日，他說食
遍唐人街餐館，唯鹿鳴邨酒樓獨尊，其他校友一唱一和，
此起彼落，還想要以特惠價揶揄老闆，令李順本招架乏

四月廿四日（星期日）為母校校祖日暨創校126周年校慶，本會
於紅寶石大酒樓舉行校慶聚餐及校友會會員大會。是晚下著濛濛細
雨，出席校友仍近二百人，筵開十八席，打破歷年紀錄。畢業離校50
年（金禧）之55年法社校友晉昇超級元老的有張永光學長及陳華泰
學長，獲頒發紀念牌留念及免費參與聚餐。但在安省校友中，卻沒有
畢業30年的業社校友。與會校友中，輩份最高的是40斌社鄭偉志學
長，最年輕的是比他遲62年於沙田培英畢業的02輝社陳爾樂校友。

力，俯首答應。
鑑於近年來旅遊英國的培英校友日漸增多，也有來自
香港及廣州的培英留學生，都是在鹿鳴邨酒樓飲茶吃晚飯

本會亦同時在會上宣佈於本年十一月五日舉行慶祝校友會成立
30周年晚宴，希望與會校友到時踴躍參加。珠禧紀念的籌備工作現
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相信屆時必有一番熱鬧。

時發現的。現徵得李順本的同意，以他的寳號作為全英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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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校友聯絡網站。

(二) 台山培英校友會黃日華會長到訪多倫多

白綠兒女本一家，有緣在英喜相逢；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安

他鄉千里遇校友，欣喜莫名話培英。

省培英校友會設宴熱烈歡迎
台山培英校友會黃日華會長到

如有新的培英校友來英，請與李順本聯繫，以壯大英

訪，當日有多位旅居多倫多之

國校友會組織，其通訊地址電話如下：

台山培英校友出席，會上黃會

HARBOUR CITY CHINESE RESTAURANT

長詳細講述了台山培英中學的

46,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D 5QH

近況及新校區的籌備情況。圖

Tel : (44)-(0)207-439-7859, (44)-(0)207-287-1526

為參與宴會之校友及安省培英校友會姚季堃主席（坐排左三）與黃會

Fax : (44)-(0)207-734-7745

長（坐排右二）合照留念。
(三) 陳約翰牧師伉儷到訪多倫多
溫哥華培英校友會陳約翰牧師伉儷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到
訪多倫多，安省培英校友會陳中至學長設歡迎宴，李堅祟學長、鄭偉
志學長、巢國容學長、李雪纖學長、梁耀輝學長等出席，席間相談甚
歡。圖為
陳約翰牧師
伉儷與安省
校友合照留
念。

參與是日宴會之英國校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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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雪梨校友活動報導
53 凱社 蔡其煊
(一)

旅遊車在雪梨娛樂中心接載校友啟程，途經史卓菲市再接另一

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於2005年4月24日假座雪梨華埠新富麗
宮酒樓慶祝母校126周年校慶及校祖日。與會者十分踴躍，筵

批校友登車後便向目的地進發。由於車程約需兩小時，康樂組
預備了四個資訊節目在途中為大家解悶。

開三席，氣氛熱鬧。節目有楊迺才會長致祝詞，猜謎及填字遊

首個節目選讀了聯會友聲第31期蔡建中和曾集祥兩位資深

戲，慶祝會之高潮是共唱生日歌切校慶蛋糕，喜氣洋溢。當日

學長的大作“燦爛的英雄樹＂讓大家了解蘇棉煥醫生高尚的情

全體會員還舉行了週年大選，即席選出了九位校友為新一屆的

操及數十年來為培英體系各校作出的豐功偉績。

會務委員。其後再由新會務委員互選決定職務。現在公報澳洲

第二個節目介紹藍山國家公園：藍山的確是藍色的，為何會

雪梨培英校友會第三屆會務委員會芳名如下：

是藍色？原因是整個地區都為茂密的桉樹林所覆蓋，桉葉受太陽

名譽會長 ：楊迺才律師

的熱力照射揮發出一層桉樹油形成的霞霧，把太陽的白光折射成

正會長

：蘇錦釗 (維廉)

為藍色所致，這是罕有的自然奇景。藍山著名的景點是三姊妹峰

副會長

：鄭振烈、劉盛泉

和傑米遜谷，三姊妹峰有一悲慘傳說，據云有三位年輕貌美的姊

秘書

：關偉德

妹居於此地過著幸福愉快的生活，不幸外地來了一惡魔垂涎她們

司庫

：曾素嫻

的美色欲據為己有。三姊妹為了逃避魔爪向巫婆求助，巫婆暫把

康樂

：黃國權

她們變成岩石以避魔王耳目，待惡魔走後再回復人形。但此事被

總務

：余凱倫

魔王洞悉，巫婆慘遭殺害，三姊妹也因而無法恢復原形，其化身

公關及宣傳：蔡其煊、鄭振烈 (兼任)

岩石從此永遠矗立於山頭。藍山的傑米遜谷甚為壯觀，型態與美

稽核

國大峽谷近似，只不過沒有後者那樣雄偉而矣。

：鄭靜宜

第三個節目是介紹經科學家鑑定過14種使人吃了長壽免病
(二)

的食物。

康樂組長黃國權校友於2005年5月15日主辦本年度第一次

第四個節目介紹近日風靡中港台三地的韓劇“大長今＂。

郊遊 —秋季郊遊藍山，目的地是位於雪梨西北100公里的藍

中午時份一行人等在海拔1000英尺高的傑米遜谷頂午餐後

山國家公園。早上七時半黃國權校友親自駕駛了一部24座豪華

瀏覽三姊妹峰並拍照留念。接著在附近的大草坪玩有獎集體遊

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慶祝校慶126週年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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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培英校友攝於藍山傑米遜谷頂之觀景台

戲，包括汽水瓶上持球接力賽、二人一組背靠背傳球競走、互踏
汽球賽、大捲廁紙賽及大長今問答比賽等。各人全情投入各項比

歡聚香江

賽，笑破肚皮。盡情歡樂之後續往風光如畫的威爾遜山遊覽，澳

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副主席 鄭振烈

洲五月時值深秋，山上漫山遍野的楓樹林，長著深紅、艷紅、淺

雲社 曾素嫻

紅、橙紅及黃色的樹葉，漫步林中如入人間仙境。留連忘返終須

我倆從澳洲雪梨回港探親，趁著良好時機,第一
時間打電話拜訪曾集祥醫生，轉達雪梨培英校友的問
候和致謝，曾醫生很高興而熱情，很快便精心安排於

踏上歸途。回程沿著貝爾公路往東南走，途經果園區首先停留在
栗子園，大家走進遮天蔽日的栗樹林，但見外表滿佈針刺的果球
俯拾皆是，穿上皮手套拾起果球，剝開外殼，裡面露出兩至三個

達市區已是萬家燈火，大家帶著依依不拾捨之情互道珍重再見。

2005年6月23日在尖沙咀翠亨村酒樓設午宴款待我
們，出席的有曾醫生伉儷、蘇棉煥醫生、校友聯會
主席李偉庭醫生、香港培英校友會副主席曾業俊、李
華斌學長，熱情招待我們，大家歡樂滔滔，笑語不
停，凝聚著白綠深厚友誼，氣氛愉快感人，分享白綠
大家庭的溫馨。在談論中學長們對我們今後工作提出
寶貴的建議和鼓勵，深刻記憶在我們心裡，感受到不
論受那一間培英母校的熏陶，校友們都表現高度團結
精神，那種真誠，使我倆滿載濃情而歸，勉勵我們今
後更努力於雪梨培英校友會多做點工作，一定不辜負

(三)

“聯會＂學長的期望，藉此表示衷心感謝，我們能在
香港拍下合照以作留念，也是培英人的榮幸。

亮晶晶的棕色栗子，喜悅之情筆墨難以形容，大家以十元一公斤
價格購買滿載而歸。稍後大家又到萍果園銷售部購買新鮮的“粉
紅貴婦＂和“皇家嘉娜＂等名種萍果。
40

雪梨培英校友於2005年5月15日秋遊藍山三姊妹峰

回程旅遊車上的節目是歌唱與猜謎，大家高唱一曲“培英
精神歌＂把旅途倦意一掃而空，接著緊張的競猜節目開始，由楊
迺才和劉盛泉兩會長提供的謎語差不多全被猜中。艱深的謎面
例如：一個“或＂字猜中國偉人名著竟被輕易猜中是“建國方
略＂，培英人果然是系出名門，IQ特高可見一斑。最後旅遊車抵

