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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祖那夏禮牧師事略
	 牧師姓那氏，諱夏禮，美國奧海奧省司非耳邑人，父任牧師，傳道終其身，子媳十人，牧師其仲也。

	 牧師生於一八三六年，幼肄業本邑學校，年十九，任教員。既而入大學，二十五歲卒業。先是牧師以家貧故，當

思治家人生產，以供甘旨；且雅愛算學，頗欲操計然術以致富。最後以利物濟人傳道為要。遂入亞利威微學校精研算

學，牧師當謂是時取捨之間若有神助云。三年畢業。時美國南北分裂，以黑奴故，大戰，陣地數千里，死傷山積。牧

師躬往營伍，救生唁死，鼓舞士氣，戰役畢，一八六○年奉長老會命東來中國傳道，是歲抵粵，其時粵人風習鄙塞，

民俗陸梁，雖互市最早，而仇殺實深，牧師舟行佈化，輒為鄉人窘辱，跳刃拍張，奇險百出，當與西人麥某傳道於南

海之金溪，夜盜卻鄰舟，彈貫麥首立殞，牧師睡其旁獨免。牧師往來連州、新會、開平、大良、赤坎、石龍等處，宣

鐸不輟，辟榛治蕪，創立新會、赤坎、省城四牌樓各支會皈道者數百人。無何悼亡，請謁歸故國，留嘉喇寬尼省傳道

華人，一八七六年，挈其新夫人來理舊業，兼治教育。一八七九年，設蒙學於城西沙基，榜其校曰安和堂，其西為哈

巴牧師之神道學校，教會始有教育與神道並重之意。是時學校不競，狃於故常，習為文典之學，牧師力闢新蹊，始授

數學，其後規模日廣，兼授科學。一八八八年，與伊士嘉牧師，營新校於花埭，修黌宇，闢學舍，置儀器，其教科

兼有登州文會館，及北通神道學校之長，修明科學，作南土各校之先河，今之培英學校是也。自是歲就學者百餘人，

遠近風響、澳洲、美洲、加拿大並遣人航海就學，從遊者罔不窺堂奧得意而去。計任傳道教員者數百人，專習醫學者

二十餘人，身受文化，卓然有以自樹者千有餘人，於是五嶺之南，宗基督教者總十二會，會以長老為盛，行其中傳教

者，幾盡牧師之徒焉。一八九一年，創立花埭支會，越四年，捐廉數千金建禮拜堂，身在講壇，發揚教旨，二十年

間，未嘗或輟，聞道皈依者總三百一十人。牧師為人長髯拂胸，慈祥溫藹，忠耿之誠，照人眉宇，平居守道堅確，百

撼不動。次子禮智卒於疫，牧師歸命於天，未嘗淒愴作西河之痛。日常功課，以神道教育著書自任，不鶩聲譽，身自

模範，作則後人；且論列國家在事，尤能瞻遠觀大。當排滿之聲初起時，牧師獨右漢人，力斥清人篡國之非，門下有

預密謀者，事曳輒不置喙，殊非硜硜自守之教徒所能及其萬一矣。一九一四年一月以疾卒於花埭。享年七十八歲，居

中國幾五十年，遺著有心算數學一卷，聖經注釋若干卷，皆行於教會，子二人，長威林，前任培英學校校長，今任加

拿大華人教會總巡，牧師卒後之九年，花埭教徒倡議捐巨款建新堂，以志遺愛，其盛德之感人深矣。

徐甘棠撰

校 祖 事 略

Brief School History
Pui Ying School began life in 1879 when its founder, Rev Henry, V. Noyes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gathered a handful of street boys and taught them reading, writing and arithmetic in Canton. From that nucleus developed the 
Pui Ying Middle School at Fati and at Pak Hok Tung with its branch schools at Sai Kwan, Toy Shan, Pak Kai, Ho Nam, and 
at Hong Kong.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reached its climax in 1949 when the combined enrolment was over 6,000.

Owner of the school first belonged to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1919, it was turned over to the Union of 
Mission, and later to the Kwangtung Synod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In 1952, the Hong Kong Branch School became 
independent of the mother school and assumed the present name, the Pui Ying Middle School of Hong Kong. Now this school 
is affiliated to the Hong Kong Council,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as one of its related school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Pui Ying Middle School was reopened in Hong Kong without an inch of land. Now it 
owns property worth almost six million dollars Hong Kong currency. The completion of the news school building was made 
possible through two large interest-free loans fro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generous donations from the Mission, 
alumni and friends of the school. This big building with its 44 classrooms, 23 special rooms including 6 science laboratories, 
design and technology room, gymnasium, audio-visual teaching room, language laboratory, computer room, library, chapel 
and auditorium to accommodate a thousand, stands half-way up the mountain, overlooking the greater part of Hong Kong 
and Kowloon and the harbour between. With the addition of this building, the school can accommodate over 1600 students 
and this number is the usual enrolment. In 1978, an Anglo-Chinese sister school, Pui Ying College was built in Shatin to 
accommodate 1200 pupils. It makes the total enrolment to nearly 2800 in Hong Kong.

In September, 1988,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to cater for their needs in their future 
studies and careers, the English Section was set up in Pui Ying Secondary School. Furthermore, in the following: year in 
1989, in view of the dilapidated conditions of the campus on Lyttelton Road and the impact of the noise pollution problem 
in the neighbourhood, the school board decided to move the school to a new site under a land exchange agreement with New 
World Development Co. Ltd., this was made possible after one year’s planning and negotiations covering over 20 meetings. 
Finally, an agreement was reached and signed on 23 February, 1990. Months later, the new, magnificant school building was 
completed. It is located in Wah Fu Estate, in Pokfulam, with an area of 4,3000 sq.ft. Apart from an overhaul of the existing 
blocks there, additional buildings for teaching and activities had been created. Classes began on the new campus on 25 
February, 1991.

In compliance with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Guidance for Secondary Schools” issued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1997, Pui Ying has adopted a policy of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in Secondary 1 since 1998, in common with other Hong 
Kong Schools. However, whatever changes may occur in the school’s curriculum, we are confident that each generation of 
students will continue to enrich the Pui Ying “family” with their achievements and that Pui Ying will continue to flourish in 
the new millennium.

校 祖 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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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白系 黑白系 紅白系

1912 元社 YuenHouse 1913 年社 NinHouse 1914 光社 KwongHouse

1915 飛社 FeiHouse 1916 工社 KungHouse 1917 力社 LikHouse

1918 耿社 KangHouse 1919 攸社 YauHouse 1920 念社 LimHouse

1921 賢社 YinHouse 1922 元社 YuenHouse 1923 幸社 HangHouse

1924 甦社 SoHouse 1925 弘社 WangHouse 1926 星社 SingHouse

1927 松社 ChungHouse 1928 彬社 PanHouse 1929 堃社 KwanHouse

1930 復社 FukHouse 1931 平社 PingHouse 1932 誠社 ShingHouse

1933 健社 KinHouse 1934 仁社 YanHouse 1935 鵬社 PangHouse

1936 方社 FongHouse 1937 義社 YeeHouse 1938 剛社 KongHouse

1939 英社 YingHouse 1940 斌社 PanHouse 1941 奮社 FanHouse

1942 雄社 HungHouse 1943 毅社 NgaiHouse 1944 勇社 YungHouse

1945 鋒社 FungHouse 1946 正社 ChingHouse 1947 弼社 ButHouse

1948 群社 KwanHouse 1949 協社 HipHouse 1950 翼社 YikHouse

1951 彪社 PiuHouse 1952 強社 KeungHouse 1953 凱社 HoiHouse

1954 憲社 HinHouse 1955 法社 FatHouse 1956 雲社 WanHouse

1957 成社 ShingHouse 1958 立社 LapHouse 1959 羽社 YuHouse

1960 任社 YamHouse 1961 淡社 TamHouse 1962 素社 SoHouse

1963 蔚社 WaiHouse 1964 萃社 SuiHouse 1965 斐社 FeiHouse

1966 穎社 WingHouse 1967 駝社 TuoHouse 1968 文社 ManHouse

1969 同社 TungHouse 1970 德社 TakHouse 1971 基社 KeiHouse

1972 建社 KinHouse 1973 安社 OnHouse 1974 和社 WoHouse

1975 業社 YipHouse 1976 肇社 ShiuHouse 1977 信社 Fai thHouse

1978 望社 HopeHouse 1979 慈社 TszHouse 1980 愛社 LoveHouse

1981 旭社 YukHouse 1982 日社 YatHouse 1983 東社 TungHouse

1984/1985 曉社 HiuHouse 1985/1986 夏社 HaHouse 1986/1987 禮社 LaiHouse

1987/1988 開社 HoiHouse 1988/1989 創社 ChongHouse 1989/1990 功社 KungHouse

1990/1991 高社 KoHouse 1991/1992 勳社 FanHouse 1992/1993 隆社 LungHouse

1994 明社 MingHouse 1995 經社 KingHouse 1996 崇社 SungHouse

1997 道社 ToHouse 1998 鷹社 YingHouse 1999 揚社 YeungHouse

2000 培社 PuiHouse 2001 風社 FungHouse 2002 輝社 FaiHouse

2003 煌社 WongHouse 2004 盛社 ShingHouse 2005 譽社 YuHouse

2006 顯社 HinHouse 2007 赫社 HakHouse 2008 名社 MingHouse

2009 榮社 WingHouse 2010 忠社 ChungHouse 2011 志社 ChiHouse

2012 淳社 SungHouse 2012 良社 LeungHouse 2013 白社 PakHouse

2014 綠社 LukHouse 2015 精社 TsingHouse 2016 銳社 YuiHouse

2017 碩社 ShekHouse 2018 果社 KwoHouse 2019 槃社 PoonHouse

2020 材社 ChoiHouse 2021 輔社 FuHouse 2022 匡社 HongHouse

2023 中社 ChungHouse 2024 華社 WahHouse 2025 存社 ChuenHouse

2026 心社 SumHouse 2027 興社 HingHouse 2028 漢社 HongHouse

2029 丕社 PeiHouse 2030 績社 ChikHouse 2031 永社 WingHouse

2032 嘉社 KaHouse

培英兒女世系表

*  2012淳社是中學七年制最後一屆畢業生

 2012良社開始是中學六年制畢業生，與內地培英中學級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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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田培英中學
	 (1978)

→	 溫哥華培英中心
	 (1992)

培英中學體系表
(1879)	安和堂（沙基）

(1888)	培英書院（花地）

(1893)	格致書院（C.C.C.）

(1898)	培英書院

(1919)	協和中學（Union	Middle	School）

(1926)	培英中學

神道訓練學校

格致書院

格致書院	 嶺南大學

神學部獨立	 協和神學院

→	白鶴洞正校	→	廣州市立第8中學	→	廣州培英中學
	 (1935)	 (1953)	 (1984)

→	西關分校	→	荔灣中學	→	廣州市立第29中學	→	西關培英中學
	 (1927)	 (1952)	 (1956)	 (1998)

→	台山分校	→	台山縣立第2中學	→	台山附城中學	→	台山培英中學
	 (1930)	 (1952)	 (1969)	 (1985)

→	北街分校	→	培新中學	→	江門市立第3中學	→	培新中學	→	江門培英中學
	 (1934)	 (1937)	 (1953)	 (1986)	 (1991)

→	香港分校	→	香港培英中學
	 (1937)	 (1950)

→	澳門分校
	 (1938－1945)

→	培英Kerrisdale中文學校	(1992)

→	培英Windermere中文學校	(1995)

→	培英Trafalgar中文學校	(1996)

→	培英學院	(Pui	Ying	College)	 (1997)

→	培英Carleton中文學校	(1998)

→	培英Maple	Grove中文學校	(1999)

→	培英Fleming中文學校	(2000)

→	培英Hastings中文學校	(2000)

→	培英Richmond中文學校	(2001)

→	培英Begbie中文學校	(2002)

→	培英Van	Horne中文學校	(2007)

→	培英Lakewood中文學校	(2008)

→	培英Churchill中文學校	(2011)

→	培英Lochdale中文學校	(2012)

→	培英Waver	East中文學校	(2012)

→	培英Waver	West中文學校	(2012)

→	培英Pinewood中文學校	(2012)

(1885)

(1893)

(1898)

(1901)

→	廣州培英國際教育交流培訓中心	(2010)

→	廣州培英藝術培訓中心	(2010)

→	廣州培英中學附屬外國語學校	(2010)

→	廣州培英平沙幼兒園	(2010)

→	廣州培英平沙培英學校	(2009)

→	廣州培英實驗幼兒園	(2002)

→	廣州培英實驗小學	(2002）

→	廣州培英實驗中學	(2002)

→	廣州培英太和校區	(2002)

→	廣州培英鶴洞校本部

→	 江門培英實驗幼兒園
	 (2011)

→	 江門培英小學
	 (2009)

→	 江門培英高級中學
	 (2006)

→	 江門培英初級中學



　　本校於一八七九年肇始於廣州，迄今已有一三四
年，桃李遍天下。初由美國長老會那夏禮牧師來粵宣
道，並講授數理之學，聽者翕然。其後牧師乃開設蒙
學於廣州城西沙基，榜其名曰「安和堂」，並增設中
文及數理課程，自是學子負笈相從漸眾，而沙基地
狹，以致不少宮牆外望者，牧師為謀風化廣被，遂於
一八八八年，另在花埭購置聽松園為校址，修崇樓，
治黌宇，揚聖教，開新學，復更校名曰「培英」，是
培英之正式誕生。當以此為肇始也。

　　聽松園廣袤五十餘畝，原為遜清名詩人張南山晚
年游息之所，園內翠竹蒼松，花香鳥語，朝暉夕靄，
氣象萬千，藏修游息，無殊仙境。斯時最大之特色，
除傳授嶄新之學術外，更增設理化儀器，以為講授科
學之憑藉。此種設施，在當時尚屬創舉，故聞風嚮慕
者，充塞門牆。遠至澳洲、美洲、加拿大，亦有梯航
來學者，本校當時聲教之廣，載譽之隆，可以概見。

　　一九一四年春，牧師以病歿於花埭校園，其長子
威林即繼任為校長。威林校長之為人，誠樸篤信，一
如其父，凡有設施，皆不辭勞苦，親力親為，對於體
育事業，尤感興趣，當時本校體育人材藉其獎掖而成
功者，為數實屬不少。