雪梨培英校友會第三屆會務委員於2005年5月18日及27
日分別舉行了第二及第三次會議。會議議決如下：
(1)將每月單調的“三三＂茶聚改為富有娛樂性、趣味性和資訊
性的茶點講座，邀請資深校友作專題演講或表演。第一講訂於
7月20日中午12時由楊迺才律師主講“法律常識＂，地點華埠
“山頂台＂會議室。(2)出版校友通訊季刊《雪梨友聲》，目的
是加強校友間溝通，報導雪梨校友動態，培英體系各校及全球
各地校友會消息。(3)每季舉行生日會一次，為該季內生日的校
友祝壽。(4)更新會員通訊錄及發出意見調查表收集各校友意見
改進會務。

站排左起：李華斌學長、曾業俊學長、李偉庭醫生、鄭振烈學長
坐排左起：曾夫人、曾集祥醫生、蘇棉煥醫生、曾素嫻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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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慶祝培英126周年光輝校慶巡禮中的懷感
江門 成社•黃軍川
江門培英返回培英大家庭已十五個年頭了！一直以來，每
到四月裡，我都懷念著培英母校那棵參天高的紅棉怒放盛開，

鵑山莊＂，午宴後，便馬上啟程前往廣州參加西關培英校慶典
禮。

因為紅棉盛開的時候，就迎來了我們培英校慶的歡樂。今年的

下午二時半，我們到達西關培英，受到學校各領導的熱

培英126校慶程序在四月二十二日展開，香港培英與沙田培英

烈地迎接，走進校慶會場，只見主禮台上有一隻展翅欲飛的金

在歡欣的氣氛中，把校慶的幃幕拉開！當天晚上我們校慶宴會

鷹，在雄壯的國歌和親切的培英校歌高奏中開始慶祝126周年

在灣仔合和中心八樓筵開四十多席，白綠兒女在校慶宴中親情

校慶！各領導相繼講話祝賀校慶後，接著舉行獻贈禮儀式，最

洋溢，敬酒千杯，互祝我們培英大家庭如日中天，鷹揚萬代！

後由一位白綠妹妹表演精彩舞蹈，到這時，西關培英舉行慶祝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們校慶團展開旅程了。因今年

校慶大會約六時結束，可惜天空下著大雨，這時我們冒著雨到

的校慶重點校是台山培英，所以第一站是台山培英。早上8時30

唐荔苑酒家(如意坊)參加西關培英的校慶晚宴，約十時許，宴

分，我們在中港城集合，乘坐“五邑輪＂到江門。剛踏上碼頭，

會在不斷的敬酒聲中結束。

便聽到熟悉的聲音在叫喚我，原來是江門培英的李長有校友在向

四月二十六日早上，我們到廣州培英參加校慶禮，當我們

我招手，他是江門港客運部經理，老校友雙手緊緊握上了，心內

到達時，白綠弟妹把我們迎到校慶嘉賓坐席上了。在校慶典禮

實有無限的快樂！由於時間緊迫，只有向李校友話別。我們出了

的同時舉行了方創傑、謝潔霞圖書館的落成典禮，在全場的歡

江門海關便登上旅行社為我們準備好的旅遊車前往台山，約一小

呼聲中和響徹全校的炮竹聲中，由方創傑伉儷拉開圖書館的緯

時車程，我們已到達台山“園林酒店＂了，受到台山培英的領導

幕。舉行校慶禮後，便由廣州培英設午宴招待我們了。

熱烈的歡迎。午飯後我們去參加“白綠兒女攝影＂剪彩禮，我欣

下午三時正校慶團已到了廣州培英太和校區。在多功能會

賞了影廳展出的傑出作品，願那美麗的作品感染到我們每一位白

議廳內，由衛作輝校長介紹了太和校區的迅速發展，接著由熊

綠後輩。下午六時，我們前往“國熙樓＂欣賞培英盃歌詠比賽，

翰章校董會主席及培英體系首席顧問蘇棉煥醫生發表講話，深

培英各校參賽同學的精采表演難分高下。台山培英職校的學生也

情地對培英白綠大家庭的繁衍寄以誠心的祝福！繼由廣州白雲

穿起他們自己縫做的時裝同場表演，這真的可說百花齊放、多姿

區教育局長黃紹桂講話，並代表廣州白雲區教育局向培英校慶

多彩，比賽到晚上十時完滿結束。

祝賀！校慶大會禮成後我們嘉賓便去參加太和校區“勞技樓＂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參加台山培英校慶禮，下午二時，我們

的奠基禮。勞技樓奠基禮後，也是意味著整個培英體系慶祝

拜別台山培英便驅車往江門參加由梁華濟名譽校長為校慶團準

126周年校慶典禮完成了！我們全體嘉賓就站在六隻威猛的醒

備的節目。梁校長在“華園別墅＂設宴為培英賀校慶，江門市

獅前面在石階上拍照留念！校慶團回港的時間快到了，我心裡

副市長李崴，市政府副秘書長盧坤連，江門市教育局局長李藹

猛然想起要到培英林去探望我們親手種下的白綠苗盎然勁生，

康，由美國三藩市回來參加校慶的三藩市僑領、江門市榮譽市

我便和江門培英吳名城校長，農廣鐘副校長，梁容萬司機及太

民、開平市榮譽市民方創傑伉儷及他的家人和校慶團成員等等

和校區弟妹就在我們江門培英捐植這鳳凰樹旁拍照留念！我們

參加了校慶宴。宴會後，白綠兄弟姐妹在“華園＂多功能大廳

全體祝禱培英中學及白綠校園昌盛！

歌唱卡拉OK，到晚上十時才盡興而散。
四月二十五日早上，我們到江門培英參加校慶典禮，我
們的車剛到校門，就受到拿著彩球的白綠弟妹熱烈歡迎。踏入
校園內，培英這隊響遍五邑的樂隊奏出親切的樂章把我們迎
進“校友樓＂內，我們在“校友樓＂會議廳暢談至九時正。嘉
賓進入禮堂的時候，全場白綠弟妹響起了歡迎的掌聲，在整個
校慶典禮中，都洋溢著歡樂溫馨，特別在“業社＂晉陞元老典
禮上，他們離開母校已三十年了，今天回到母校參加校慶，把
自己的心意敬奉給母校和恩師，這樣充滿深情的場面，感人至
深，催人淚下！到了上午十一時，校慶典禮完畢，隨即到“杜
左起：陳奇石校友、梁華濟博士、黃軍川校友攝於華園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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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英校友會
2005至2006年度委員名單
香港培英校友會2005至2006年度委員名單如下：

左起：曾集祥醫生、熊翰章博士、蘇棉煥醫生、李崴副市長、梁華濟博士、方創傑學
長伉儷、黃軍川校友、盧坤建副秘書長在華園山型水幕魚池前合照

左起：黃軍川校友、陳奇石校友攝於江門培英中學

42

主席

李偉庭

67 駝社

副主席

曾業俊

79 慈社

副主席

李 勇

97 道社

秘書

羅 華

99 揚社

幹事秘書

陳妙霞

79 慈社

幹事秘書

黃美旋

80 愛社

司庫

莊勤威

96 祟社

稽核

布維明

67 駝社

公關

許琄琄

62 素社

公關

石家珍

78 望社

幹事公關

黃順儀

78 望社

總務

鄧永衡

77 信社

總務

何輝明

66 穎社

總務

盧文佳

78 望社

總務

鄺永賢

99 揚社

康樂

陳俊明

89 功社

康樂

梁志康

83 東社

幹事康樂

林慶祥

89 功社

幹事康樂

顏樹立

96 祟社

幹事康樂

楊玩兒

84 曉社

資訊科技

陳耀榮

96 祟社

黃鎮忠校友醫療基金
籌募報告
右起：農廣鐘副校長、吳名城校長、梁容萬司機、黃軍川校友及三位太和校區學生攝
於培英林

香港培英校友會

本會於2005年4月19日發起捐助
「黃鎮忠校友醫療基金」活動，截至
7月4日已籌得款項港幣140,780圓正
及美金1,000圓正，本會仝寅感謝各
屆校友對黃鎮忠學長的熱心和關愛，
充份發揮了可貴的白綠一家的親情。
培英校董會校董、學校校長、老師、校友為太和校區勞技樓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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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洋溢白綠情
―記培英校友秘魯之行
54 憲社•潘漢松
應培英旅秘魯校友憲社葉群英、法社沈根源同學之邀請，