　　當本校創設之初原由美國長老會獨力支持，迨
於一九一九年，以生徒日多，向隅者眾，誠有擴充
之必要。故美國長老會乃與其他西差會聯合辦理，
以厚根基，而宏造就，因而本校英文校名曾一度改為
UnionMidd l eSchoo l。至一九二六年，西差會慨然
將本校移交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辦理，並恢復原有
校名。翌年，更依法呈准立案，至是本校遂成為華人
自辦之學府，而校長一職，亦從此改由華人充任，計
華人相繼為校長者有關恩佐、譚沃心、葉啟芳、洪高
煌、劉繼祖、傅世仕諸先生。其中譚、劉兩先生曾榮
膺校長職兩次。諸先生對於本校事業之發展，其功實
不能磨滅也。

　　一九三四年，本校以學生人數日增，原有校舍不
敷容納，乃再醵資購地於白鶴洞，共計二百八十七
畝，枕山臨水，風景清幽，無殊花埭，經營一年又
半，始於一九三五年舉校遷入，一九三七年，抗戰軍
興，本校在烽火威脅之下，一度遷來香港，迨港島淪
陷，又輾轉播遷澳門、曲江與連縣。值此戰亂流離之
際，幸賴當時領導諸公堅忍應付，不絕如縷之校運得
以持續，而校友司徒新先生之慨捐鉅款三十萬，建築
東河壩臨時校舍，弦歌不輟，其功實不可沒。勝利之
後，復遷回白鶴洞原址，計本校自發軔於沙基，至是
已數遷其址矣。

　　本校在廣州發展期間，先後與嶺南基督教教會之
學府合辦者有二：一為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八年之嶺
南大學；一為一八八五年至一九零一年之協和神學
院。該兩校前身，可謂由本校孳乳而成，而分校之相

繼成立者有四：曰西關分校、台山分校、香港分校及
北街分校。正分校生每年計達五、六千人，宗枝可謂
繁衍，而基督教辦學之精神，則一脈相傳，無稍更
變。

　　又本校為擴展僑教計，乃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一
日，特設小學於香港般含道八十四號至八十六號，並
聘傅世仕先生為主任，定名曰「廣州培英中學香港分
校」，時香港學校多秋季始業，而本校招生，適在初
春，故當時取錄之學生，僅三十二人，人數雖少，
但教員能視學生如子弟，學生視教員如父母，相親
相愛，「培英一家親」之校風，更形丕振。是年秋
季乃增設初中，首屆學生五十八人，連小學合計共
一百九十七人。

　　是年九月，廣州正校以戰爭迫遷，而西關分校
亦同時遷往澳門之唐家花園。正校遷港島羅便臣道
六十五號至七十五號及干德道九號、鐵崗六號為校
址，並移初中於高街救恩堂；其後復徇學子請求，闢
救恩堂二樓為初中宿舍，並租衛城道十三號為高中宿
舍，校舍共有五所之多。

　　於一九四零年秋，劉繼祖校長及司徒漢賢主任正
大事擴充，不圖於一九四一年之末，日寇來侵，香港
淪陷，小學部停辦，中學則播遷澳門唐家花園，與西
關分校合辦。

　　一九四三年八月，正校遵照廣東省教育廳之命
令由澳門遷粵北之曲江，校董會委傅世仕為校長。
一九四四年，曲江緊急疏散，復遷連縣之雙喜山。
一九四五年歲首，連縣告急，乃又暫遷該縣之三江
區。二月，局勢稍定，復返雙喜山。八月，日寇投
降，正校於十月底返穗復課，香港分校亦進行復校
工作，傅世仕校長委張景宋先生為港校校主任，恢
復般含道校舍，加租巴丙頓道三號為校舍，先行恢復
小學。嗣後繼辦中學，聘楊景循先生為校主任。翌年
秋，楊主任以事辭職，溫金銘先生繼之。

　　一九四八年三月，本校為發展分校校務計，乃徵
得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及正校校董會之同意，正式
成立香港分校董事會，公推陸靄雲先生為董事長，並
購得巴丙頓道三號為永久校址，同年十月發動建校募
捐，改建禮堂及課室，至是奠定港校基礎。

　　溫金銘校長早於一九四九年秋創辦高一，及接任
校長後，更殫精竭慮，擘劃得宜，擴班額，添儀器，
增圖書，續辦高中成為一所完全之中學。

　　一九五零年，本校董事會於七月一日議決更校名
為「香港私立培英中學」，採用校長制，以專責成，
並舉溫金銘先生為校長。一九五一年，獲香港政府准
予註冊為社會法團。

　　本校以樹人大計繼續擴建，並蒙香港政府先借予
免息貸款共港幣一百零二萬元，興建新校舍，又蒙本

校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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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友及各界人士之捐助，第一期工程於一九五五年
夏由教育司高詩雅先生主持奠基典禮，鳩工動土開
始，迄同年十月完成。第二期工程於一九五八年九月
全部竣工，由香港總督柏立基爵士主持開幕典禮，新
校舍建築宏偉，高達七層，可容學生二千六百人。

　　此兩期工程，計購入校址用款四十萬元；第一
期建築費三十五萬，第二期建築費一百二十萬元。
一九六三年夏，本校鑑於校務繼續發展，課室漸感
不敷應用，爰又將原日二層高之聽松樓，改建為八
層樓舍，於一九六四年九月全部竣工。計所需建築
費及設備費共達港幣八十萬元。而禮拜堂、視聽教
育室、普通自然科學實驗室、體育室、攝影沖印室
等，亦因是項改建工程完竣而次第設置。從此各項設
備亦隨而更臻完善。一九六九年二月始，溫金銘校長
榮休；李權牧師繼掌校政，曾發起「百萬發展基金」
運動，冀於百齡校慶時，興辦分校，並增設各項教學
設備。一九七七年七月，本校小學部停辦；九月中學
部進入政府資助中學計劃之第三期，學生求學日眾，
達一千六百餘人，創本校之最高紀錄。一九七八年九
月一日起，本校正式接受香港政府之全面津貼，以適
應實際情況之轉變。更為紀念創校百周年，本校校董
會幸承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之助，向港府申領開辦
以英語為授課語言之「沙田培英中學」，聘黃衛華校
友為校長，本校從「培英發展基金」先後撥款港幣壹
佰肆拾萬餘元，作為開辦及添置設備等經費。復應教
育署要求，於同年九月一日暫假沙田瀝源呂明才中學
先行開辦中一級十二班；迨一九七九年七月，位於沙
田禾輋之百年紀念中學建築工程全部完成，九月遷入
上課，十二月十五日舉行開幕典禮，樹人大計，宿願
完成。而本校亦以校舍樓宇年齡關係，全校進行大規
模維修，並增建工藝室、家政室、綜合科學實驗室、
「強社電腦室」等，以應實際需要。

　　一九八四年九月，李權校長榮休，經校董會議
決，調陞黃鎮忠副校長繼任。一九八八年九月，呈教
育署核准增辦英文部，先設英中一年級五班，以後按
年擴展至大學預科班。

　　一九八九年四月一百一十周年校慶之後，校董會
鑑於巴丙頓道三號之校舍，日趨陳舊迫窄，發展維
艱；為學校未來百年大計，決議換地遷校，並掌握時
機與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達成交換協議。新校位於華
富道五十五號，交通便利，環境優美，更宜藏修遊
息。

　　一九九一年元月校舍構築工程依期竣事。二月四
日開始搬遷，八日遷校大功順利告成。二月二十五日
在新校址正式上課，賡續其百年樹人之大業。

　　一九九二年四月廿五日，港校舉行禮拜堂奉獻典
禮。聖堂設備完善，為學生團契及教師退修之理想場
所。同年九月，在溫哥華建立基督教培英中心。港校
為配合香港中學學制之改變，改辦二年制預科班。是
年十一月一日黃國熙校監卸任。校董會推常務校董、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翁珏光牧師接任。

　　一九九三年六月英文部五年制中學首屆學生畢
業。同年八月一日翁珏光牧師辭校監之職，校董會公
推蘇棉煥主席兼任。

　　一九九四年四月，港校慶祝一一五周年校慶，校

董、兩校校長及教師代表拜訪台山培英中學、江門培
英中學及廣州培英中學，交流教學經驗。

　　同年六月，二年制預科班舉行首屆畢業禮，七月
廿三日，本校積極支持之溫哥華基督教培英中心舉行
擴建開幕典禮。

　　一九九五年九月，中華基督教會鰂魚涌堂派遣主
任牧師兼任本校聖經科義務教師，加強堂校合作。

　　一九九六年九月，沙田培英中學黃衛華校長榮
休，校董會決議由邱藹源副校長升任。同年九月，香
港培英中學黃鎮忠校長離任。校長一職，由前沙田培
英副校長畢玫女士繼任。

　　一九九七年四月，中華基督教會鰂魚涌堂於本校
建基富分堂，堂校合作，教學傳道。

　　一九九八年十月卅日，原西關培英分校回歸培英
白綠大家庭，命名為「西關培英中學」。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三、廿四日，七校共聚香港慶
祝120周年校慶，盛況空前，前校董會主席李貞明牧
師、前校長李權牧師專程回港為沙田、香港培英中學
感恩崇拜會證道。

　　為慶祝雙甲大慶，七校聯合出版《培英中學創校
一二零周年紀念特刊》及特刊續編，香港出版《培英
史話》，廣州復刊《白綠攝影社影集》及培英校園歌
曲集。

　　香港培英歷時兩年之學校改善工程業已完竣：
七樓闢作教員室、會議室、校友中心和加建「敬師
軒」，四樓之多媒體學習中心，二樓之健身室及多功
能活動室相繼完成。沙田培英則開展加建工程。

　　二零零三年九月，蘇棉煥校監卸任，校董會公推
吳振智牧師繼任校監。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蘇棉煥主
席榮休，校董會公推熊翰章博士繼任香港培英校董會
主席及溫哥華培英中心董事會主席。二零零五年九
月，畢玫校長離任，校董會公開招聘，謝潔芳女士獲
選繼任校長。

　　二零零七年三月，吳振智校監卸任，校董會公推
蘇成溢牧師出任署理校監。同年九月，謝潔芳校長離
任，校董會經公開招聘，梁國基先生獲選繼任校長。

　　二零零九年培英中學慶祝130周年校慶，出版紀
念特刊，舉辦學術講座和文藝匯演等，並假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晚宴，筵開二百零九席，校友歸寧，盛
況空前。		 	 	 	 	 	 	 	 	 	 	 	 	 	 	 	 	 	 	 	 	 	 	 	 	 	 	 	 	 	

　　二零一二年，香港培英七十五周年校慶，假香港
文化中心舉辦吳振亨校友暨白綠傳人攝影作品展覽；
又增設頒發「鑽石元老」(畢業六十年校友)紀念金
章。

　　同年七月廿八日，校董會暨校友聯會組團赴溫哥
華參加慶祝基督教培英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慶典。隨後
前往多倫多、紐約及羅省等地，拜訪當地校友和校友
會。

　　同年十二月，梁國基校長離任，校董會任命陳錦
昌副校長為署理校長，掌理校務。

　　凡此種種措施，均願一本基督服務犧牲精神，庶
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冀花筆永傳，金針有度，克
宣教化，用特榮神樹人之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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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元老年份 香港培英 沙田培英

2013 東社(F.6) 曉社(F.5)

2014 曉社(F.6)

2015 夏社(F.6) 夏社(F.6)

2016 禮社(F.6) 禮社(F.6)

2017 開社(F.6) 開社(F.6)

2018 創社(F.6) 創社(F.6)

2019 功社(F.6) 功社(F.6)

2020 高社(F.6) 高社(F.6)

2021 勳社(F.6) 勳社(F.6)

2022 隆社(F.6) 隆社(F.6)

2023

2024 明社(F.7) 明社(F.7)

2025 經社(F.7) 經社(F.7)

2026 祟社(F.7) 祟社(F.7)

2027 道社(F.7) 道社(F.7)

2028 鷹社(F.7) 鷹社(F.7)

2029 揚社(F.7) 揚社(F.7)

2030 培社(F.7) 培社(F.7)

2031 風社(F.7) 風社(F.7)

2032 輝社(F.7) 輝社(F.7)

2033 煌社(F.7) 煌社(F.7)

2034 盛社(F.7) 盛社(F.7)

2035 譽社(F.7) 譽社(F.7)

2036 顯社(F.7) 顯社(F.7)

2037 赫社(F.7) 赫社(F.7)

2038 名社(F.7) 名社(F.7)

2039 榮社(F.7) 榮社(F.7)

2040 忠社(F.7) 忠社(F.7)

2041 志社(F.7) 志社(F.7)

2042 淳社(F.7)/良社(S.6) 淳社(F.7)/良社(S.6)

2043 白社(S.6) 白社(S.6)

2044 綠社(S.6) 綠社(S.6)

校董會通告
(一)	培英中學經歷了百多年的歷史考驗，仍能迄立

不倒，並且在國內、國外不斷壯大，這都有賴

前賢的刻苦耕耘和廣大校友的鼎力支持。去年

校慶時，我們增加了「鑽石元老」的光輝稱

號，為離校六十年的校友歸寧慶祝。今年再增

設「金元老」為離校五十年的校友祝賀。

(二)	由於政府教育當局的「學制改革」，我們以前

所訂的培英兒女世系表，各校亦不盡相同，因

此，修訂如後，以後，香港培英及沙田培英晉

升元老的日期，以下表為準。

培英校董會主席
李偉庭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日

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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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中學創校133周年暨香港培英建校75周年紀念之慶祝活動，由美國攝影學會副會長吳振亨校友

(68文社)揭開序幕。吳校友專誠由美返港舉行攝影講座及攝影展，講座主題為「如何晉身世界沙龍攝影十

傑」及「攝影藝術探究」。

香港培英中學75周年校慶活動

4月20日下午，香港培英中學舉行「培英體系學校

觀課及評課交流會」。

同日亦為「133周年校慶晚宴」。是屆校慶晚宴

節目豐富，饒富意義，除了首次舉行晉陞「鑽石元老」

(共63人)典禮外，尚有：日社校友晉陞元老、「CHINA	

B O RN」中譯本出版禮，「白綠文學社」成立典禮、

「白綠傳人中文寫作比賽」及「白綠傳人攝影比賽」頒

獎禮等，白綠兒女濟濟一堂，溫馨熱鬧。

攝影界專業人士及愛好者踴躍參加講座 吳振亨校友講解成為世界攝影十傑的訣竅 吳振亨校友與眾嘉賓為攝影展覽剪綵

駐足觀賞展品 熊翰章博士代表
「鑽石元老」致辭

香港培英師生與吳校友合照 沙田培英師生與吳校友合照

生命教育科生動精采的戲劇教學

最年長的杜國荃學長(39英社)
(左)、鄧瓊芬學長(38剛社)(右)
與蘇棉煥醫生合照

51年彪社學長晉陞「鑽石元老」 52年強社學長晉陞「鑽石元老」

 49年協社學長晉陞「鑽石元老」 50年翼社學長晉陞「鑽石元老」

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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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中學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舉行校董會會議，會議通過校董芳名如下：

2012-2013年度
校董會名單

主　　席：李偉庭醫生

校　　監：蘇成溢牧師

司　　庫：陳　宜先生

書　　記：邱藹源校長

常務校董：李偉庭醫生、蘇成溢牧師、蘇棉煥醫生、蔡建中教授

　　　　　陳　宜先生、邱藹源校長、陳錦昌署理校長

校　　董：熊翰章博士、馮壽松先生、吳碧珊牧師、陳志庸先生

　　　　　余英嶽牧師、李錦昌博士、馬志民牧師、吳水麗先生

　　　　　翁傳鏗牧師、曾業俊先生



校董祝酒

童聲小重唱（江門培英初中） 粵曲獻唱（西關培英） 多重獻唱（廣州培英） 小組合唱（台山培英）

 「家校慶75」之家長舞蹈

 「家校慶75」之《遠大工程》音樂劇  嘉賓們細訴著早期的學生刊物

主禮嘉賓為「校史展覽」剪綵

家長製作「菩提樹」
恭賀75周年校慶

鳴鐘儀式莊嚴肅穆 崇拜會詩歌獻唱《因有你》

校監蘇成溢牧師
於崇拜會證道

日社全體元老與當年老師大合照

是日晚上七時三十分，香港培英中學大禮堂響奏激昂的鼓聲，中樂團一曲《培英頌》開展了「校慶文藝

晚會」多姿多采的表演。

4月21日為校慶升旗禮及感恩崇拜會之辰，「家校慶75」乃慶祝香港建校七十五周年之特備節目。

男生四重唱（江門培英高中）

跳出世界（香港培英） 各體系代表與校董、嘉賓們大合照

英語戲劇（沙田培英）

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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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奏《培英創校校歌》 管弦樂客席演奏

張浩民、張浩玄兄弟鋼琴
二重奏

馬若飛同學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郎凱儀校友單簧管獨奏 香港培英中學管樂合奏

陳婥彤同學聲樂獨唱 李俊樂校友口琴獨奏 馮穎欣同學長笛獨奏

奏校歌，嘉賓肅立

「培英盃」女子排球賽

廣州培英(鶴洞1)榮膺「培英盃」象棋比賽冠軍 培英聯會主席曾集祥醫生把培英校旗移交與
西關培英劉曉玲校長

香港培英勇奪「培英盃」女排冠軍寶座

萬眾期待的開球儀式

「培英盃」象棋比賽

男子排球表演賽

壓軸慶祝活動「校慶音樂會」於7月16日假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是次音樂會邀得香港兒童交響樂團

客席演奏，又獲沙田培英中學協助演出，令音樂會生色不少，也為本年度校慶慶典活動畫上完美的句號。

4月22日為一年一度「培英盃」舉行之期。是屆賽事包括女子排球賽及象棋比賽，還增添台山培英與香

港及沙田培英聯隊進行男子排球表演賽，從歡呼聲此起彼落，足證賽事精采吸引。

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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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畢業典禮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廿五日下午舉

行，此次畢業典禮是二年制預科中七級學制最後一

屆，也是新高中學制第一屆同學畢業的大日子，可

說特別值得紀念，特別有意義。當日我校很榮幸邀

請到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擔任主禮嘉賓，並為

畢業生致訓辭及授憑。沈教授甫由英國返抵香港，

即出席本校之畢業典禮，實在令典禮錦上添花，同

學及家長倍感難忘！

香港培英中學畢業典禮2012
二 年 制 預 科 第 十 九 屆 暨 新 高 中 學 制 第 一 屆 畢 業 典 禮

沈教授以兩本暢銷作品「W h o  M o v e d  M y 
C h e e s e」及「 I  M o v e d Yo u r  C h e e s e」勉勵畢業
同學必須隨時裝備自己，迎接每個挑戰，並且要放

眼世界，高瞻遠矚。沈教授的金石良言，令畢業生

獲益良多。典禮結束後，眾嘉賓、家長及畢業生參

加由校友會舉行的「歡送畢業同學暨校友會迎新晚

會」，當晚中六及中七級同學傾力演出，又唱又

跳，同學更真情流露，表達對母校由衷的感謝之

情。晚宴中師生打成一片，大家在一片温馨熱鬧的

氣氛中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畢業同學與主禮嘉賓及校董合照

交鷹禮

沈祖堯教授授憑

畢業同學在迎新晚會上以歌曲表達對母校之情蘇成溢校監致送紀念銀碟予
沈祖堯教授

沈祖堯教授致訓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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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禮 嘉 賓 沈 祖 堯 教 授 簡 介

沈祖堯教授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教授於

一九七八年畢業於皇仁書院，一九八三年獲香港大

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一九九二年獲加拿大卡爾

加里大學頒授博士學位（生命科學），一九九七年再

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醫學博士學位。沈教授是多個

內科醫學院的院士，和二十多個專業學會的委員，

並於二零一一年獲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沈教授於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大教學醫院威爾斯

親王醫院擔任醫生，一九九二年出任中大醫學院內

科學系講師，一九九八年晉升為內科及藥物治療學

講座教授，並由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一零年六月出任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二零零二至二零零四

年出任醫學院副院長（臨床），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

九年出任醫學院副院長（常務），二零零八年二月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出任逸夫書院院長。沈教授於二零

零七年十一月獲委任為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以表

揚他在預防及早期診斷與消化系統相關的癌症方面

的傑出貢獻。

沈教授為腸胃研究權威，研究範圍包括腸胃出

血、幽門螺旋菌、消化性潰瘍、肝炎，以及與消化

系統相關的癌症。沈教授著作甚豐，曾在頂尖國際

期刊發表超過六百八十篇論文。他著作及編輯的書

籍超過十五本，並為超過十五份知名學術期刊擔任

審閱委員。

沈教授在醫療服務及醫學研究上成就卓越，獲

多項本港及國際獎項如香港電台及《明報》頒發抗

SA R S傑出獎（醫護科技人員組）（二零零三）、中

大校長模範教學獎（二零零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銀紫荊星章（二零零四）、國家教育部頒發的長江

學者成就獎（二零零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

及衛生局最突出貢獻獎（臨床治療）（二零零七）、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科學技術獎勵辦公室頒發二

零零七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等。二零零九

年，沈教授憑其胃潰瘍出血治療的優秀研究，獲頒

Marshal l及Warren講座獎，此乃亞太地區腸胃科最高
獎項。同年，他亦獲德國腸胃病學協會內鏡獎。二

零一一年，獲頒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畢 業 典 禮 致 訓 辭
沈祖堯教授

各位校董、梁校長、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首先感謝學校邀請我出席「培英中學七十五

周年畢業典禮」，同時需要感謝管理航空系統的

所有人員，因為我剛從英國倫敦飛回香港，幸好

飛機沒有延誤，可見生活上很多事情都需要妥善

配合。

我在飛機上閱讀了兩本書，準備與大家分享

其中的故事。書本內容簡單但與我們的生活息息

相關。

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暢銷全球的故事書

“Who Moved My Cheese”，中文譯名《誰挪走
了我的乳酪》，作者是Spencer Johnson，那是一
本內容簡單的小故事書。

書中提及到在一個迷宮裡住了 4隻老鼠：
S n i f f、S c u r r y、H e m和H a w，牠們每天都在同一
地方找到美味的乳酪。其中H e m和H a w覺得生活
寫意，因為牠們只要走到那裏，便會找到理想的

食物。於是牠們把乳酪收藏起來，還在親友面前

炫耀自己的儲備，牠們逐漸習慣了這種安逸的生

活，直到有一天，當牠們再次走到同一角落時，

發現乳酪消失了，牠們不願意相信自己的眼睛，

於是靜靜地坐在原地，一動不動，等待新乳酪

的出現。而S n i f f和S c u r r y早就有心理準備，因為
它們留意到乳酪一天比一天少，一點也不感到驚

訝，加上懂得未雨綢繆，所以，很快地從另一角

落找到更美味的乳酪。

直到 H e m和 H a w餓得筋疲力盡、瘦骨嶙峋
時， H a w覺得不能再等待下去了，於是提起勇
氣，離開原地，尋找新乳酪的路線，結果在牠臨

死前發現新的乳酪點。於是牠在牆角寫下幾句說

話來警惕H e m，牠說：「世界在不停的轉變，所
以我們要時刻觀察世界的轉變，並且監察它的轉

變，然後要適應並且盡快地改變，這樣才能找到

新的乳酪點，新的乳酪比過去的還要美味，你得

到的成就也比原本每天所做的事情更加美好。」

這書已在全球銷售二千萬本，為何這書會

如此重要？如此受歡迎？因為我們現在生活的社

會正在瞬息萬變，醫學設備日漸先進，科技發展

一日千里。在我入讀大學的年代，全港只有4%

中學畢業生可以入讀香港兩所大學：香港大學和

中文大學；但現時香港設有八所大學，加上公開

大學，副學士學位，以及不少父母供子女到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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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中學畢業後，超過五成學生可以接受高等

程度教育，但在僧多粥少的環境下，乳酪開始消

失。如果社會只有4%大學畢業生，要找尋工作是

很容易的；倘若大學畢業生提升至5 0 %，尋找工
作就困難得多了。

變幻原是永恆，我們今天同樣見證着一個特

別的改變。現時社會實行「三、三、四」新高中

學制，所以，大學用了兩年時間作準備，迎接新

舊學制下的中七及中六畢業生。一般而言，大學

每年只收錄三千名學生，在雙軌制情況下大學需

要收錄七千名學生。這是重要的改變，一萬二千

人的校園現時需要容納一萬五千人，不論校巴、

廁所、食堂或教室的數量都要增加。事實上，很

多的轉變是不會停下腳步等待我們的。

現時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與六、七十年代

是有改變的。在六、七十年代，無數工廠、各行

各業都在香港蓬勃發展；踏入新紀元後，香港只

剩下金融及服務行業，很多行業的大學畢業生需

要考慮到其他地方發展，特別是中國大陸，因為

很多工廠已經北移。最近有研究調查發現，香港

83%大學生畢業後不願意離開香港到外地工作，

只有17%決心離開。再細問那些不願離開的大學

生，大致答案都是離不開父母做的飯菜以及家庭

的照顧，他們不願捨棄家庭的舒適和香港各種交

通的方便，更不知外面世界的情況，從而產生不

安、焦慮。

轉變已經發生了，大家有沒有為這個不斷轉

變的社會而好好裝備自己呢？

在 2 0 1 1年，我在美國某機場看到另一本書	
“ I  M o v e d Yo u r  C h e e s e”，這本書是由美國哈
佛大學迪帕克教授著作。迪帕克教授雖然同意

S p e n c e r J o h n s o n所提及世界要變，所以要接受
及適應這些改變，但是他個人卻有更高層次的想

法。因此，他寫了下集，書中描述在迷宮內還有

另外兩隻老鼠：Z e d和M a x。Z e d在細小時已問
母親為何要住在迷宮裏？這是誰人造的？是甚麼

物料？牠母親回答說：「你不必理會，反正你出

生就住在這裏，在這裏生活就是了。」但Z e d不
滿意，因為牠愛思考，牠想：是否一定要住在這

裏？為何有時有乳酪，有時又無呢？於是牠時常

思考如何走到外面去。不久，牠遇上M a x，原來
M a x也不甘於限制在盒內，結果牠做了一件偉大
的事。有一天，M a x找來了一隻老鼠B i g，在M a x
的輔助下，B i g爬上了盒的牆壁，並發現盒外尚有
另一世界。這個世界除了乳酪外，遇有很多其他

美味的東西；這個世界不但有老鼠，還有很多其

他的生物。牠終於領悟到昔日以為「世界就等如

一個盒，追求的就只有乳酪」這個觀念是錯的，

結論就是要“T h i n k  o u t s i d e t h e b o x”。我們不
但要想，還要行出外看看其他的東西。於是B i g
對M a x說：「其實你問對了，這世界不單是一個
盒，不單是一件乳酪，還有很多美味的食物。但

我們這群老鼠只管亂闖，從沒想過我們追求的是

甚麼？甚麼才能令我們真正快樂？甚麼才是真正

的人生意義？」Z e d聽後仿然大悟，於是沿着迷
宮那堵牆慢慢行過去。M a x正想阻止牠撞向牆壁
時，竟發現Z e d已穿過牆壁而去。不一會兒，Z e d
再走回來，對M a x說：「你說得對，這世界不只
是一個盒，我們也不是生活在這盒中，而是這個

盒存在我腦海中，只要把頭腦思想開放，就可走

出這個盒，達到更美好的世界，取得更美好的乳

酪及更美好的人生。」

我們除了要適應環境的轉變之外，還要有

更高層次、更有頭腦的做法，我們要站高一些，

望遠一些，當別人以為你的發展空間只限於香港

時，事實卻不一定，我們應想遠一些，視野應

該看闊一些，把你的思想跳出這個盒子去。有

無人可以做到呢？相信大家都有 i p h o n e、 i p a d，
而S t e v e J o b s就是一個特別例子。他連大學都不
再讀了，卻能想到人需要甚麼東西，創造了一個

新世界，亦影響了你和每一個人的生活。當然，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S t e v e J o b s，但每個人都可
以看闊一些、看遠一些、想多一些，把思想變得

更自由，不要想着只有乳酪才是最開心的，不要

想着一定要買一層樓才是成功，要有一部平治房

車才叫有地位，原來這世界還有很多事值得我

們去做，值得我們去追求的。我們的老師亦需要

如M a x般，當你已走出盒外後，回來時要告訴其
他老鼠，外面的世界是需要我們努力去“ T h i n k 
outside the box”。

當我頒發證書時，有位同學靜靜地問我，將

來可否成為他的大學校長。我反問他將來準備修

讀甚麼學系。他回答說會主修生物學。我勸告他

仍要“T h i n k  o u t s i d e t h e b o x”，希望他的思維
不只限制於生物學上，仍然看得更闊的世界，還

要考慮其他的科目。要跳脫既定的思維，跳到框

框外面，你對世界的認知會更多、更深。我希望

在接着的一年，看到更多的培英學生進入中文大

學。多謝各位！



香港培英中學第五十四屆陸運會
2012年11月12日及13日，本校假香港仔運動場舉行第54屆陸運會。同學十分踴躍參加本年度的陸運

會，運動員共七百多人。兩天賽事中，有六項比賽破大會紀錄，包括男甲200米、1500米、3000米、標槍，

以及女甲100米、跳遠，成績

相當出眾。

是屆陸運會又舉行班衣設

計及啦啦隊比賽，令會場生色

不少，氣氛相當融洽。陸運會

結束後，體育幹事安排了同樂

日，供所有體育組的同學盡情

玩樂，各體育組及校隊同學共

聚一堂，機會實在難得。 初中同學為自己班設計了精美的班衣啦啦隊相當起勁！

在和煦的陽光下開展陸運會 嘉賓與優勝健兒大合照

2012-2013年度培英中學陸運會成績
男子組　組別：甲

名次

項目
冠軍(7分) 亞軍(5分) 季軍(4分)