府，由市政府招待長Sra Karen Martinez招待及頒發每人一份

我們一行八人於2005年5月5日抵達秘魯首都利馬，憲社蔡寶

紀念品，這些都是半官方式招待，由此可見培英校友在當地社

璇、潘漢松；法社周國權、魯榮敏夫婦；成社郭賽嫻及家屬林

會的人脈關係。

慧華、林幸程夫婦受到葉群英及枕根源熱烈歡迎，隨即入住沈

我們參觀過秘魯國家博物館，有部份團友參加三天兩夜

根源同學企業屬下之五星級Golden Palm Hotel開始為期10天

Machu Picchu（馬丘比丘）的印加文化歷史遺跡，我們一起感

的旅程。

受印加文化之深厚歷史及其對人類文化歷史之貢獻，秘魯是南

葉、沈均是秘魯土生華僑，其祖先在那裡艱苦辛勤創業，

美洲國家中最具有深厚文化歷史國家之一。

他們在當地社會有深厚的根源，對華僑團體有重要影響力，也

秘魯華僑是世界各地華僑中對來自鄉土的親人最具親和

是領導群英。因此我們此行受到當地華僑的熱情招待，葉、沈

力，這也是我第三項訪問秘魯的動力，你只能親歷其境，方能

兩位同學給我們精心地安排每天的節目，每天早餐後葉群英早

感受他們真誠的接待，在此我代表我們訪問團向曾往接待過

已在酒店大廳等待我們，沈根源也是每天派出專車專人侍候，

我們的秘魯華僑感謝和問好，如：周耀波、戴碧媛夫婦、林玉

每天品嚐秘魯佳餚及特有的水果，我們每個人體重都突然增

蘭、周素芬、李小玉、李小玲、楊女仕等秘魯僑胞，在訪期間

加。

差不多每天均在沈根源同學企業屬下之酒家用膳，葉群英夫
最難得的是我們參觀秘魯國會大廈時，得到國會議會主

婦、沈根源夫婦均特別在家中設宴招待，極盡地主之誼。沈同

席Ing Antero Flores Araoz Esparza先生的接見及合照，在場

學雖然日理萬機，仍抽空與我們出遊觀賞海狗灣，葉群英在身

的還有禮賓司司長Sr Fabian Salazar Olivares先生、副司長Sr

體欠佳的情況下，與沈根源派出親人不辭勞苦日夜相陪，勞心

Ivan Barrantes先生、國會導遊Sra Marcella Rivera女士。參觀

勞力的付出，只能用培英一家親來解釋。臨別時他們叮嚀囑附

總統府時由總統府禮賓司司長Srta Sheyla Cuadros女士招待，

要我們問候《聯會友聲》的工作同仁，當他們收到《聯會友

參觀總統府正午換班儀式，非常壯觀及嚴肅。參觀利馬市政

聲》刊物時，非常興奮，刊物帶來培英的動態、校友的訊息，
可重溫白綠情誼，同時託我捐贈聯會友聲款項（沈根源美金
200，葉群英美金100）以表心意，在世界的另一角異鄉，培
英校友對母校的情懷是培英百年來教育成功之收獲。
2005年5月20日
美國洛杉磯

在沈根源學長渡假屋中合照

與秘魯國會會議主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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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之光

互太的驕傲
―互太公司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
互太陽光
培英校友聯會蔡建中永遠榮譽主席，少年

染廠―高泰染廠。經過近十年的艱苦創業發

時曾於西關培英中學唸書，及後雖未曾於其他

展，蔡建中先生與友人合作的高泰染廠已發展

培英體系學校就讀，惟蔡主席秉承白綠一家親

成為一間頗具規模的紡織集團公司福田紡織集

的精神，無分彼此，多次回饋培英體系各間學

團有限公司。公司並於上世紀80年代在香港

校，為後學樹立榜樣，實為培英之光。6月10

上市。在向社會籌集資金的同時，不斷擴大生

日為蔡主席榮休並榮任互太公司永遠榮譽主席

1997年互太公司第一期工程落成典禮

及慶祝71壽辰之大喜日子，本刊特轉載互太

自行創新的方法，活學活用，創造出一套縮短

公司陽光文化社發行之互太陽光刊登之《互太的驕傲》，以供校

工藝生產流程的生產方法，加上投資最新的生產設備，擴大了生

友了解蔡主席不屈不撓、艱苦奮鬥，最終達至編織彩虹的歷程。

產力，所以當時福田紡織集團的生產規模及生產效率每年均以兩

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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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並把在國內學到的一套多、快、好、省及

位數字增加，甚至以近倍的速度增長，除稅後盈利以億元計算。

2005年6月10日，領導互太公司事業的蔡建中主席榮譽退

1997年，在蔡建中先生的領頭下，現在互太公司的董事成

休，公司董事會授予蔡建中主席為互太公司永遠榮譽主席，這是

員在萬頃沙鎮只用了4個月的時間就建起了互太公司的第一期廠

對蔡建中先生創建互太公司並領導互太公司發展成為業界明星企

房，並只用不到半年的時間生產線就投入了運行。在以蔡建中先

業的由衷贊譽和誠摯感謝。本報今期特別推出文章《互太的驕

生任主席的董事局領導下，秉著“謙和、誠信、進取、創新＂的

儌》，在我們採寫本文時，我們讀到了蔡建中先生從學生時代到

管理理念，互太公司8年來發展成紡織印染行業舉足輕重的業界

在香港創業紡織印染事業，直到創建互太公司並領導互太公司發

明星。2004年，互太公司實現工業總產值17億元，佔萬頃沙鎮

展成為業界明星企業的檔案資料。我們看到了一個從多才的學生

全部工業總產值的63%。據國家海關總署統計，互太針織品的出

成長為成功企業家的成長歷程，我們同樣也感受到了一個回報社

口量在全國為第三位。互太公司也被國家統計局評為2004年全

會、獻資反晡教育事業、仗義疏財的慈善家的博愛情懷。

國重點行業針棉製品類10佳之一。歷年來，政府也多次對互太

在感激和祝福的時候，我們又看到了一個廣州學生管弦樂團

公司為地方和國家作出的成績和貢獻給予肯定與嘉獎。

的首席小提琴手及樂團指揮、廣州市400米中欄紀錄的創造者、

蔡主席的事業成功後，由一個企業家做到了一個慈善家，他

右派份子、香港最早期的針織染廠高泰染廠的創建人、福田紡織

為社會各界捐資已數千萬元。他回報社會、回報祖國的赤心體現

集團有限公司的創建者，互太紡織印染有限公司的創建者和領導

最多的是在教育界。他中學、大學的母校都得到了他無私慷慨的

者，番禺和廣州市榮譽市民……。

捐助，他曾為廣州市的中學教育提供贊助資金和建議，曾為高中

1934年蔡建中出生於廣州市一個書香門第、殷實之家。

母校廣州市6中及初中母校廣州培英中學西關分校、培英體系各

1948至1951年蔡建中在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廣州市培英中學

學校及培英校友聯會分別捐獻近一仟萬元，連教他小提琴的何安

西關分校讀小學及初中，對西方的科學、音樂、體育、美術有了

東老師所在的廣州培正中學，也捐獻了近百萬元的何安東音樂獎

初步的接觸，並產生興趣。在學校的時候，就一直是管弦樂隊及

學基金；由於蔡建中先生對母校的熱愛，對教育事業的投入，在

田徑隊的成員，他曾經是廣州學生管弦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及樂

華南理工大學成立50周年之際，蔡主席慷慨為母校未來的科技大

團指揮，廣州市田徑代表隊的成員。廣州市400米中欄紀錄的創

樓捐出港幣1000萬元，這是華南理工大學有史以來單一次性捐

造者。1956年在廣州第六中學高中畢業，考入華南工學院（現

款最高的數字。由於他對廣州教育的貢獻良多。在1998年，被

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系。1958年反右期間被劃為右派份子，

授予“廣州市榮譽市民＂，樹立了“教育企業家＂的良好形象。

開除學籍，遣送到廣州重型機器廠附屬農場勞動。1962年輾轉
去了香港。
蔡建中先生來到香港不久，就認識了不少華南理工的校友。
在建築系同學的幫助下，不久就在建築事務所工作，由於當時