100米 	 5A	 歐嘉煒	 12.10 	 4A	 林智信	 12.12 	 6A	 馮景倫	 12.92

200米 	 5A	 歐嘉煒	 24.00(破) 	 5C	 陳港斌	 24.80 	 4A	 林智信	 24.92

400米 	 5C	 陳港斌	 58.52 	 6C	 李焯豪	 1 ’04.45 	 5E	 劉振星	 1 ’05.06
110米欄 	 6D	 陳卓賢	 19.14 	 5E	 林家禧	 19.50 	 5E	 阮顯圖	 20.30

1500米 	 3E	 伍啟宏	 4 ’45.92(破) 	 5E	 劉振星	 5 ’33.32 	 6D	 李瀚天	 5 ’34.32
3000米 	 3E	 伍啟宏	 10 ’35(破) 	 6B	 陳俊仁	 12.39 	 5F	 王煒竣	 13.12

跳遠 	 5A	 歐嘉煒	 5.51米 	 6A	 馮景倫	 5.5米 	 6F	 楊煒傑	 5.41米

跳高 	 6C	 李焯豪	 1.65米 	 5F	 張文偉	 1.45米 	 5D	 王怡鑫	 1.4米

鐵餅 	 6D	 李瀚天	 30.24米 	 4F	 黃鋆國	 26.55米 	 6B	 林旭堅	 25.75米

鉛球 	 6B	 楊澤基	 9.23米																																																																																												 4F	 黃鋆國	 8.89米 	 6D	 龔志杰	 8.69米

標槍 	 6A	 馮景倫	 41.20(破) 	 6D	 李瀚天	 27.60米 	 6D	 陳卓賢	 27.29米

4x100米接力 	 中六級	 50.46 	 中五級	 52.09

男子組　組別：乙
名次

項目
冠軍(7分) 亞軍(5分) 季軍(4分)

100米 	 3E	 勞柏賢	 12.98 	 4D	 林曉東	 13.32 	 3A	 林宇峰	 13.36

200米 	 4D	 林曉東	 26.54 	 1B	 湯應鋒	 28.80 	 4A	 林耀邦	 29.90

400米 	 3A	 蘇珈城	 1 ’10.06 	 4C	 張曉鋒	 1 ’12.14 	 3B	 鄭鎮賢	 1 ’12.62
100米欄 	 3A	 蘇珈城	 19.35 	 3A	 林宇峰	 20.25 	 3A	 黃洭平	 20.67

1500米 	 3E	 周澤新	 5 ’40.01 	 3E	 梁進剛	 5 ’41.37 	 4C	 張曉峰	 5 ’45.28
跳遠 	 3B	 鄭鎮賢	 4.81米 	 3E	 寗麟	 4.61米 	 3A	 蘇珈城	 4.56米

跳高 	 3D	 陳志健	 1.48米 	 2B	 嚴榮基	 1.4米 	 2C	 文功學	 1.25米

鐵餅 	 3E	 梁進剛	 29.23米 	 3C	 薛朗軒	 26.83米 	 3E	 周澤新	 25.96米

鉛球 	 3D	 鄧信彥	 8.65米 	 4D	 何煦陽	 8.35米 	 4C	 余嘉偉	 7.48米

標槍 	 4A	 盧嘉俊	 24.012米 	 3E	 梁進剛	 18.05米 	 3E	 寗麟	 15.28米

4x100米接力 	 中四		 52.21 	 中三		 54.41 	 中二		 57.23

4x400米接力 	 中一		 4 ’31.94 	 中四		 4 ’41.14 	 中二		 5 ’07.41

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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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組　組別：丙
名次

項目
冠軍(7分) 亞軍(5分) 季軍(4分)

60米 1A	 張文禧	 7.68 1C	 馮竣		 8.87 1B	 何樂文	 9.52

100米 1A	 張文禧	 13.01 1C	 胡文躒	 13.20 2D	 黃永強	 14.20

200米 2A	 鄧瑋良	 30.34 2A	 張佳雋	 32.63 1A	 鍾淅凡	 35.98

400米 2A	 徐子健	 1 ’07.62 2B	 李偉雄	 1 ’13 2B	 方子樂	 1 ’17.01

跳遠 1C	 胡文躒	 4.27米 2A	 陳彥霖	 4.10米 2C	 廖家傑	 4.02米

跳高 2B	 李偉雄	 1.34米 2C	 何英杰	 1.34米 2C	 廖家傑	 1.3米

鉛球 2B	 陳柏民	 10.51米 2B	 柯秉鐮	 7.83米 2A	 李澤峰	 7.81米

壘球 2B	 陳柏民	 46.69米 2B	 柯秉鐮	 33.65米 2C	 許立坤	 32.79米

女子組　組別：甲
名次

項目
冠軍(7分) 亞軍(5分) 季軍(4分)

100米 6B	 羅可楓	 13.88破 4A	 周希敏	 14.77 4B	 何清怡	 15.33

200米 6B	 羅可楓	 28.96 5C	 郭曉麗	 31.48 5C	 葉靜儀	 34.37

400米 4B	 何清怡	 1 ’25.76 6B	 何文頤	 1 ’28.23 6B	 邱潔怡	 1 ’30.39

800米 6F	 蘇翠兒	 3 ’22 6D	 葉文雅	 3 ’31 6D	 盧芷蔚	 3 ’32

100米欄 4A	 周希敏	 19.50 6B	 歐麗珊	 20.01

1500米 6F	 蘇翠兒	 6 ’58.8 6D	 葉文雅	 7 ’33.36 4B	 盧倩怡	 8 ’10.16

跳遠 6B	 羅可楓	 4.72米破 5B	 盧筠儀	 4.21米 5A	 鄭曉華	 4.11米

跳高 6D	 盧芷蔚	 1.33米 5B	 郭禕祈	 1.3米 6E	 郭鎧恩	 1.1米

鐵餅 5D	 鄭詩雅	 17.48米 5E	 陳穎琛	 16.66米 6E	 麥卓姿	 16.02米

鉛球 5D	 鄭詩雅	 6.88米 6E	 麥卓姿	 6.43米 6C	 陳曉靜	 5.82米

標槍 6D	 盧芷蔚	 16.83米 6E	 陳芷筠	 12.67米 6B	 何文頤	 11.97米

4x100米接力 中六		 	 1 ’01 中五		 	 1 ’02.70 中四		 	 1 ’04.14

女子組　組別：乙
名次

項目
冠軍(7分) 亞軍(5分) 季軍(4分)

100米 3A	 陳梓筠	 14.92 4A	 單嘉燕	 15.32 4C	 梁詠詩	 15.66

200米 4A	 單嘉燕	 32.48 3C	 梁詠琳	 34.7 4B	 黃子蕾	 37.15

400米 4B	 梁卓琳	 1 ’34.04 4B	 梁嘉敏	 1 ’36.87 4F	 杜毅清	 1 ’38.84

800米 4B	 張芷婷	 3 ’15.47 3C	 陳梓恩	 3 ’30.93 3C	 梁詠琳	 3 ’33.71

100米欄 3A	 陳梓筠	 19.98 2B	 梁永君	 24.12

跳遠 3A	 陳梓筠	 4.1米 4A	 單嘉燕	 3.75米 3B	 曾子瑤	 3.64米

跳高 4C	 梁詠詩	 1.15米 4C	 朱佩珊	 1.15米 3B	 樊翠盈	 1.12米

鐵餅 4B	 梁卓琳	 17.28米 4B	 張芷婷	 14.12米 3B	 關嘉詠	 13.58米

鉛球 4B	 梁卓琳	 6.16米 3C	 黃綺沁	 5.71米 2C	 黃娟明	 5.58米

4x100米接力 中三		 	 1 ’02.46 中四		 	 1 ’04.39 中二		 	 1 ’08.15

女子組　組別：丙
名次

項目
冠軍(7分) 亞軍(5分) 季軍(4分)

60米 1C	 關寶晴	 9.67 1B	 吳洛恩	 9.93 1A	 林凱玲	 9.96

100米 1A	 陳敏怡	 15.29 2A	 鄭楚瑤	 16.16 1C	 關寶晴	 16.32

200米 1D	 黃曦桐	 36.29

800米 1A	 陳敏怡	 3 ’25.32 1A	 梁慧敏	 3 ’48.02 1A	 蘇佩恩	 3 ’49.64

100米欄 1C	 關寶晴	 26.33 1D	 關嘉怡	 29.23 2B	 陳雪鎣	 29.92

跳遠 2A	 鄭楚瑤	 3.96米 1A	 陳敏怡	 3.62米 1A	 梁慧敏	 3.11米

跳高 2A	 鄭楚瑤	 1.15米 1B	 吳洛恩	 1.10米 1B	 袁佩儀	 1米

鉛球 1D	 黃曦桐	 4.24米 1D	 關嘉怡	 4.21米 1D	 黃卓詩	 3.24米

壘球 1A	 梁慧敏	 24.26米 1D	 關嘉怡	 20.79米 1B	 葉翠婷	 13.91米

4x100米接力 中一		 	 1 ’09.93 中二		 	 1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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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衣設計比賽
中一級 1B

中二級 2D

中三級 3D

中四級 4A

中五級 5F

中六級 6A

最具創意獎 5F

全校總冠軍 1B

男子甲組個人全場獎項
班別 姓名 得獎項目及名次 得分

冠軍 5A 歐嘉煒 100米(冠)、200米(冠)、跳遠(冠) 21

亞軍 6A 馮景倫 標槍(冠)破、跳遠(亞)、100米(季) 18

季軍
6D 李瀚天 1500米(季)、鐵餅(冠)、標槍(亞) 16

3E 伍啟宏 1500米(冠)破、3000米(冠)破 16

男子乙組個人全場獎項
班別 姓名 得獎項目及名次 得分

冠軍 3A 蘇珈城 400米(冠)、100米欄(冠)、跳遠(季) 18

亞軍 3E 梁進剛 鐵餅(冠)、標槍(亞)、1500米(亞) 17

季軍 4D 林曉東 200米(冠)、100米(亞) 12

男子丙組個人全場獎項
班別 姓名 得獎項目及名次 得分

冠軍
1A 張文禧 60米(冠)、100米(冠)

14
2B 陳柏民 鉛球(冠)、壘球(冠)

季軍
1C
2B

胡文躒
柯秉鐮

跳遠(冠)、100米(米亞)
200米(殿)	、	鉛球(亞)、壘球(亞)

12
13

女子甲組個人全場獎項
班別 姓名 得獎項目及名次 得分

冠軍 6B 羅可楓 100米(冠)破、200米(冠)、跳遠(冠)破 23

亞軍 6D 盧芷蔚 跳高(冠)、標槍(冠)、800米(季) 18

季軍 5D 鄭詩雅 鐵餅(冠)、鉛球(冠) 14

女子乙組個人全場獎項
班別 姓名 得獎項目及名次 得分

冠軍
3A 陳梓筠 100米欄(冠)、100米(冠)、跳遠(冠)

21
4B 梁卓琳 400米(冠)、鐵餅(冠)、鉛球(冠)

季軍 4A 單嘉燕 100米(亞)、200米(冠)、跳遠(亞) 17

女子丙組個人全場獎項
班別 姓名 得獎項目及名次 得分

冠軍
1A 陳敏怡 100米(冠)、800米(冠)、跳遠(亞)

19
2A 鄭楚瑤 跳遠(冠)、跳高(冠)、100米(亞)

季軍 1C 關寶晴 60米(冠)、100米欄(冠)、跳遠(殿) 17

社際全場獎項
冠軍（分數） 亞軍（分數） 季軍（分數）

中六(白社)260 中四(精社)246 中三(銳社)219

啦啦隊大獎
中一級 1B　(614分)

中二級 2A　(550分)

中三級 3A　(416分)

男女混合組　組別：公開組
名次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教職員及系際接力	 教師職員54.12 校友隊一隊55.84 中三中六紅白系	56.32

男子友校4X100接力	 香港仔工業中學 明愛胡振中中學 培英校友

健康校園 排球隊00.55.82 田徑隊		00.58.84 播音組1.01.80

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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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培英中學校慶活動
5E　鄔嘉怡 

感恩崇拜
校慶感恩崇拜隨著動

人心弦的詩歌敬拜開始，

我們邀得前校監吳振智牧

師證道和分享信息，我們

在一片悠悠樂韻聲中一同

感恩、禱告。

綜藝匯演

升旗典禮
由譚爾正同學(5C)
擔任司儀，
梁愷晴同學(3B)
領禱

升旗儀式莊重舉行

吳振智牧師證道分享

管弦樂團演奏音色豐富

陳婥彤同學(1B)
獻唱歌曲，叫人
如同置身「青藏
高原」

戲劇表演惟妙惟肖

張浩民(1B)(左)與張浩玄同學(1B)
四手聯彈，琴聲跌宕起伏。

李榮森校友、林卓賀校友與莊善宏老
師、何依琪老與王國棟老師笑談那些
年的培英故事

台下同學亦踴躍回答問題

今年是培英創校133周年暨沙田培英建校34周年的日子。校慶當日，我們舉行了升旗禮、感恩崇拜、綜藝

匯演及校慶晚宴。來自各地的校友雲集，一同回憶在母校的青蔥歲月。

我校同學各盡其才，尤其在綜藝匯演中調動他們的藝術細胞，於同學及校友面前施展渾身解數，贏得讚譽。

校慶升旗典禮

「培英知多少」問答比賽
為慶祝校慶，並讓同學加深對培英的了解，全

方位學習組特意舉辦「培英知多少」問答比賽。比

賽分為初賽和決賽兩部份，問題均圍繞培英歷史及

學校發展。

初賽於3月21日早會

時段在各班課室進行，同

學於十分鐘內完成2 0條

多項選擇題，並根據本會

幹事透過廣播系統揭曉的

答案交換批改，最高分數

的一位同學成為班代表參

與決賽。同學平均答對

17題，成績理想。

另外，決賽於4月18日週會時段舉行。同級的班

代表組成級代表隊參賽，透過必答、搶答、動作題等

環節一較高下，爭奪冠、亞、季軍。比賽過程緊張刺

激，台下觀眾投入

欣賞，不時為所屬

級別打氣。最後，

中五級代表勇奪冠

軍，而亞軍及季軍

分別由中一級及中

四級勝出。

蘇綿煥校董與蔡建中教授
頒獎予中四級決賽代表

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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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於2012年5月26日舉行畢業典禮，蒙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張炳良教授擔任主禮嘉賓，並致訓及授

憑。張教授為本港傑出的學者，獲英國倫敦大學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哲學博士學位，曾任香港教育學院校長，

現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張教授、校監、眾校董及校長亦頒發學業獎及獎學金予各級學業或其他表現卓越的同學。典禮過後，主禮

嘉賓、中六及中七畢業生、家長和老師在學生活動中心出席茶會，互相祝賀及拍照留念。

沙田培英中學畢業典禮2012
主 禮 嘉 賓 ： 張 炳 良 教 授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消費者委員會主席)

前排左起： 鍾永光先生、馮壽松校董、蘇棉煥校董、蘇成溢校監、張炳良教授、李偉庭校董、熊翰章主席、
 邱藹源校長、陳志庸校董、梁國基校長

後排左起： 劉潔枝老師、許敏敬老師、鄺奕澄老師、校友會主席洪妍卿女士、陳宜校董、李錦昌校董、
 曾山珊副校長、家教會主席周珍玉女士、陳麗芬副校長、蕭啟寧老師、林麗珊老師

李偉庭醫生頒發獎狀予成績優異的
中七畢業生羅卓寧（7A）

張炳良教授頒授證書予中六畢業生
代表李彥菁（6D）

張炳良教授頒授證書予中七畢業生
代表陳兆宗（7A）

中六生畢業生鄧雪怡（6D）及中七畢業生簡德豪（7D）代表應屆畢業生
致謝詞

熊翰章博士頒發獎狀予成績優異的
中六畢業生王瑞康（6B）

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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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嘉賓賀辭
張炳良教授

李偉庭主席、蘇成溢校監、邱藹源校長、

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大家好！

雖然我把同學放到最後，但事實上，「同學」

才是今天的主角。今天是慶祝他們度過多年中學

寒暑、學有所成的大日子。正如剛才主席和校長所

說，今年的畢業禮是十分特別的，既有中七的畢

業同學，也有中六的畢業同學。兩者來自不同的學

制，但同一時間中學畢業，所以實在是頗劃時代

的時刻。能看到學生畢業以及在學生身上灌溉的成

果，相信校長、老師、家長以至學生本人都會十分

高興。然而，畢業往往亦是一個惆悵的時刻，因為

同學們要面對不同的選擇，有的同學將要升學，有

的也可能選擇有其他方面的發展。我希望同學把它

看作是成長過程中的一個平常的經歷，不要因為自

己所作的決定而感到迷茫或者氣餒。

就此，我想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個人經歷。

數十年前，我參加香港中學會考，但成績不足以令

我在原校升讀理科。我一向覺得自己的理科成績不

俗，數學成績也很好。我一直修讀理科，一直都是

讀A班，A班代表最優秀的班別。由於我的會考成績

得不到入讀理科需要的「D i s t i n c t i o n」要求，所以

我面臨很大的選擇，即究竟在原校升讀中六，或是

去另一所學校升學。那時候，對男生來說，修讀文

科是一個很大的挫折，我因此而哭了一場。最後，

我選擇留在原校，轉讀文科。很多年後，我回望過

去，倒是很感激有當時的挫折。因着轉修文科的關

係，我修讀了四科以前沒有修讀過的科目─中國

文學、英國文學、中國歷史、世界歷史。我學習到

很多過去沒有接觸過的東西。在英國文學科，我第

一次讀莎士比亞、查理‧狄更斯的著作；在歷史

科，我第一次很詳細地了解法國大革命、印度推翻

英國殖民管治。種種的際遇，最終讓我考進香港大

學，主修社會科學。

事實上，會考的挫敗為我帶來很多的新機會。

在此，我想跟諸位說，每個人在不同的成長階段

中，總會遇到很多決擇的關頭。有些時候，生活很

不如意，總覺得自己偏離了原本的計劃。然而，每

一個階段對日後的成長都有一定的意義。正如我們

經常說：「失敗乃成功之母」，這句話在很多時都

是對的。

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新學制的看法。

在此之前，我亦呼應校長所說的，在廿一世紀這

個資訊科技發達的年代，知識的增長速度真的很

快。我們不怕沒有資訊，而是怕太多資訊，多得不

能區別真偽，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我們的學習亦

面對一個新的環境。傳統的學習是由老師傳授知識

的。可是到今天，知識跟資訊之間的界線卻十分模

糊。由於資迅的發達，今天我們所認知的、似以

為對的「事實」，可能一段時間後又有新的「事

實」取代。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一個學習者，包

括老師和學生，都需要掌握如何去學習和認知。

因此，教育界近年經常指出，學習不再是學些甚

麼－ 「W h a t」，而是如何去學－ 「H o w」。

「L e a r n i n g t o L e a r n」，即如何「學會學習」。我

們若按照教育改革的原意，配合世界的發展、時代

的轉變，課程應該有所改變。無論是教與學的方

式、態度都應該有所改變。正如十年前，我們可

能預計不到互聯網會有這麼大的威力，因為這是很

新的東西。同樣，面對三三四學制，你可以說它是

新，但又不完全是新的。因為很多國家或者體系

裏，都是實行六年制的，包括三年初中，三年高

中，然後是四年的大學本科。反之，香港中學以往

實行五年制，即兩年的預科及三年大學本科課程。

「三三四」學制對中學和大學都帶來很大的轉變，

當中尤以教學的形式及配套需要因應課程的變化而

有所調整。我在教育學院工作過很長的時間，舊制

的教育學學士本科課程是四年制的，比一般本科課

程多一年，到「三三四」落實後將會是五年。如何

應對學制的改變和雙軌年增加的學生，這些皆令

所有大學校長感到很惆悵。我在教院擔任院長的時

候，我和同工都擔心飯堂的空間能否容納更多的學

生用膳。我們更擔心的是女廁是否足夠，因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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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中約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女生，雙軌年女生的

數目將倍增，所以學生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配套都

要有所準備。當然，「三三四」學制最主要的衝擊

是在課程方面。增加一年的課程，我們的課程設計

或方向需有所改變。

在「三三四」新學制之下，我們都把焦點放

到新的核心科目－通識科上。有人期望通科使學生

「通通都識」，但也有人擔心通識科會令學生「通

通都不識」。通識的英文是「L i b e r a l	 S t u d i e s」。

我希望同學是用「Liberal Studies」這個概念去理解

通識。「Liberal Studies」的「Libera l」是指自由和

思想的解放。一個人應該學習不同的東西，而不會

被狹隘的學科分類所局限，因為「Liberal Studies」

的本質便是跨越不同的知識或學科的界線。從縱向

來說，通識要求我們能夠對古今中外都有一定的見

識，既有歷史的角度，亦有現代感，並能夠迎接世

界的將來；橫向來說，即是跨文化、跨國界。你對

世界的認識並不局限在你自己的世界，而是知道其

他地方所發生的事，走進全球化的大時代。因此，

通識科應是一個能讓學生把不同學科的知識集結、

整合的平台。我亦希望諸位不要像坊間對通識科的

評論那樣，認為通識便是多看報、做剪報等。反

之，通識的目標是透過解構議題，讓不同學科的學

問融匯貫通。此外，通識是闊的，它把你的思維解

放出來，讓我們懂得思辯、分析和表述問題。可

是，這些不只是為了培訓辯論的能力，而是希望我

們的學生能夠成長，提升他們對世界、人類的過去

以至將來的探索的層次和高度。

通識科作為公開考試的科目，同學少不免會關

心考核的題目是甚麼，怎樣才能取得高分。公開試

是很繁雜的東西，全港有這麼多學生，需要很多老

師擔任評卷員，又要模擬一些標準的答案或者作答

方向以確保公平性。這會令到學生、甚至老師有錯

覺，需要找出對錯的標準。當然，有些時候我們真

的可以判斷對錯，但有時候卻不能。因此通識科要

求學生的，是分析問題的能力，遇到一些看似理所

當然的東西，他能拆解現象本質，告訴別人為何那

是理所當然的。

中六同學第一次經歷通識科的公開試。或許有

人會說他們是試驗品，但其實他們正正是走出了第

一步。希望考評局、通識科或有關課程的設計人士

都能透過今次考試取得經驗，將來做得更好。事實

上，香港通識教育的發展在世界上是領前的。很多

國家的教育部官員和學者皆來到香港，參考本港推

行通教育及其他課程的經驗。我尤記得兩年多前，

英國的教育部大臣來到香港訪問，與教育界人士交

流，我亦有幸是其中之一參與分享香港的經驗。可

見每個國家的教育制度皆有其優劣，我們實不應妄

自菲薄。

香港中學的三年制中設有通識科，為四科核心

科目之一。而大學的四年本科學制也十分強調通識

(G e n e r a l  E d u c a t i o n )的重要性。今年一月份，我

去到泰國曼谷參加國際會議，會議中學者和專業人

士分享不同國家推行通識教育的經驗。為甚麼大學

也要推行通識呢？從一個狹義的角度來看，通識能

做到一個跨領域的平台，把不同學科的專門知識融

合；從廣義來說，個人在社會工作和生活並不可能

只有專門的知識而沒有綜合知識的能力。比如說醫

生這個專業，要成為一個好醫生，他既需擁有臨床

的醫學知識，也應該了解病人所身處的社會面貌和

面對的問題，這才能有助他有效施診。這些都是一

般傳統的醫學專業難以接觸到的。同樣，我們也不

可能只要求文科學生懂得文史的學問而沒有科學的

知識。因此，大學十分強調多元的學習方式，而中

學的「三三四」學制正好做到中學和大學的銜接。

最後，我希望在座的中六、中七畢業生，在選

擇升學出路時，可考慮入讀香港教育學院。最近看

到新聞報導，指在大學聯招中，競爭最激烈的是教

院的幼兒教育系。鑑於香港政府銳意全面提升幼師

的學歷，幼兒教育在就業上佔有很大的優勢。教院

現時不但培育準幼稚園教師，一些在職的幼師也會

選擇到教院進修。因此，在座同學中若有志投身教

育事業，無論是幼兒教育、特殊教育還是成為一般

中、小學老師，教院都是不錯的選擇。當然，我不

是要同學們只選擇教育學院。然而，若你受到學校

老師的啟發，想成為一位老師，作育英才，那就入

讀教院吧！謝謝各位！



沙田培英中學第三十五屆陸運會成績

男 子 甲 組
項目 冠軍 成績 亞軍 成績 季軍 成績

100公尺 5E	 鄭子翹 12.11" 5E	 王漢璽 12.46" 4A	 歐陽朗軒 12.76"

110公尺跨欄		 5E	 婁啟藍 19.56" 6A	 馬逸朗 20.14" 4A	 歐陽朗軒 20.28"

200公尺 5E	 鄭子翹 25.28" 5E	 王漢璽 26.25" 6A	 蔡偉賢 27.10"

400公尺 5E	 鄭子翹 0'58.13" 6A	 慕容文傑 1'00.09" 5E	 	王漢璽 1'03.24"

800公尺 6D	 梁善恒 02'24"43 6A	 陳家康 02'31"64 5E	 葉修廷 02'39"16

1500公尺 6A	 陳家康 05'17.69" 5E	 葉修廷 05'33.58" 6A	 馬逸朗 05'40.23"

3000公尺 5E	 葉修廷 13'31.00" 6A	 陳家康 13'34.45" 6B	 張兆俊 14'56.23"

跳遠	 6A	 蔡偉賢 05.53m 4A	 歐陽朗軒 05.18m 6D	 胡育組 05.13m

跳高 4A	 歐陽朗軒 1.56m 6A	 林上嘉 1.54m 6A	 慕容文傑 1.52m

鉛球	 6D	 	黃華駿 09.71m 6E	 鄧浩聰 09.24m 6B	 黃子穎 08.54m

鐵餅

4x100公尺接力	 中五綠社（A） 0'51.41" 中六白社（B） 0'53.68" 中六白社（A） 0'53.89"

4x400公尺接力	 中五綠社（A） 04'10.40" 中六白社 04'20.78" 中五綠社（B） 04'47.42"

男 子 乙 組
項目 冠軍 成績 亞軍 成績 季軍 成績

100公尺 4A	 	施嘉俊 12.02" 4B	 張家碩 12.27" 4C	 劉子謙 12.32"

100公尺跨欄 4C	 	劉子謙 16.60" 4B	 陳正鈞 18.81" 3C	 王得維 21.56"

200公尺 4A	 	施嘉俊 24.96" 4B	 張家碩 26.00" 4C	 林恩諾 27.13"

400公尺 4A	 施嘉俊 0'58.06" 4A	 王嘉傑 1'02.64" 3B	 譚皓文 1'02.65"

800公尺 3B	 譚皓文 02'25.33" 4A	 王嘉傑 02'28.51" 4C	 林恩諾 02'29.11"

1500公尺 3B	 譚皓文 05'09.64" 4A	 林廣威 05'23.41" 3A	 余焯桓 05'30.19"

3000公尺 4A	 	林廣威 14'16.04" 3E	 程景濤 14'28.22" 3A	 余焯桓 14'29.38"

跳遠	 4A	 	施嘉俊 5.79m 4C	 劉子謙 5.60m 4B	 	張家碩 5.09m

跳高 4C	 劉子謙 1.75m 4A	 林廣威 1.44m 4B	 	陳正鈞 1.44m

鉛球 4B	 張家碩 09.33m 3A	 易雋羲 09.20m 4B	 陳正鈞 08.29m

鐵餅

4x100公尺接力	 中四精社（A） 0'51.50" 中四精社（B） 0'52.83" 中三銳社（A） 0'54.18"

4x400公尺接力	 中四精社（A） 04'15.66" 中三銳社（A） 04'19.64" 中三銳社（B） 04'49.34"