互太公司落戶萬頃沙鎮，蔡主席也不忘為萬頃沙鎮獻慈善愛
心，先後為萬頃沙鎮及同興村的教育、殘疾人就業、商業捐資。
蔡主席也時刻想著我們互太廣大員工的業餘文化生活，先後給公
司文化娛樂事業捐助了60萬元以豐富我們的業餘文化生活。

香港經濟正處於攀升的初期，建築業十分蓬勃。所以華工學生

蔡主席作為一個企業家和慈善家得到了社會及政府的認同和

特別是建築土木系的學生，都不難找到求生的道路。經過兩年

贊譽，他是我們互太的驕傲，互太公司感謝您！我們陽光文化社

的努力，蔡建中先生建立了一定的社會及人際關係，及積累了

感謝您！（互太陽光編輯部）

一定的資金。1969年，他與友人合作開設了香港最早期的針織

註：文章內容經編者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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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織織復織織
廿六載信心望愛心

織就彩虹幾度
心願桃李滿園

―記蔡建中先生榮休並榮任互太公司永遠榮譽主席慶祝宴會
西關培英校友會 溫榮錦•郭勤佳
蔡建中先生榮休並榮任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永遠榮譽主

領導和師生，並邀請學校領導、老師到香港訪問交流。蔡主席

席慶祝宴會，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晚上假座廣州花園酒店國

是十分重感情的人，把今天的成就歸於學校的教育與妻子默默

際會議宴會廳隆重舉行。

的支持，經礪磨難；不怨天不尤人，積極支持祖國的建設和教
育事業的發展。今天我代表學校宣佈聘請蔡建中主席為華南理
貴賓雲集

華麗璀璨的宴會廳會，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工大學榮譽教授和致送牌匾“華園之光＂給蔡建中校友惠存。
華堂上隨即響起熱烈掌聲，經久不息。

馬來西亞、香港和內地的親朋、相知、政要、賢達、老師、同

華南理工大學致送的“華園之光＂題匾意涵深遠，概括了

學、校友等各地嘉賓一千多人，濟濟一堂，其中有華南理工

蔡主席對祖國建設，對針織事業，對學校教育，對後輩“全人

大學黨委書記劉樹道，廣東省政協副主席韓大建，市區領導莫

教育＂的傑出貢獻，給祖國大花園添光彩。

燦章、黎偉棠、譚國渠、潘史揚、雷兆陰、陳錦添、賴麗穎、

蔡主席接受了華南理工大學榮譽教授名銜和“華園之光＂

鍾向東、劉楚堅、鄭寶紅、鄺小冰。六中、華南理工大學、培

牌匾後，激勵地說出心裡話：“多謝劉書記對我的高稱讚高榮

正的校董、校長、老師、校友及培英的領導、校友蘇棉煥、熊

譽，我受之有愧，多謝互太公司董事局為我安排的宴會和給我

翰章、吳振智、馮壽松、伍兆燦、梁華濟、曾集祥、趙亮祖等

的榮譽，給我珍貴的禮物和祝福。我會永遠記著。最近幾個

等。

月，很多時候我都在思考退休之事，好自然就會思前想後，回
六時許，司儀郭亞安小姐宣佈今夜隆重、美麗、溫馨的晚

顧一下過去的人生歷程，當然就會想到得同失，我慶幸自己，

會開始並請出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蔡建中先生、主禮

在人生歷程中，得到的總比失去的多得多，至於有甚麼是失去

嘉賓華南理工大學黨委書記劉樹道先生及互太紡織控股有公司

的，當然，印象中也不少，但大部份都已經記不清楚，而所得

董事局各董事尹惠來、葉秉棪、林榮德、曾鏡波、賀象民、林

到的就清清楚楚留在記憶中，時常想起來，一種滿足以及感激

景文、劉耀棠、陳國強、江遠清、馮秉信上台就座。

之情就會悠然而生。在我人生的記憶中，小時候，家裡的人都
說我命好，由讀書的時期開始，讀的都是最好學校。的確，由

蔡主席的榮譽

小學到初中，我就讀於廣州西關培英中學及附屬小學，使我

隨即互太公司董事局主席尹惠來先生致辭：“謹代表互太

在啟蒙的階段中，接受到良好的全人教育，打下了做人的基本

公司董事祝賀蔡建中先生的榮休，希望蔡先生退而不休，繼續

理念。高中考入廣州第六中學，老師和同學都住在校園裡，如

關心指導互太公司的發展。1997年由蔡先生在萬頃沙建廠投產

同一家人，住的是草棚。由貴族學校來到平民中學，赤腳走路

增強針織生產力，使互太公司進入新紀元，上世紀六十年代，

往珠江泳場游水，別人行走很舒服隨意，我卻不習慣，腳板怕

蔡主席從用手捧到現在用電子機械，從手工染色到現代全自動

燙怕被磨損，致走路時跳下跳下，腳板不願全著地。生活非常

染色，為香港針織業發展，為中國為世界造就了針織業的一個

艱苦樸素，使我養成克苦耐勞，認真學習的習慣，打下了牢固

典範。今天蔡主席榮任互太公司永遠榮譽主席，我們感謝和祝

的知識基礎。因此使我有機會考入華南工學院（現在的華南理

福培英的同窗摯友蔡主席。＂

工大學）在建築系讀書，雖然未能讀到畢業，但大學的經歷，

由公司董事葉秉棪先生頒發紀念金牌給蔡主席。

使我日後在社會工作，對待人生都能產生堅定的信念。這些信

由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曾鏡波先生、行政總裁林榮德先生頒發互

念，對事業的發展，至為重要。1958年我離開學校，在這一段

太公司永遠榮譽主席證書給蔡主席。

時間裡，思想十分迷惘，完全失去方向。但是我得到最大的安

主禮嘉賓華南理工大學黨委書記劉樹道先生致辭：“今夜

慰，就是我的親人、朋友、同學，在我最困難的日子裡，不但

在此金碧輝煌的華堂上舉行如此盛大的晚會，感謝互太公司和

沒有離棄我，仍然一如既往的鼓勵我、支持我、幫助我，使我

公司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先生。時光流逝，往事悠悠，蔡主席

有機會在1962年去了香港。

從進入華南工學院開始到今天已有半個世紀，五十年來他與華

到了香港之後，大學時期的同班同學都熱情的接待我，給

工的建設緊緊緊連在一起，於1979年率先成立華南工學院香港

我信心和鼓勵，好快就為我在建築事務所找到工作，使我對人

校友會，又於同年帶領該會一百多名校友回穗歸寧母校，探望

生從新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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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進入了染織行業，當時我與朋友合作
的所謂工廠，只有三個員工，由1965至1969這一段時間，事
業和生活的變化很大，很不穩定。幸好在1966年結了婚，後來

報得三春暉
生日蛋糕分送到每席圓桌上給嘉賓與蔡主席和他一家人共
享生日的歡樂。

又有了兩個兒女，雖然生活壓力也不小，但鬥志卻很強，最重

蔡主席和家人們一排在舞台上一側坐著，細心欣賞隨後上

要的是有一位女士—我的妻子在我背後默默地支持我。直到

台的互太公司員工代表們合唱一曲“明天會更好＂。多年前在

1969年和夏松芳先生成立高泰染廠，即今日的福田集團，大

“互太＂已建成游泳池，這次蔡主席又捐50萬元給互太紡織文

家合作了26年，業務蒸蒸日上，成為業界中之翹楚。1997年

體康樂基金正是蔡主席經常引講的“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對

初，互太紡織成立之後，員工上下一心，共同努力，不斷的創

員工們文體康樂的關愛。員工代表給蔡主席獻上美麗的花束祝

出佳績，並得到業界和社會的肯定，看到互太每一天都在不斷

蔡主席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家庭幸福。蔡主席把花束遞送給

的成長，內心實在感到無比的欣慰，同時互太的領導層亦已經

尹主席並祝願：“互太明天會更好＂

完全成熟，我經過認真的思考，覺得在這個時刻提出退休是最
合適的，董事局亦經過一段的時間考慮，接受了我的意願，並
安排了一個鐵三角的最高管理層，包括主席尹惠來先生、副主
席曾鏡波先生、行政總裁林榮德先生，三位都是與我共事20年