本校第三十五屆陸運會已於2012年11月9日及12日，假沙田源禾路運動場舉行。一如往年，今屆亦設有

火炬接力活動。由各級的級社主席擔任火炬手，透過傳送火炬喻意白綠精神薪火相傳，火炬最終交到各主禮嘉

賓手中，再由校董會主席李偉庭醫生為我們燃點聖火，為今屆的比賽揭開序幕。

本屆共有690人參加比賽，有7項成績破大會紀錄，下列為各項團體及各級個人獎項成績︰

奮力躍跳的一刻！

溫哥華培英中心的遊學團負責同工Mr. Oliver Au與
我校健兒合照

校董會主席李偉庭
醫生燃點聖火

同學們努力地追趕
領先的跑手

台上的啦啦隊積極地
為運動員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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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子 甲 組
項目 冠軍 成績 亞軍 成績 季軍 成績

100公尺	 6E	 曹慧儀 15.12" 4C	 梁凱恩 15.45" 6C	 容思晴 15.94"
100公尺跨欄	 5E	 劉浩均 21.38” 6C	 容思晴 21.74” 5E	 李家睿 22.41”
200公尺 5E	 李家睿 32.23" 4C	 梁凱恩 34.43" 6A	 黃菀參 34.44"
400公尺 5E	 李家睿 1'15.81" 5B	 關卓研 1'21.12" 6C	 容思晴 1'23.06"
800公尺 5E	 劉浩均 03'01"84 6A	 黃菀參 03'04"18 6A	 王敖雪 03'16"65
1500公尺 6A	 菀參 07'05.72" 5D	 嚴詠思 07'14.08" 6A	 王敖雪 07'15.00"
跳遠	 5E	 劉浩均 4.16m 6E	 慧儀 3.64m 4C	 梁凱恩 3.04m
跳高 5E	 劉浩均 1.30m 6C	 容思晴 1.28m 6E	 曹慧儀 1.25m
鉛球 4A	 蔡詠婷 5.83m 5E	 吳雪儀 5.48m 6E	 何穎雯 5.24m
鐵餅
4x100公尺接力 中六白社（B） 01'03.60" 中五綠社（A） 01'04.89" 中六白社（A） 01'09.19"
4x400公尺接力 中五綠社（A） 05'31.45" 中六白社（A） 05'49.55" 中五綠社（B） 06'05.40"

女 子 乙 組
項目 冠軍 成績 亞軍 成績 季軍 成績

100公尺	 4D	 許嘉琳 15.26" 3D	 楊佳穗 15.38" 4B	 羅希賢 15.70"
100公尺跨欄	 4C	 梁靄蔚 21.61" 3E	 范思珩 23.12" 3E	 招慧娟 24.40"
200公尺 4D	 許嘉琳 33.29" 3D	 楊佳穗 33.37' 4A	 蘇雪穎 34.02"
400公尺 4C	 梁靄蔚 1'17.60" 3B	 劉詠姿 1'22.85" 2B	 張婷婷 1'29.03"
800公尺 4C	 梁靄蔚 03'00.59" 3A	 徐嘉敏 03'13.17" 4B	 潘寶琳 03'16.16"
1500公尺 3A	 徐嘉敏 06'55.11" 4B	 潘寶琳 07'04.48" 3E	 黃媚詩 07'20.61"
跳遠	 3E	 林子淇 3.59m 4D	 陳明慧 3.47m 3E	 范思珩 3.37m
跳高 4C	 梁靄蔚 1.10m
鉛球 4A	 蘇雪穎 6.79m 4A	 吳珮恩 6.71m 3E	 林子淇 6.53m
4x100公尺接力 中四精社（A） 01'03.75" 中四精社（B） 01'05.21" 中三銳社（B） 01'06.42"
4x100公尺接力 中三銳社（A） 05'38.56" 中四精社（A） 05'42.05" 中三銳社（B） 06'11.08"

女 子 丙 組
項目 冠軍 成績 亞軍 成績 季軍 成績

100公尺 2A	 鍾嘉詠 15.52" 1B	 李卓瑤 15.99" 1A	 黃令淇 16.06"
200公尺 2B	 周頌恩 33.89" 2B	 鍾書蕙 35.14" 2B	 周靄彤 35.76"
400公尺 2B	 何嘉羲 1'16.39" 2D	 	劉芷瑩 1'19.77" 2B	 周頌恩 1'24.55"
800公尺 2B	 何嘉羲 03'07"01 2B	 麥筠尉 03'33"64 2B	 王卓穎 03'37"31
1500公尺 2D	 劉芷瑩 06'26.50" 2A	 許鎧瀠 07'03.26" 2D	 吳芷昕 07'11.50"
跳遠	 2D	 柯煒琛 3.41m 1A	 李尚儒 3.26m 1B	 李卓瑤 3.14m
跳高 2D	 柯煒琛 1.19m 2D	 陳穎靜 1.17m
鉛球 2C	 梁馨文 5.95m 2D	 區穎朗 5.65m 2C	 石愷茵 5.49m
擲壘球 1D	 李穎瑤 29.10m 2D	 柯煒琛 28.36m 2D	 區穎朗 26.84m
4x100公尺接力 中二碩社（A） 01'05.03" 中二碩社（B） 01'05.56" 中一果社（A） 01'08.45"
4x400公尺接力 中二碩社（B） 05'30.41" 中一果社（A） 05'44.88" 中二碩社（A） 05'56.74"

項 目 冠 軍 成 績 亞 軍 成 績 季 軍 成 績
社際全場成績	 中四精社 548 中二碩社 541 中六白社 417

男子團體成績	 中四精社 323 中六白社 255 中二碩社 216

女子團體成績 中二碩社 325 中四精社 225 中三銳社 190

組個人成績	 5E	 鄭子翹 29分 4A	 歐陽朗軒 28分 6A	陳家康 23分

男子乙組個人成績 4A	 施嘉俊 36分 4C	 劉子謙 31分 4B	張家碩 29分

男子丙組個人成績 2D	 楊逸軒 36分 1B	 林諾恩 24分 2C	馮逸杰 21分

女子甲組個人成績 5E	 劉浩均 36分 6E	 曹慧儀 26分 6C	容思晴 26分

女子乙組個人成績 4C	 梁靄蔚 36分 4D	 許嘉琳 21分 4A	蘇雪穎 19分

女子丙組個人成績 2D	 柯煒琛 25分 2B	 何嘉羲 18分 2D	劉芷瑩 16分

男 子 丙 組
項目 冠軍 成績 亞軍 成績 季軍 成績

100公尺 1B	 林諾恩 13.86" 2D	 何朗鋒 13.88" 2A	 伍廷殷 14.54"
200公尺 2D	 何朗鋒 29.08" 2C	 何祉灝 30.63" 2C	 徐銘聰 31.50"
400公尺 2D	 楊逸軒 1'10.22" 1B	 麥一凡 1'14.79" 1B	 林諾恩 1'15.59"
800公尺 2D	 楊逸軒 02'40"64 2D	 唐樂謙 02'44"56 2C	 陳欣傑 02'45"20
1500公尺 2D	 楊逸軒 06'10.45" 2A	 楊朗曜 06'11.94" 1D	 沈宗旺 07'00.00"
跳遠	 1A	 詹天朗 4.44m 1D	 李雙和 4.07m 2C	 馮逸杰 3.65m
跳高 1B	 林諾恩 1.17m 1D	 張澤恒 1.09m 1D	 蔡翱謙 1.06m
鉛球 2C	 馮逸杰 05.68m 2B	 陳耀熙 05.45m 1D	 何泓政 05.22m
擲壘球 2D	 楊逸軒 47.22m 2C	 張鎮忠 36.81m 2C	 馮逸杰 35.73m
4x100公尺接力 中二碩社（A） 0'58.66" 中一果社（B） 0'59.02" 中一果社（A） 0'59.56"
4x400公尺接力 中二碩社（B） 05'05.90" 中二碩社（A） 05'20.38"

課 外 活 動 小 組 X 1 0 0 米 接 力 賽
冠軍 成績 亞軍 成績 季軍 成績

中七	(2011-12淳社) 50.55" 排球隊（A) 51.75" 足球隊 52.34"

陸運會啦啦隊成績 
啦啦隊錦標	 藍白系

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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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培英中學水運會成績
男子組　組別：甲

名次

項目

(9分)

1

(7分)

2

(6分)

3

(5分)

4

(4分)

5

(3分)

6

(2分)

7

(1分)

8

100米自由式
余卓衡	5E
1 ’07 ’89

林旭堅	S6B
1 ’13 ’53

王玨彥	S6C
1 ’17 ’13

黃子穎	6B
1 ’21 ’14

呂煒烙	S6E
1 ’26 ’88

陳浩東	S5A
1 ’34 ’72

50米蛙式
黃華駿	6D
34 ’21

黎俊鴻	6B
40 ’68

梁得人	6D
41 ’11

司徒子浩	6E
41 ’70

呂煒烙	S6E
43 ’81 ’

周駿成	4E
44 ’91

何頌揚	5E
46 ’96

卓家希	6D
53 ’40

50米背泳
余卓衡	5E
38 ’73

黎俊鴻	6B
39 ’72

譚俊逸	6E
42 ’00

林旭堅	S6B
43 ’12

陳卓贀	S6D
48 ’16

黃子穎	6B
49 ’99

200米蛙式
王玨彥	S6C
3 ’26 ’23

周駿成	4E
3 ’47 ’66

呂煒烙	S6E
3 ’51 ’89

何頌揚	5E
4 ’18 ’88

陳浩東	S5A
4 ’25 ’13

50米自由式
黃華駿	6D
27 ’72

余卓衡	5E
30 ’73

譚俊逸	6E
30 ’87

黎俊鴻	6B
35 ’24

黃子穎	6B
36 ’95

林旭堅	S6B
38 ’52

陳浩東	S5A
38 ’91

許嘉晉	4C
40 ’75

100米蛙式
黃華駿	6D
1 ’21 ’49(破)

王玨彥	S6C
1 ’36 ’26

司徒子浩	6E
1 ’37 ’12

梁得人	6E
1 ’39 ’67

周駿成	4E
1 ’43 ’49

譚仲軒	S5C
1 ’48 ’90

50米蝶泳(公開)
黃華駿	6D
30 ’86

藍皓熙	4E
33 ’74

余卓衡	5E
33 ’86

林旭堅	S6B
37 ’75

易雋羲	3A
37 ’86

麥一凢	1B
38 ’15

何樂生	2B
38 ’47

黎俊鴻	6B
40 ’65

4x50米自由式接力(社際)
中六白(沙)	2
2 ’14 ’87

中六白(港)
2 ’14 ’96

中四精(沙)
2 ’19 ’47

中三銳(沙)
2 ’21 ’90

中六白(沙)1
2 ’31 ’87

中四精(港)
2 ’32 ’44

中二碩(港)
2 ’33 ’74

中三銳(港)
2 ’36 ’97

男子組組別：乙
名次

項目

(9分)

1

(7分)

2

(6分)

3

(5分)

4

(4分)

5

(3分)

6

(2分)

7

(1分)

8

100米自由式
胡鈞翔	3E
1 ’10 ’11

易雋羲	3A
1 ’17 ’97

余焯桓	3A
1 ’23 ’32

張加鴻	S3C
1 ’24 ’60

李廷軒	S3C
1 ’27 ’41

陳健深	S3C
1 ’27 ’85

郭智軒	S3E
1 ’42 ’59

50米背泳
易雋羲	3A
43 ’42

張加鴻	S3C
48 ’35

郭智軒	S3E
50 ’52

嚴漢竑	S4B
51 ’98

梁進剛	S3E
1 ’07 ’69

200米蛙式
鄧文豪	S2B
3 ’33 ’21

許倬豪	S4C
3 ’53 ’59

嚴漢竑	S4B
4 ’16 ’29

劉嘉華	S4E
5 ’20 ’63

50米自由式
胡鈞翔	3E
29 ’43

藍皓熙	4E
30 ’89 ’

易雋羲	3A
33’24

張加鴻	S3C
34 ’21

鄧文豪	S2B
34 ’57

藍朗峰	2D
37 ’60

陳卓為	2A
37 ’62

嚴漢竑	S4B
38 ’05

50米蛙式
藍皓熙	4E
39 ’28

胡鈞翔	3E
40 ’60

陳卓為	2A
41 ’79

許倬豪	S4C
45 ’90

湯應鋒	S1B
48 ’21

藍朗峰	2D
48 ’44

陳健深	S3C
52 ’82

100米蛙式
藍皓熙	4E
1 ’31 ’33

余焯桓	3A
1 ’39 ’77

鄧文豪	S2B
1 ’40 ’00

陳卓為	2A
1 ’40 ’44

許倬豪	S4C
1 ’45 ’46

湯應鋒	S1B
2 ’01 ’14

陳健深	S3C
2 ’03 ’25

聯校水運會
培英中學第三十屆水運會已於2012年9月26日假馬鞍山游泳池舉行。

水運會當天，兩所培英中學的運動員聚首一堂，競技切磋，力爭上游。比賽

進行期間各運動員積極投入，工作人員緊守崗

位，令賽事得以圓滿結束。本屆水運會共有

121人參加比賽，有兩項成績打破大會紀錄。

校監蘇成溢牧師領禱 運動員奮力向前，力爭上游

各運動員就位，屏息以待

兩校健兒同登頒獎台上

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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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組　組別：丙
名次

項目

(9分)

1

(7分)

2

(6分)

3

(5分)

4

(4分)

5

(3分)

6

(2分)

7

(1分)

8

100米自由
麥一凢	1B
1 ’12 ’45

陳欣傑	2C
1 ’17 ’47

洗嘉鋒	S2D
1 ’34’10

50米背泳
郭鎮熹	S2D
42 ’42

顧梓傑	2C
43 ’13

50米胸泳
何樂生	2B
43 ’68

吳卓軒	S2B
49 ’49

馮逸東	1A
53 ’68

50米自由式
麥一凢	1B
29 ’60

郭鎮熹	S2D
33 ’72

陳欣傑	2C
33 ’75

顧梓傑	2C
35 ’53

吳卓軒	S2B
40 ’28

洗嘉鋒	S2D
40 ’71

100米胸
麥一凢	1B
1 ’36 ’21

郭鎮熹	S2D
1 ’46 ’84

女子組　組別：甲
名次

項目

(9分)

1

(7分)

2

(6分)

3

(5分)

4

(4分)

5

(3分)

6

(2分)

7

(1分)

8

100米自由式
周希敏	S4A
1 ’08 ’88

關卓研	5B
1 ’28 ’51

張瑋庭	6D
1 ’28’69

葉詠欣	5D
1 ’40 ’82

50米背泳
周希敏	S4A
40 ’42

謝翱怡	6B
42 ’78

鍾詩婷	S6D
45 ’86

關卓研	5B
46 ’60

張瑋庭	6D
47 ’15

葉詠欣	5D
50 ’24

何漪雯	S6B
54 ’61

麥卓姿	S6E
1 ’03 ’92

50米胸泳
謝翱怡	6B
49 ’44

楊希諾	6A
50 ’74

何漪雯	S6B
52 ’08

葉詠欣	5D
53 ’87

50米自由式
周希敏	S4A
30 ’64	 (破)

關卓研	5B
37 ’82

張瑋庭	6D
37 ’85

楊希諾	6A
39 ’51

100米蛙式
謝翱怡	6B
1 ’53 ’87

何漪雯	S6B
2 ’00 ’14

鍾詩婷	S6D
2 ’05 ’14

50米蝶泳(公開)
周希敏	S4A
32 ’43

何嘉羲	2B
37 ’45

吳芷昕	2D
49 ’32

4x50米自由式接力(社際)
中二碩(沙)
2 ’36 ’56

中三銳(沙)
2 ’48 ’36

中六白(沙)
2 ’51 ’97

中四精(港)
3 ’03 ’57

中五綠(港)
3 ’35 ’74

中一果(港)
4 ’35 ’95

女子組　組別：乙
名次

項目

(9分)

1

(7分)

2

(6分)

3

(5分)

4

(4分)

5

(3分)

6

(2分)

7

(1分)

8

50米自由式
陳妤嫣	3D
35 ’93

楊佳穗	3D
44 ’55

黃子蕾	S4B
51 ’91

孔令姍	S4A
1 ’01 ’17

50米胸泳
郭泇穎	3E
49 ’61

黃皓芊	4B
50 ’92

劉煒妍	3A
55 ’50

關詠琳	S4A
59 ’22

卓慧儀	S4A
1 ’09 ’34

100米自由式
陳妤嫣	3D
1 ’29 ’28

劉朗晞	4B
1 ’56 ’45

50米背泳
郭泇穎	3E
44 ’00

陳妤嫣	3D
44 ’26

劉煒妍	3A
51 ’83

劉朗晞	4B
1 ’00 ’55

關詠琳	S4A
1 ’05 ’09

卓慧儀	S4A
1 ’12 ’41

孔令姍	S4A
1 ’20 ’78

100米蛙式
黃皓芊	4B
2 ’00 ’53

李錫霖	S4A
2 ’09 ’27

關詠琳	S4A
2 ’17 ’97

女子組　組別：丙
名次

項目

(9分)

1

(7分)

2

(6分)

3

(5分)

4

(4分)

5

(3分)

6

(2分)

7

(1分)

8

50米背泳
何嘉羲	2B
39 ’86

鄺澔儀	1D
43 ’98

周靄彤	2B
58 ’57

50米胸泳
何嘉羲	2B
38 ’06

劉芷瑩	2D
49 ’02

方芷瑩	1C
50 ’78

周靄肜	2B
51 ’62

吳芷昕	2D
51 ’88

陳梓晴	2B
53 ’97

李月朗	1A
54 ’16

50米自由式
鄺澔儀	1D
36 ’06

劉芷瑩	2D
37 ’24

吳芷昕	2D
40 ’89

方芷塋	1C
43 ’78

陳梓晴	2B
47 ’36

吳洛恩	S1B
52 ’90

魏朗君	S1C
55 ’03

宋詠瑤	S1B
53 ’69

100米胸泳
何嘉羲	2B
1 ’24 ’83

劉芷瑩	2D
1 ’45 ’81

鄺澔儀	1D
1 ’45 ’83

范凱淇	2D
2 ’18 ’99

周靄肜	2B
---

校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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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

一步鞏固廣

州市創文成

果，積極響

應區創文辦

號召，我校

在廣大師生

中積極開展

了「環保活

動月」主題實踐活動。通過環保活動月主題實踐活

動的開展，對廣大同學進行了積極的環保宣傳和教

育，同時也讓廣大師生把環保的理念貫穿到日常行

動中。

一、活動小結

根據上級對環保活動月指導精神，結合我校實

際情況，由團委學生會發動廣大師生，利用業餘時

間積極開展「環保行動月」主題活動—倡導「低

碳城市，綠色生活」。

具體活動小結如下：

	 1、	學習宣傳低碳環保理念

	 	 (1)	 利用廣播、學校宣傳欄、各班絨布板，

廣播和張貼宣傳環保知識，宣傳節能減

排、綠色出行、節約資源、垃圾分類、

環境保護等環保知識。

	 	 	 廣大師生積極閱讀學習，大家懂得更多

環保知識和綠色節約的環保常識。

	 	 (2)	 第12周團課時間，各班團支書組織大

家觀看關於環保宣傳的視頻節目(視頻

由團委統一提供 )，共同學習環保知

識。

2012年「環保活動月」主題實踐活動總結
廣培學生會

	 2、	利用活動課時間，團委學生會在校園組織

「廣州市培英中學20 1 2年勞動服務節之

『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知識競賽及志願宣

講活動」。

	 3、	舉辦「節能方案設計」大賽，高一高二全體

同學參加。同學們集思廣益，結合身邊實踐

設計出了大量切實可行的節能環保方案。	

	 4、	團委學生會組織「節能環保行動」隊，利用

課餘時間義務做好校園環保大清潔。

通過此次環保行動月，把貼近生活的環保知

識在廣大師生中進一步宣傳，把更多的環保節能

的技能和方法應用到大家生活中，為我們構建「綠

色學校」、綠色生活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活動亮點

	 1、	圍繞環保這一主題，採

取了多樣形式的活動方

式來積極宣傳環保理

念，倡導環保行動，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2、	發動人數多和影響面廣。由學校團委學生會

組織，在全校廣大師生中積極宣傳。讓節能

環保的思想在廣大師生中得到進一步傳播和

深化。

	 3、	活動形式貼近大家生活，容易為大家所接

受。

	 4、	活動效果良好。通過宣傳動員，全校師生積

極參與，大家積極建言獻策，提出了大量有

建設性的、切實可行的環保方案，活動成果

顯著。

2012年5月25日星期四下午，廣州市培英中學圖書館為

響應讀書節，在校團委的支持下，在新圖書館一樓舉行一場讀

書交流活動。內容有撰寫讀書心得、競猜書名、給圖書館提建

議等活動。在活動現場，同學們踴躍參與，不僅交流了同學們

讀書心得和感悟，同時也對圖書館工作給出了寶貴的建議。這

次活動促進了同學們之間的讀書心得交流，也使同學們對閱

讀有了更深的

認識，營造了

濃厚的培英書

香校園氛圍，

傳承了百年培

英優秀文化傳

統。

2012年「讀書節」活動簡報

廣 州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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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理科代表隊)獲得總分第三名。在競賽的最後環

節，校史專家陳達權老師以其深厚的校史知識向現

場觀眾提出問題並作出詳細講解，使現場觀眾們徜

徉在校史的海洋中，汲取著豐富的校史知識。同時

讓在場的同學們深深的感受到身為白綠兒女身上的

光榮和肩負的使命。

迎133周年校慶校史知識競賽
廣州市培英中學團委學生會

2 0 1 2 年 5 月

1 0日下午5 : 0 0，

我校師生在科學館

階梯室舉行校史知

識競賽決賽。從初

賽 脫 穎 而 出 的 高

一、高二級共38位

選手，在比賽中均

有不俗的表現。為母校的133周歲華誕獻上一份賀

禮。

比賽邀請了校史博物館陳達權老師，另外還有

高一高二各班親友團嘉賓參加。38位決賽選手分為

A、B、C三個小組進行比賽。比賽分為三個環節，

分別是必答環節、搶答和師生互動情景搶答環節。

選手們奮力拼搏，積極搶答，比賽過程異常激烈。

各代表隊你追我趕，比賽在緊張的氣氛的激烈展

開。觀眾們聽得如痴如醉，學習了豐富的校史知識

文化。

經 過 三 個 環

節的角逐後， A

組 ( 高 一 級 代 表

隊)獲得總分第一

名，B組 (高二文

科代表隊)獲得總

分 第 二 名 ， C 組

第一名：

高一( 1 )班	江健俊		 	高一( 2 )班	郭志鑫		 	高一( 3 )班	李鎮明			

高一( 4 )班	李　今		 	高一( 5 )班	黃鎮亮		 	高一( 6 )班	胡子介		

高一( 7 )班	陳松瑩		 	高一( 8 )班	袁寶珠		 	高一( 9 )班	沈米嘉	

高一(10)班	宋玉倩		 	高一(11)班	陳遠君		 	高一(12)班	陸炳瑜

高一(13)班	林　銳		 	高一(14)班	夏妍姍		

第二名：

高二( 1 )班	曹棣良		 	高二( 2 )班	羅曉倩		 	高二( 3 )班	王家興

高二( 4 )班	鄧玉瑩		 	高二( 5 )班	謝嘉順		 	高二( 6 )班	黎穎怡

高二( 7 )班	李　潔		 	高二( 8 )班	馮廣宇		 	高二( 9 )班	馮思欣

高二(10)班	陳舒惠		 	高二(11)班	楊凱嵐		 	

第三名

高二(13)班	馬建成		 	高二(14)班	張豐焯		 	高二(15)班	葉仲林

高二(16)班	黃東傑		 	高二(17)班	古劍峰		 	高二(18)班	陳仁鑫

高二(19)班	董麗芬		 	高二(20)班	黃振杰		 	高二(21)班	楊子安

高二(22)班	汪景晨		 	高二(23)班	馮志強		 	高二(24)班	馮威文

最佳得分手獎：

高一( 6 )班	胡子介		 	高一( 8 )班	袁寶珠		 	高二(10)班	陳舒惠

本次決賽獲獎名單如下：

2 0 1 2 年

1 0月 3 0日下

午，培英中學

「慶國慶、迎

十八大」《幸

福培英》第二

屆教職工攝影

大賽優秀作品

展覽開幕儀式在校本部藝術樓展覽室舉行。衛作輝

校長、工會鍾偉猛主席以及校本部行政、工會委員

和教職工攝影愛好者參加了開展儀式。	

衛作輝校長代表黨總支和學校行政在儀式上致

辭。他談到，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之際，學校舉辦教

職工攝影展覽，通過光影的視角，展示校園文化，

讚美祖國大好河山，為全體師生員工提供了一個展

示美好、感受美好的平台。學校將繼續組織開展形

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教工文體藝術活動，在文化傳

承和創新過程中，繼續發揮培英特色，通過主題鮮

明、寓教於樂的活動凝聚人心，豐富師生的精神世

界，從而促進學校文化活動的發展。

第二屆教職工攝影大賽優秀作品展覽

攝影藝術在我校教職工中有著廣泛而良好的群

眾基礎，這次教職工攝影團隊在校工會的指導下，

在校友會的關心支持下，經過廣大攝影愛好者的積

極努力終於順利布展。本次展覽共展出教職工攝影

愛好者報送的近60幅作品，其中獲獎作品16幅，

優秀作品40幅。作品內容涉及學校建設和發展、校

園文化和自然風光等，參展作品主題鮮明、內容豐

富，融藝術性與觀賞性於一體，本次展覽將歷時10

天。

廣 州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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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的十八大即將勝利召開之

際，2012年10月27日下午，由白

雲區教育局工會主辦的「師情飛揚	

頌歌獻給黨」首屆教師合唱節在廣

外外校禮堂舉行比賽。

比賽中，我校教職工合唱隊

用精湛嫻熟的合唱技巧、真摯飽滿

的情感、豐富動情的舞台表現和別

具一格的創新構思在十個代表隊中

脫穎而出，征服了在場的所有評委

和觀眾，取得全場總分第四的好成

績，榮獲二等獎。

本次教師合唱活動是由培英中

學工會部署，由太和校區56名教職

工組隊參加，工會委員王麗老師組

織動員，音樂科胡劍揮老師擔任指

揮。

王麗老師積極動員教職工組成

合唱隊，並協調各部門解決服裝、

化妝、後勤服務等相關事宜，為老

師們參賽創造最好的條件。指揮胡

劍揮老師精心挑選並重新編排了

《鼓浪嶼之波》和《夢中的卓瑪》

兩首歌曲，數易其稿，精益求精，

尤其是《夢中的卓瑪》採用了人聲

模仿器樂伴奏的演唱方法，令人耳

目一新。

喜迎十八大 頌歌獻給黨
— 我 校 獲 得 白 雲 區 首 屆 教 師 合 唱 節 二 等 獎

工會通訊

精，付出了大量的時間精力，最終

取了驕人的成績！

本次活動激發了教職工愛家、

愛校、愛黨、愛國的熱情；豐富了

教職工的課餘生活，促進了學校教

職工藝術素養的提升。在選曲、排

練、化妝、表演過程中，教師們團

結合作，歌聲裡充分展現了我校教

職工們自強、自信、蓬勃向上、團

結進取的精神面貌，展現了教職工

們用踏踏實實的努力，牢固樹立同

祖國共奮進、與時代共發展、永遠

跟黨走的理想信念，彰顯了教職工

團隊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推動了

校園精神文明建設，進一步增強了

學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而合唱隊的教師們自組隊以

來，堅持每週三次集中訓練，比賽

當天上午，全體成員更是主動回校

加班練習。全程累計排練次數多達

20餘次，每次至少練習一個小時

以上。全體成員充分利用時間，加

緊學習訓練，從不會到會，從會到

增強安全意識  共建平安和諧校園
學校辦公室

為進一步落實校園安全維穩工作，加大安全

責任制實施力度，廣州市培英中學在校本部召開教

職工新學期開學工作會議。學校黨總支書記、校長

衛作輝在會議上對新的一年工作提出「以安全為基

礎，管理是重點，質量是目的」的工作目標。尤其

指出：安全是學校持續發展的基礎，學校沒有安

全，就沒有生命力，要求全體教職工同心協力，重

視安全防範，共同打造一個安全、和諧、文明校

園，為創建中國現代名校而努力。在會上，衛校長

宣佈各校區安全責任人的任命書，並分別與鶴洞校

區、太和校區等校區安全責任人共同簽訂《廣州市

培英中學安全責任人責任書》。

廣 州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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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我校太和校區(附屬外國語學校)舉