其女兒穎敏接著說：“父親很喜愛體育、音樂和讀書，教
導我們姐弟做人立世道理。＂
其兒穎剛也說：“父親經常引用孟子句：｀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來講釋以人為本的德行。＂

以上的同事，在同業中他們都是經驗豐富、聲譽很高，相信今

接著，穎敏宣讀蔡主席捐出一千萬元贈給各學校及有關單

後互太的業績將會更上一層樓。董事局為我安排了今晚如此盛

位，計有：萬頃沙鎮政府教育基金150萬元、華南理工大學教

大的宴會，藉此機會，再一次多謝我的家人，多謝過去和我一

育發展基金100萬元、香港大學土木系50萬元、蔡氏宗親會50

起共事的員工朋友，支持我的業界朋友，支持及幫助我的國內

萬元、廣州市第六中學50萬元、培英校友聯會50萬元、廣州培

地方政府以及國內朋友、校友，我今天所能得到的榮譽，都因

英中學鶴洞校區50萬元、廣州培英中學太和校區50萬元、西關

為得到你們的鼓勵、支持和幫助，今晚我要講的感激實在是太

培英中學50萬元、台山培英中學50萬元、江門培英中學50萬

多了，真的不知再有甚麼詞句可以用來形容，唯有講多幾句多

元、香港培英中學50萬元、沙田培英中學50萬元、趙亮祖音樂

謝大家，衷心的多謝大家。

藝術基金50萬元、何安東音樂基金50萬元、李朝炷體育基金

蔡主席深深地鞠躬，結束講話。

50萬元、互太紡織文體康樂基金50萬元。
並請出相關學校及單位派代表上台接受捐贈，包括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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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鎮長、彭新一副校長、鄺君尚教授、蔡伯勵先生、蔡定基校

司儀多謝劉書記及各位董事並請回席位就座後，又請出蔡

長、李偉庭主席、衛作輝校長、劉國銘校長、李錦桃校長、吳

主席的兒子蔡穎剛先生、女兒蔡穎敏小姐、媳婦李暉小姐、女

名城校長、謝潔芳校長、邱靄源校長、溫榮錦主席、朱素蘭主

婿戴國瑞先生、蔡主席和太太羅愛梅女士及兩個外孫上台就

席、陳宜主席、郭亞安女士等上台接受捐贈及回贈紀念品。

坐。
戴國瑞先生抱著小女兒首先講話：“我是蔡先生的女婿，
多謝大家光臨，多謝互太公司安排盛大晚宴！＂
戴先生是一位美國人，能說出流利普通話。嘉賓們稱奇稱
讚，報以熱烈友好掌聲。
李暉小姐發言說：“父親今天是七十一歲生日，作為兒女
一直希望父親早日退休。去年為他七十歲慶祝生日時他答應明
年一定退休。今天我們從美國回來，為其祝賀生日和退休。＂
蔡主席接著簡說兩句：“我過去從沒有慶祝生日習慣，去

歌樂酒興
隨後，蔡主席兒子蔡穎剛小提琴演奏樂曲《新春樂》。他
說：“我最開心是爸爸能退休，媽媽能開始人生的第二春，我
演奏《新春樂》是獻給父母親第二春的開始。＂鋼琴伴奏是其
姊姊蔡穎敏。
她姊弟倆從小就受到父親嚴格的教育和音樂素質的培養，
是個藝術溫馨之家。從蔡主席一家的藝術素質、知識能力、人
生理念正好是蔡主席倡導支持推行｀全人教育＇的典範。

年兒女第一次為我慶祝生日。出生是人生第一階段，結婚是第

演奏後，互太公司林榮德行政總裁祝酒致辭，每一次綻放

二階段，退休是第三階段。尹主席要我退而不休，說出了我的

禮花，晚宴在《賽龍奪錦》、《乾一杯》樂曲聲中和頻頻祝酒

心裡話，多謝大家！＂

乾杯中開始。

華堂上各大吊燈、燭光燈漸漸變暗下來，射燈集中到舞

接下來文藝節目表演：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李傳韻演奏名曲

台上推出的多層生日大蛋糕，響起生日歌曲，蔡主席把蛋糕切

《妖精之舞》、培正教師室內樂隊小合奏―查爾達休舞曲、

下；禮花在台前綻放，華堂燈光又亮燦起來，好像要與生日樂

培正教師田兆豐男聲獨唱《小白楊樹》、華工吳國玲老師女

曲融唱在一起，溫馨和諧的歡樂氣氛達到高潮。

高音獨唱《我愛你中國》、華工文艷等四位同學舞蹈《趕擺路

培英之光

互太公司董事局成員及主禮嘉賓劉樹道書記(左七)

宴會廳嘉賓雲集

劉樹道書記致送牌匾“華園之光＂給蔡建中主席

上》、西關培英謝翰翩同學獨舞―《鈴舞》及互太公司員工
表演舞蹈、領略員工們陽光風采。節目如貫演出，給嘉賓們獻

左起：馮秉仲先生、蘇棉煥醫生、蔡建中主席、伍兆燦先生合照

上典雅的藝術享受。
正如何安東音樂基金主席朱素蘭女士介紹：蔡先生是何安
東入室弟子，雖不是培正校友，但一直支持基金，擔任何安東
音樂基金會榮譽主席，市內計有五十多位老師和五十多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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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基金獎勵；在香港大會堂、星海音樂廳已三次舉行何安東
音樂會。
溫榮錦主席介紹蔡建中名譽校長非常敬重音樂啟蒙恩師趙
亮祖，帶頭捐資成立趙亮祖音樂藝術基金，西關培英中學每年
舉行藝術節，出版《展望蓓蕾長 回首念知音》書刊，推動音
樂文藝素質教育和全人教育，得到社會教育界、文藝界熱烈反
響、認可和好評。
蔡主席和他的朋友、校友、親友、嘉賓們互相交談、祝
酒、歌曲、樂聲與攝影的閃光融成一片歡樂氣氛，共同渡過激

左起：吳振智牧師、梁華濟博士、蔡建中主席、譚國渠部長、蘇棉煥醫生、熊翰章博
士合照

動心靈的晚上。
互太公司還送給席上每位來賓一份禮物；公司出產的兩款
精緻Ｔ恤及一方貴重合金不銹鋼方座，上刻“The retirement
of Chairman Mr. K.C. Choi and his appointment as Chairman
Emeritus＂雄鷹展翅圖案。“互太＂紡織標徽及楹聯“四十年織
織復織織織就彩虹幾度 廿六載信心望愛心心願桃李滿園＂。
這對楹聯還張掛在晚會舞台兩側，正是蔡主席榮休前奮鬥
於紡織事業，織出美麗成績和其關心支持教育的愛心，成就桃
李盈園的真實寫照，祝願他所創辦的紡織事業和他倡導的“全
人教育＂象雄鷹的壯志凌雲，展翅高飛，飛遍中國，飛遍世
界，飛往未來。

蔡建中主席與培英校董會校董及嘉賓、校友合照

培英之光
廣州培英衛校長致送紀念品給
蔡主席

左起：蔡主席之女婿戴國瑞先生(手抱蔡主席之外孫女)、媳婦李暉小姐、兒子蔡穎剛先
生、女兒蔡穎敏小姐(手牽蔡主席之外孫)
西關培英劉校長致送紀念品給蔡主席

培英校友聯會主席李偉庭醫生致送紀念
品給蔡主席

台山培英李校長致送紀念品給蔡主席

香港培英中學候任校長謝潔芳致送紀念
品給蔡主席

江門培英吳校長致送紀念品給蔡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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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培英邱校長致送紀念品給蔡主席

蔡主席及家人正欣賞互太公司員工大合唱
溫榮錦先生致送紀念品給蔡主席

蔡建中、羅愛梅伉儷捐贈人民幣一仟萬圓整給各受助學校及機構

大會安排的精彩文藝表演

培英之光

歡樂頌歌
―蔡建中先生榮休宴會隨筆
55 法社•盧文欽
由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邀請，席設廣州花園酒

這是一首中國五十年代的名曲，由著名作家茅沅寫成，樂

店宴會廳，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六時正舉行晚

曲描寫中國人傳統慶祝的新年景象。樂曲一開始是一個雀躍活

宴，恭賀蔡建中先生榮休並授任永遠榮譽主席。

潑的主題，運用大量的跳弓技巧。接著，另一婉約抒情的主題

宴會廳上空，懸掛著耀眼的巨大吊燈，大廳四周，壁燈通

出現，形成對比第三部份是一個更歡喜快樂的樂段，其實是第

明，整個大廳燈火輝煌，如同白晝，襯托出帶米黃色的廣闊空

一樂段主題的再現與發展，最後一部份返回原調，並在第二段

間，使人聯想到維也納的金色大廳，如此莊嚴、豪華，宴會廳

音樂主題重現的基礎上加以發揮，形成高潮。蔡穎剛在演奏中

正前方，標示出宴會主題 ― 恭賀互太紡織主席蔡建中先生榮

很好地完成了跳弓技巧，使演奏效果呈現了一派喜氣洋洋的場

休並授任永遠榮譽主席。主席台前方，寬度約三十米的範圍

景，和宴會的熱烈氣氛相得益彰，而蔡穎剛在運弓時應用的柔

內，擺滿了色彩斑爛的花卉，相映出節日的歡樂。

指技法，使音色變化顯得更加婉約，蔡穎敏的鋼琴伴奏，顯示

宴會大廳井然有序地擺開了九十九席，到會嘉賓一千多

出她具有的深厚功底，以及出色的演奏技巧。

人。蔡建中先生精神抖擻，容光煥發。到會的嘉賓個個喜氣洋
洋，笑逐顏開。
宴會由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尹惠來先生致

樂曲的主題思想，預示著蔡建中先生的人生歷程的第二
個春天已經到來，生機勃勃，事業不斷發展，對社會的奉獻更
大。

辭，掀起序幕，董事葉秉棪先生代表互太董事局向蔡建中先生

妖精之舞―巴齊尼

頒發紀念金牌進入大會主題。由董事局副主席曾鏡波先生、行

小提琴演奏―李傳韻

政總裁林榮德先生頒發“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永遠榮譽主

鋼琴伴奏―洪珊

席證書給蔡建中先生，大會進入高潮。這時候，宴會大廳全場
響起熱烈的掌聲。繼而由華南理工大學黨委書記劉樹道先生宣

鋼琴首先敲出較

佈聘請蔡建中主席為華南理工大學榮譽教授，並致送牌匾 ―

強的中低音符，主奏

華園之光。大會高潮疊起，宴會大廳掌聲雷鳴，經久不息。

小提琴切入，樂曲進

蔡建中先生致辭，蔡先生的態度熱切而真誠，語音堅定而

入主題，鋼琴與小提琴

深深充分表現出一位極具遠見卓識的企業家的高貴品質。他的

合奏，歌曲織體十分

發言，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互太紡織所倡導的「謙和誠信、進

優美，樂感輕快，音律

取創新」精神以及「四十年織織復織織，織就彩虹幾度，廿六

跳躍，當樂曲演奏至高

載信心望愛心，心願桃李滿園。」的高尚風格。

潮，小提琴聲變得十

會場氣氛既熱烈而又溫馨，既親切而又和諧。

分婉約有如雲雀在歌

接著分別先後由蔡建中先生的女婿戴國瑞、兒媳李暉、女

唱，直衝雲霄。主旋律反複出現，如詩如畫般的美景呈現在腦

兒蔡穎敏、兒子蔡穎剛致辭。

海中，如夢如幻。鋼琴與小提琴時而齊奏，時而伴奏，亦步亦

在蔡建中先生家人的講話中，來賓們獲悉6月10日是蔡先

趨，天衣無縫，令宴會廳一千多名聽眾為之陶醉。小提琴時而

生的生日，全場嘉賓熱烈歡呼，掌聲經久不息，紛紛舉杯為蔡

以柔指奏出抒情的音符，時而奏出跳躍式的而又連貫的美妙聲

先生祝酒。大會更安排多項精彩的文藝表演節目，為了讓未能

響，滲入心田，響入耳際。鋼琴的演奏，發出的琴音，如同一

到會的朋友們分享晚會
的歡樂，現僅選其中兩

顆顆晶瑩的水晶，懸掛在空間，令聽眾耳目一新。
隨著文藝表演繼續進行，宴會高潮疊起。四週

個曲目進行介紹。

紛紛響起向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向蔡建

新春樂―茅沅

中主席祝賀的聲音，歡樂的氣氛籠罩著整個宴會大

小提琴演奏―蔡穎剛

廳，來自美國、香港以及海內外各地的嘉賓，頻頻

鋼琴伴奏―蔡穎敏

舉杯祝酒，互祝身體健康！宴會於晚上九時宣佈結
束，然而，來賓們依依不捨，三三兩兩，互訴別離
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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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之光

雨的精靈 海的兒子
—記蔡建中先生
台山培英中學 雷銀疊

培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先生（右三）與陪同他參觀的台山市
教育局領導、兄弟培英中學領導一起研究選址及建築設計工作。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春雨，綿綿而下，潤澤校園，滿園綠意，生機勃發。 經昨天向李錦桃校長的瞭
解，更真實地觸摸到：蔡先生既有春雨的無私無微，更有大海的廣闊胸懷，睿智博愛。
初識先生是在2001年4月培英校慶之際。他是廣州西關培英校友，未曾於台山培英就讀，亦非台山人氏，但當年
首訪台山培英即捐資十五萬港元添置電腦設備，建教師課件室。我當時就相當震憾，也特意地一睹其風采。那時的先
生年已古稀，但身高挺撥，步履穩健，面色紅潤，滿頭銀髮，精神矍鑠，溫和慈藹，大有儒生之氣度，竟不像一個經
商之人。後經瞭解才知，先生不僅是一個有魄力有成就的實業家，他還學識豐富，並在美學方面頗有研究，更愛國情
深，是真正的炎黃子孫。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因某風波，外商疑慮，紛紛撤資，而先生則於此時赴國內投資開工廠。
其學識、氣質、思維與精神，確非常人，實可敬可愛！
先生之無私無微博愛，在培英系統事務、尤是對台山培英支援中盡顯無遺。如扶持西關培英複名，使之得以振
興；從整個培英系統利益出發，積極發動校友並組織成立了培英校友聯會，創辦《聯會友聲》會刊，以廣絡五州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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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兒女、支持培英事業，為國家培育千萬英才。其信義之舉動，深受廣大白綠兒女愛戴，被推選為培英校友聯會永遠
榮譽主席。
先生秉持培英校訓“信、望、愛＂，一直關心、支持我們台山培英的發展，令我校更上層樓。2002年他分別向
紀念排球名將基金和丘廣燮體育基金捐資5萬港元；2004年捐資10萬港元為當年校慶活動經費。除資金上的資助，
他還非常細心地瞭解我校具體的工作，結合國家教育改革形勢、學校發展前景給我校提供了許多寶貴又具價值的建
議。並曾在校友中如是說：“台山培英發展至今，從辦學規模、教學質量、辦學模式和社會聲譽等來評價，是最具發
展前途、最有希望的一所中學。＂如此厚愛，是對我校莫大的鼓勵與鞭策。
為適應經濟的發展，為社會培養更多更優秀的技術人才，我校於2001年已有建設台山培英新校區的初步構想，
並跟政府和廣大校友積極溝通，共商此培英發展大事。先生對此欣而贊之，之後多次在電話中與其他校友商量有關事
宜，在醞釀新校區建設方面給予很多實在而又周到的建議。2004年10月，我們台山培英中學及校友會向廣大培英校
友發出“台山培英新校區建設＂倡議書。先生那段時間正有非常重大事情要處理，但他還是於百忙中抽空 ，專程從
香港趕回來，與政府和學校有關領導共商此事，親自考察新校區選址。登上校址的山顛，他激動不已，興奮地說，此
處地靈必人傑，實屬興學育人的好地方。還提出，“百年規劃，十年建設＂，一定要做好規劃，規劃設計中如有需要
他可找專家進行設計。考察了新校區選址，先生心情澎湃，再三叮囑一定要細緻全面做好規劃，並提議組織“新校區
建設籌委會＂，還當即捐助港幣100萬元，作為新校區建設的啟動資金。這100萬元港幣，將來不會在新校區哪座建
築物上鐫刻留名。今年（2005年）校慶前夕，有關市領導和我校新校區籌委會人員訪港期間，先生又捐資400萬人
民幣作為新校區建設基金。培英一家，情繫白綠，如此慷慨、鼎力支持，盡現先生春雨般的無私無微、大海般的廣博
仁愛。所以，蔡先生實乃“雨的精靈、海的兒子＂。
蔡先生為人平易穩重，博學多才，事業有成，胸中自有廣博藍圖，思慮周全、處事精細，再加上睿智仁愛，實令
人羨之又敬之！培英有如此兒女，定能根繫故土，葉及全球，萬紫千紅、綠樹繁盛再現白綠之春！蔡建中先生，感謝
您！

白綠園地

華園拜訪記
01 勰社•郭雲霞
2005年4月24日，一個令人愉快而難以忘懷的日子。今
天，作為培英創校126周年校慶的活動之一，我們應梁華濟博士
的熱情邀約，前往新會圭峰山風景區榮譽市民別墅華園拜訪。
下午三時，我隨培英創校126周年校慶觀禮團一起到達華
園，梁華濟、畢詠嫻伉儷早己在華園大門外等候我們。在華園大
門外拍大合照後，主人引導觀禮團一行進入華園，華園裡洋溢著
歡樂熱鬧的氣氛。這裡高朋滿座，來自世界各地的校友和嘉賓們
齊聚一堂，包括：培英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培英體系學校首
席顧問蘇棉煥醫生，培英校董會校董黎鈞衍博士，校董黃志偉牧
師，校董陳志庸、陳宛琪伉儷，香港培英中學候任校長謝潔芳女
士，沙田培英中學校長邱藹源女士，培英校友聯會主席李偉庭醫
生伉儷，培英校友聯會常務副主席曾集祥醫生伉儷，培英校友聯
會陳宜副主席，江門市榮譽市民、美國三藩市美中華總會館總董
方創傑、謝潔霞伉儷，江門培英校友會黃軍川副主席，台山培英
中學李錦桃校長及培英創校126周年校慶觀禮團的校友等八十多
人。大家談笑風生，一敘相聚之情。
華園佔地六畝，樓高三層，有前花園和後花園，佈局十分
精巧。花園裡鳥語花香，一草一木、一桌一凳錯落有致。清風徐
來，精緻的瀑布在燈光的輝映下流光溢彩，瀑布中的青竹隨風而
動，頗顯幾分“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雅緻。樹
影婆娑，彎曲的石榴樹與形態各異的石頭自然組合在一起，主人
美其名曰“頭頭是道＂，極具風味。一切都充分體現了主人“山
水有情，回歸自然，靜中有動，小中見大，層次分明＂的設計理
念。
別墅的第一層設有宴會廳、多功能廳、健身房等，第二、
三層分別是客房與主人房。房中各處懸掛著山水字畫，擺設著各
種精緻的工藝品，足見主人心思巧妙，匠心獨運，一切以協調為
美，高雅而不奢華。
嘉賓和校友們在別墅各處參觀，下午茶過後，培英創校126
周年校慶觀禮團的部份嘉賓和校友先行離開乘船返香港。下午五
時左右，江門市人民政府李崴副市長、市人民政府盧坤建秘書
長、新會區張運友副區長、新會區教育局梁鳳瓊、梁洪漢副局長

及李市長的秘書李建行科長等領導來到華園，拜訪梁華濟、畢詠
嫻伉儷，梁華濟博士向市區領導介紹了華園的設計與佈局，並熱
情地帶著他們到各處參觀。
傍晚六時，梁華濟博士及夫人盡地之誼，在宴會廳設晚宴款
待前來拜訪的各位領導、嘉賓及校友。
宴會開始前，在新會區張蓮友副區長的主持下，舉行了一個
簡單的祝酒儀式。首先由張蓮友副區長和江門培英吳名城校長分
別介紹在座的各位領導和嘉賓。接著由梁華濟博士致辭，他對前
來華園拜訪的各位領、嘉賓和校友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他們對
教育的支持，使培英得以發展壯大。也讚揚蘇棉煥醫生多年為培
英的發展壯大作了很大貢獻，並希望大家能夠常來常往。最後祝
願大家平安是福，頭頭是道。
接著是培英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致辭，他代表在座各位領
導、嘉賓和校友感謝梁華濟博士的熱情款待，並表示向梁華濟博
士學習，為社會多做貢獻。
最後李崴副市長致辭，李副市長談到了這次拜訪的感想，此
行他深切感受到了江門的人傑地靈和豐富的文化底蘊，他對在座
各位善長仁翁和教師對教育的大力支持及貢獻表示感謝。
祝酒儀式完畢之後，晚宴正式開始。一時觥籌交錯，賓主盡歡，
在愉快的氣氛中大家一起享用美味的晚餐。
晚宴過後，大家來到多功能廳。梁華濟博士登上“大雅之
堂＂為大家獻上了粵劇選段―“夢斷香銷四十年＂（再進沈
園），演唱得字正腔圓，頗具名家風範，立即博得了大家的陣陣
掌聲。
晚上九時，一天的拜訪活動結束了，梁華濟博士及夫人站在
門口與大家依依惜別，並相約來年再聚。這次拜訪既為各地校友
的相聚提供了平台，也使我們對梁華濟博士有了更深層的認為。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腦海裡不時會閃現出梁華濟博士懸掛在大堂
的那首七律詩：憂樂常懷天下情，與時俱進發心聲。一腔肝膽存
人熱，半世風塵為國榮。交友無分貧或富，潔身何計利和名。與
餘臺上歌新韻，喜共賢流頌太平。這大概是梁博士自身的寫照和
座右銘吧。

左起：熊主席、張區長、梁博士、李市長、蘇醫生、盧秘書長合影

左起：謝校長、方創傑伉儷、梁華濟伉儷、邱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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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園地

梁博士(左六)、李市長(左七)與眾人合影

左起：陳副主席、熊主席、梁博士、蘇醫生、方學長合影

左起：熊主席、李市長、梁博士、蘇醫生、方學長、黃學長合影

梁博士與李市長、熊主席、蘇醫生、方學長參觀華園

梁博士致辭

李市長致辭

吳名城校長介紹培英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

梁博士為校友們演唱一曲“再進沈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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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園地

參觀心花怒放攝影作品展

心

花

怒

2005年4月10日至16日，西關培英62屆素社
胡培烈校友在廣州市中山一路梅花村廣東省攝影家
協會展覽大廳舉辦《心花怒放―胡培烈花卉攝影作
品展》。胡培烈學長是西關培英白綠攝影分社名譽
社長，是廣東省攝影家協會現任主席，在培英創校
126周年校慶出版的《白綠傳人攝影作品選》第3
集大頁選登了他的三幅作品。胡學長在攝影方面有
很高的藝術造詣，他的佳作有很高的欣賞價值和現
實意義。
在《心花怒放―胡培烈花卉攝影作品展》舉辦
期間，廣東省內很多攝影家和愛好者到現場參觀交
流，首發的《心花怒放―胡培烈花卉攝影作品展》
在展覽舉辦的頭三天已被搶購一空。西關培英中學
劉國銘校長，校友會溫榮錦主席和梁超源校友於4
月13日下午到展覽廳參觀展出，胡培烈學長在現
場，熱烈歡迎並介紹了他的攝影作品創作體會。

勰社•梁超源

左起：梁超源校友、西關培英中學劉國銘校長、胡培烈學長、校友會溫榮錦主席

放
校友會溫榮錦主席簽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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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相談甚歡

葉迅中「周遊列國」出版

捐贈培英母校圖書館

熊翰章博士主持贈書儀式

毅社

西岸、加拿大及南美洲。大洋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關島及
塞班島等。
「周遊列國」一書，除詳實紀述作者三十多年來遍遊五大
洲的旅遊經歷之外，並對各國之風土文物，山川勝蹟曾作了一
番深入之描繪，包括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及人物、掌故
在內，因而有現代徐霞客之稱。以上各篇文章，大部分曾在澳
門日報「環遊世界」版專欄發表，每周一篇，連續刊登共達六
年之久，頗受廣大讀者歡迎。今由澳門日報結集出版，並於日
熊翰章主席接受葉迅中校友贈書合影，旁為香港培英中學畢玫校長。

一九四三年級毅社葉迅中校友新著「周遊列國」出版，

前在澳門文化廣場展覽廳舉行一個隆重之首次發行儀式。典禮
當日，嘉賓滿堂，盛況空前，哄動一時。

此為葉校友繼「遨遊美加」、「歐洲行腳」、「亞太遊踪」及

葉迅中校友為倡導旅遊文學寫作，鼓勵青年人除努力學業

「旅遊群英錄」後之第五部旅遊力作。全書共十八萬字，內

之外，更要擴闊視野，放眼世界，特將其新著「周遊列國」十

容囊括了世界五大洲及六十個國家，包括非洲的東非、南非、

冊，捐贈培英母校各地圖書館，提供各同學閱讀借鏡。

西非及北非。歐洲的俄羅斯、東歐、西南歐及北歐。亞洲的中
東、印度、尼泊爾、東南亞及東北亞。美洲的夏威夷、美國東

贈書儀式，業於日前假銅鑼灣香港世界貿易中心舉行，由
培英中學校董會主席熊翰章博士主持，情況熱鬧。

白綠園地

畢業感恩崇拜會
三月三日，是本校行一年一度的畢業感恩崇拜會的日子。

香港培英中學 6B•吳燕婷
劃」，吳牧師以自己的童年經歷作為例子，告訴同學人生的際

崇拜會的目的是感謝 神一直以來對畢業同學的照顧，同時亦

遇並非偶然的，當我們在母體內的時候，神對我們已經有祂的

希望 神會賜與眾畢業同學智慧及能力以面對公開考試。與往

計劃，所以我們要接納自己的缺點，欣賞自己的優點，並努力

年不同的是，是次崇拜會是由宗教組同學負責的。

實行神加在我們生命裡的計劃，不要過份心急，錯過了其中一

當日，校方請得吳振智牧師和黃志偉牧師作祟拜會的主禮

個計劃也不要緊，因為神有無數的後備計劃呢。

嘉賓。大會以詩歌「恩典太美麗」展開序幕，感謝神的引領及

接著，宗教組幹事會為畢業同學預備了三首的詩歌，分別

工作，並安靜同學的心靈進入崇拜會當中。緊接的是畢校長對

是「同路人」、「足印」及「獻上今天」，藉以鼓勵及祝福各

同學的訓勉，校長向同學說出成功的三大要素，鼓勵各同學積

畢業同學，希望同學可以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並且努力面對未

極面對人生，踏上成功之路。

來的道路。最後以詩歌「恩典太美麗」結束崇拜會，感謝神的

繼祈禱及讀經後，吳牧師與同學分享信息，題目為「A計

保守，同時亦展望前路各畢業同學仍有主的帶領。

結緣培英

台山培英名譽校友 王韻梨

王韻梨校友與梅夏兒校友未

與曾集祥醫生伉儷，結緣於一次旅行中，我常樂

曾於培英體系學校就讀，只緣

中思病，感覺身體各部不適（不知福），得曾醫生時

2004年底一次旅行中結識了曾

加鼓勵、勸勉、解心中壓力（無病呻吟），曾太郭莉

集祥醫生伉儷，四人甚是投緣。

絲女士，性格熱情、開朗、樂觀，感染身邊每人（模

其間王韻梨校友得到曾醫生伉儷

範、模範），借此一角，多謝曾醫生伉儷繼續給我支

的關懷和開解，感受到白綠精神

持，多抽時間，領我旅遊各地（笑）

的可貴，及後在與曾醫生談話中

王韻梨 27-4-05

得悉培英體系學校的歷史和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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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夏兒女士（左）、王韵梨女士（右）與曾集祥
夫人（中）合影。

理念，二人返港後即捐款給台山

與梁崇德先生，相識於培英校慶活動中，蒙惠經

培英中學，更於今年4月全程參

典樂曲數張，情隆意厚，適逢廣州培英中學太和校區

加了126周年校慶行程，親身體會培英大家庭的親情。王韻梨校友更

奠基，奉上港幣壹萬元，以表謝忱。

憑文寄意，其文雖短，用情殊深，現原文刊出供各校友閱讀。

王韻梨 27-4-05

編 者

方創傑校友來鴻

站排左起：蘇棉煥醫生、曾集祥夫人、方創傑女兒及女婿、蔡建中主席、曾集祥醫生、
陳宜副主席、李偉庭主席
坐排左起：方創傑夫人、方創傑學長、伍兆燦學長、熊翰章博士、蔡建中夫人

校友來鴻／簡訊／鳴謝

白綠女兒一家親

白綠男兒一家親

方創傑學長帶來了美國政府給廣州培英中學的祝賀

簡 訊
(一)
美西培英校友會鄧海波主席到訪香港
二零零五年五月中旬，培英校友聯會蔡建中永遠榮譽主席設午宴熱烈歡迎美西培英校友會鄧海波主席到訪香港，蘇棉煥醫生、蔡
建中夫人、李華斌學長等出席午宴，相聚甚歡。

(二)
2005年6月上旬，西關培英中學陳其鈞書記隨廣州市荔灣區教育學會赴台灣考察交流，並以考察團副團長的名義在有關學術座談
會上，分別向北台科學技術學院鄒宏基校長及台灣縣立海山高中吳松溪校長贈送《白綠傳人攝影作品選》。

陳其鈞書記(左)、鄒宏基校長(右)

陳其鈞書記(左)、吳松溪校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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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鴻／簡訊／鳴謝

(三)
培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西關培英中學名譽校
長蔡建中先生於2005年6月22日視察西關培英新校區校
舍，並與荔灣區教育局領導及學校領導會面，共商有關
學校發展事宜。

西關培英中學劉國銘校長在合校大會上講話

荔灣區教育局賴麗穎書記在合校大會上宣佈原廣州鐵路三中併入西關培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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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校長與荔灣區教育局及西關培英學校領導登上區教育局天台觀察合
校後校舍並商議學校發展規劃

何副局長、蔡校長、劉校長與原鐵路三中于烈校長、雷韶英副校長等商談合校工作

荔灣區教育局何強和副局長、蔡校長在新校區與合校後西關培英學校領導合照

何強和副局長、蔡校長、西關培英學校及校友會領導在校史展覽室門前合照

校友來鴻／簡訊／鳴謝

鳴 謝
司徒芳
梅伯富

贊助校友聯會及聯會友聲經費
37 義社
美金 50
46 剛社
美金 150

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
陳伯韜
蔡其煊
傅思敏
曾素嫻
黃國權
蔡建中名譽校長參觀西關培英新校區(原廣州市鐵路三中)校舍

37 義社
53 凱社
55 法社
56 雲社
71 基社
合計：
贊助校友聯會經費
40 台分
44 台分
46 正社
46 正社
49 協社
65 斐社
67 駝社

朱子均
陳小娥
李錫泮
梁掌珠
梅自強
陳永漢
李偉庭

澳元
澳元
澳元
澳元
澳元
澳元

50
50
50
50
50
250

美金
美金
美金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20
50
50
1,000
500
20,000
15,000

贊助聯會友聲經費

何強和副局長、蔡校長、西關培英學校及校友會領導在開會研究合校工作

蔡建中名譽校長在廣州市鐵路三中併入西關培英後即回校了解合校情況

(四)
西關培英中學新校區揭幕儀式暨2005年校友日大會將於
8月14日(星期日)上午10時舉行，歡迎我培英校友蒞校同慶。

(五)

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
黃錦韶
鄺彥才
黃鈞濤
譚健兒
雷沃煖
譚錫鵬
霍炳華
黃健良
劉卓儒、李珊珊
何義
高治民
司徒光
張傳宗
朱偉雲
黃源釗
合計：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美金

李瑞榮
潘漢松
葉群英
沈根源
黃懷瑾
郭明方
馮兆海
陳佐璇
陳安儀
梁祝明
郭紫燕、郭紫倩
梁祟德
蔡建中
陳奇石

40 斌社
54 憲社
54 憲社
55 法社
56 雲社
49 協社
50 翼社
52 強社
53 凱社
38 剛社
52 強社
53 凱社
55 法社
江門成社

白綠傳人攝影作品選繼第1、2集後，第3集已於二零零五年
四月出版，刊載超過二佰幅高水準之作品供校友欣賞。

曾集祥
丘夏瑗

100
25
20
50
20
20
40
20
20
40
20
20
20
10
20
20
465

57

美元 100
美元 100
美元 100
美元 200
澳元 200
加元 50
加元 100
加元 30
人民幣 100
港幣 200
港幣 200
港幣 300
港幣 30,000
港幣 200

贊助江門培英中學「紀念丘廣燮體育獎學金」
52 強社
港幣 5,000
勰社
港幣 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