行了一年一度的體育節。本次體育節競賽項目豐

富，師生參與度高，有入場式評比、廣播操評比、

100×300米接力、投擲實心球(足球)、立定跳遠、

踢毽等多種適合不同年齡段學生的體育項目，同時

還設了10×150米教工組接力比賽以及跳長繩比

賽，獲得師生的一致歡迎。

相比往年，

本次體育節更具

有創新意識，學

生們使用手繪海

報、氣球、彩旗

等豐富形式營造

入場式氣氛以及

裝點大本營，積

極展現本班特

色以及體育精

神。入場式有

力的口號、廣

播操整齊規範

的動作、運動

項目的積極參

與、裁判的公

正嚴謹，充分

體現了我校師生優秀的精神面貌。

本次體育節，加強了校園文化的建設，豐富

同學們的課餘文化生活，促進了各班級同學的情感

交流，培養學生良好的身體素質，增強學生集體榮

譽感，增進師生情誼，促進學校體育運動的蓬勃發

展，受到了家長、社會的一致好評。

太和校區(附屬外國語學校)成功舉辦體育節
學校辦公室

平沙培英學校召開2012學年第一次家長會
平沙培英學校於2012年9月11日召開了2012

學年第一次全校性家長會，這是學校自成立以來最

大規模的一次家長會。會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

分由梁志鋒校長介紹全校的整體情況，內容涵蓋了

學校的基礎文化，整體教育理念，教學模式以及近

兩年教學成績的不斷進步。第二部分則是由各班老

師分別介紹班級的詳細情況。

在這次家長會中，家長出席率在95%以上。

可見，學生家長對孩子教育重視，對學校工作的支

持！本次家長會，從班級氛圍佈置、學生校園生活

的p p t製作、到會議議程及發言稿，老師們精心設

計，並制定了詳細的家長會實施方案。

一年級的家長會根據學生現階段的年齡特點，

各位老師更側重於談對學生學習習慣的培養。畢

業班六年級的家長會是重中之重，張志雄老師還讓

學生代表在家長會上發言，博得了家長們熱烈的掌

聲。以及把學生的優秀作文裝訂成冊，讓各個家長

既能看到孩子的成績，又能體會到孩子間的差異！

徐潔老師對畢業班工作進行總的概述，接著各位家

長和老師面對面的交流。此外梁校長還特別針對初

中部和六年級的家長提出注意對孩子進行「青春期

教育」。

此次會議各班就學校的發展情況、班級管理、

班級基本情況、學生學習情況、學生豐富的課餘生

活、學生的心理健康等方面做了詳細講解，讓家長

全方位瞭解學生，使教育更具有針對性，幫助家長

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念，配合學校及時有效地開展教

育與學習，使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同步，為以後的

教學和管理打好堅實的基礎。這次家長會使參與者

收穫了不少教育方法，為家長會畫上了圓滿的句

號！

為了孩子，我們共同奮進！通過此次家長會的

成功舉辦，一定會促進班級的進步與成長，使平沙

培英學校的班級管理跨入嶄新階段。

廣 州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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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電腦「打字小能手」比賽

我校屢次參加白雲區電腦打字小能手比賽，都成

績驕人，2011年，我校四、五年級學生參加白雲區

電腦打字小能手比賽，榮獲團體一等獎，學生在比賽

中運用現代化信息工具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強。

活動五：科普知識講座

在科技節活動期間，由輔導老師對全體學生做

了一次科普知識講座、垃圾分類講座，並利用多媒

體教室播放了科教片，讓學生在有聲有色、有形有

彩的世界裡吸取科學知識，培植科學精神，激發創

造慾望，將全體學生帶入了廣闊的科學海洋。

活動六：四驅車現場比賽

我校為了培養學生的實踐和動手能力，成立了

「航模興趣小組」、「四驅車興趣小組」，2010年，

我校航模隊參加全國航模比賽，榮獲團體一等獎；

2012年，我校四驅車興趣小組參加白雲區車模比

賽，榮獲團體一等獎。本次的科技節「四驅車比賽」

中，我校29名同學在現場飆車，一展「車手」風采。

為提高學生的科學探究能力，培養學生的科學

素養，2012學年第一學期，我校組織了全校性的科

技節活動。本次科技節活動，歷時一個月，活動內

容涵蓋垃圾分類知識競賽、科技手抄報比賽、科幻

畫比賽、電腦「打字小能手」比賽、四驅車模現場

比賽、科技知識講座六個門類，參與人數達到500

多人。通過學校科技節的開展，我校師生形成倡導

科學，弘揚科學，學好科學，用好科學的良好氛

圍，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得到了培養。

活動一：垃圾分類知識競賽

本學期，學校開展了一系列垃圾分類的相關活

動，例如：「環保／垃圾分類」徵文比賽，黑板報

垃圾分類宣傳……，「垃圾分類知識競賽」只是其

中一例。

活動二：科技手抄報比賽

手抄報的編寫，既能讓學生走進科學、瞭解

科學，同時在編制手抄報的過程中，鍛煉自己的信

息收集能力，掌握報紙編排技巧。在本次科技節的

「科幻畫比賽」中，共收到科幻畫作品24件，最後

評選出優秀作品18件。

活動三：科幻畫比賽

科幻畫創作，是我校學生的強項，在歷次省、

市、區的科幻畫比賽中，我校學生都有收穫，曾多

次榮獲省市區一二三等獎。

科技讓校園更精彩
培 英 實 驗 小 學 2 0 1 2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科 技 節 活 動

發揮教師技能優勢，促進幼兒素質教育
廣州市白雲區培英實驗幼兒園在幼兒體育、

舞蹈方面的特色教育已初見端倪，在片、區各種表

演、競賽活動中連連獲獎。

6.1—兒童最期待的節日，在這個節日孩子們

歡歌笑語，天真爛漫！在這一天培英實驗幼兒園一

群可愛的孩子在舞蹈老師、體育老師的帶領下參加

了首屆廣州市幼兒園六一兒童節大聯歡匯演比賽。

在廣東省友誼劇院充滿童趣的幕布襯托下、姹

紫嫣紅的燈光照射下，我園舞蹈老師精湛的舞技、

體育老師有力的動作、小朋友可愛的笑臉和到位的

動作，在舞台上發揮得淋灕盡致，使這個充滿詩意

的舞蹈《雨中景》，獲得本次匯演比賽二等獎。

培英實驗幼兒園裡無處不彌漫著藝術的氣息，

老師除了舞蹈技藝好，在美術方面也毫不遜色。在

2012年12月白雲區舉行的首屆師生繪畫大賽中，

我園戴梅章老師剪紙畫《萬眾喜迎十八大》、謝潔

嬙老師的刀刻畫《人約黃昏

後》獲得區的二等獎。教師

全面的技能促進著幼兒素質

的全面發展，在2012年12

月13日，培英實驗幼兒園迎

來了白雲區一級幼兒園的復

評。這天的復評，各位評估

專家通過看現場、看資料、看

幼兒活動，對我園的素質教育開展的方式與獲得成

果予以肯定。

所以憑著培英實驗幼勇爭上

游、不甘人後、愛崗敬業、無私

奉獻的精神，將在未來展示出她

更具魅力的風采！

老師剪紙畫
《萬眾喜迎十八大》

充滿詩意的舞蹈《雨中景》

廣 州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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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年年會舉行一系列的藝術文化活動，豐富

學生的校園生活，提高學生藝術修養，本學年，我

校藝術節以「校園小歌手比賽」為主線，以「元旦

匯演」為輔線，藝術節開展得有聲有色，受到在校

師生的一致讚揚。　

小歌手籌備期為11月，先在各年級進行初賽，

各年級選送小歌手前3名參加學校的決賽。12月15

日，進行了「校園小歌手」的決賽，在決賽中，共

有19個節目三十多位小歌手參加比賽，在比賽中，

各位參賽選手準備充分，全程投入，各顯其能，展

現自我才華，盡情施展自己美妙的歌喉和優美的舞

姿。這次比賽，湧現出了一批演唱水平較高、形象

甜美、各具特色的「小歌手」。

七彩童心  放飛夢想
— 培 英 實 驗 小 學 校 園 小 歌 手 暨 藝 術 節 攝 影

「元旦匯演」是學校藝術節的傳統保留節目，

幾乎年年舉行。今年的元旦匯演以學校興趣小組、

學校藝術中心同學表演為主，在匯演中，學校的語

言藝術班、跆拳道班、舞蹈隊為大家獻演了精彩的

節目，展示了自己的學習成果。他們精彩的表演展

現了培英學子的風采，也得到各位老師和觀眾的好

評。

培英實驗小學為活躍和豐富校園文化生活，年

年進行藝術節活動，這樣的活動，不僅提升了校園

品位，陶冶了學生的藝術情操，更給同學們提供一

個展示風采、個性特長的舞台，同時也展示了我校

藝術教育的成果。

廣 州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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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慶慶典的歡樂氛

圍中，20 1 2年西關培英

中學攝影展暨蘇棉煥「紅

棉」主題攝影展也同時隆

重開幕，到會嘉賓為攝影

展進行了剪綵，並參觀了

攝影展作品。期間，與會

嘉賓和校友對參展作品的

讚嘆聲不絕於耳，為校慶

更增添了一份驚喜。

校慶慶典的最後一個

環節是文藝節目表演，學

校師生和校友為慶典奉獻

了精心準備的節目，有碩

社學生表演的小提琴合奏《步步高》，祝願西培一年

更比一年好；綠社學生表演的木管二重奏《迎春舞

曲》，表達了春天的希冀；勰社薛暢老師高亢的女聲

獨唱《五星紅旗》，更是將慶典引向高潮。

領導嘉賓講話完畢後，便進入校慶慶典的一個

重要環節：為學校一年來表現突出的教師和優秀的

學生頒獎。頒獎儀式中共有12名師生獲得「蔡建中

獎教獎學金」；6名師生獲得「李朝柱體育基金獎

金」；2名畢業生獲得「培英會所獎學金」；2名

學生獲得「陳澤棠體育基金獎金」……頒獎儀式的

進行，將大會的喜慶氣氛推向高潮。獲獎的教師代

表和學生代表發

言，他們表示身

為教師一定會牢

牢堅持「全人教

育」的培英辦學

理念，和學生一

起用勤勞的汗水

澆灌明天；身為

學生，一定牢記

肩負的囑託，為

成為新一代英才

不懈努力，要為

「培英」這個品

牌增光添彩。

首先，荔灣區教育局領導徐啓貴向我校發表熱

情的祝詞，祝賀西關培英中學喜迎85華誕，並對

近年來我校取得的成績致以真誠的祝福與鼓勵；接

著，我校校長劉曉玲發表講話，介紹學校的成長歷

史以及所屬成就，並讓大家堅持自強不息的精神，

全面發展，在肩負重任下對社會有所貢獻，做新一

代自豪的西培人。

廣州市西關培英中學85周年校慶慶典
在春光明媚，萬物復蘇的美好季節，我們迎來

了「培英中學創校133周年暨西關培英中學建校85

周年」校慶慶典。2012年5月7日上午9時，在方陣

同學們的熱烈歡迎下，區教育局領導代表、各中學

嘉賓、校友等各界人士伴著激揚的樂曲有序進場。

1 0 時 ， 禮 炮 聲

隆隆作響，國歌

校歌唱響全場，

我校校友會主席

溫榮錦欣喜地宣

佈：西關培英中

學85年校慶慶典

正式開始！
校友們陸續
進入校慶慶
典場地

嘉賓、校友合影

校友會主席
溫榮錦宣佈
西關培英中
學85周年校
慶慶典開始

荔灣區教育局徐啓貴局長
發表熱情的祝詞

劉曉玲校長致歡迎詞

緊接著，西關培英校

友會名譽主席陳宜校董致

辭，鼓勵我校在新的歷史

時期要抓住機遇，加強學

校內涵建設、爭取實現特

色發展，在不斷創新中實

現跨越式成功。
陳宜校董致辭

優秀教師領取「蔡建中獎教獎學金」 

體育優秀生領取「李朝柱體育基金
獎金」

蘇棉煥醫生為嘉賓解說他
的攝影作品

西培碩社學生表演的小提琴合奏
《步步高》

西培勰社薛暢老師
表演女聲獨唱《五
星紅旗》

西 關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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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校黨委書記霍子泉作慶典總結，並再次感謝各領導代表和校友等人

士參與西培85華誕的慶典。之後，本次校慶慶典在管樂隊演奏的校歌樂曲聲中圓

滿結束。

85年崢嶸歲月，風雨兼程；85年春風化雨，桃李芬

芳；85年文化沉澱，文脈綿延；85年光榮傳統，薪火相

承。在校慶這天，校友們濟濟一堂，以拍照錄影等方式記錄

下校慶慶典的點滴，活動結束亦不肯離去，這都飽含著校友

們對母校的深情和作為西培人的自豪；年輕的學生認真地聽

著老校友述說往昔故事，新老校友們被絲絲縷縷的培英情緣

聯繫在一起，這是歷史名校的傳承與希望所在……這一切的

一切	，讓我們對西關培英中學美好的未來充滿期待。

與紐西蘭校友會
互贈禮物

校友贈送禮物

在「培英精神」的指引下，我校辦學成績年年

攀升，連續四年獲得「廣州市高中畢業班工作二等

獎」和「荔灣區高考貢獻獎」、「荔灣區高考突出

貢獻獎」，一批學生考取華南理工大學、華東理工

大學、廣州外語外貿大學、星海音樂學院，廣州美

術學院等國內知名學府。2012年的高考更取得了歷

史性的突破，有49%同學被重點大學或本科大學錄

取，我們堅持不讓一個孩子掉隊，給每一個孩子以

希望和夢想，創造了高考100%上線的奇跡。

考取華南理工大學的曹潤心同學                

培英兒女　再譜新歌

廣州市「四合一」普適性教學展示會在我校召開 成功主辦荔灣區第三屆「培英杯」攝影大賽     

2012年校運會上共有19人打破了校運會
的最高紀錄

我們不但關注學生的學業成績，更關注學生的

全面發展，讓特長更長。近兩年，藝術生升本率近

90%，10餘人進入華南理工大學、廣州美院、星海

音樂學院，華南師範大學，南昌大學等著名高校。

我校管樂隊連續5年獲得荔灣區「培英杯」中小學校

際管弦樂大賽冠軍。在2012年10月15日廣東省人

民體育場舉辦西關培英中學校運會上，共有19人打

破了校運會的最高紀錄，創造了近幾年我校運動會

的最佳成績。

考取廣州美院的梁苑婷同學(右)

管弦樂隊在2012年荔灣區第五
屆「培英杯」管弦樂邀請賽中蟬
聯冠軍

西 關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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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體系學校齊聚西關培英中學「承前啟後頌英才」文藝匯演
— 慶祝培英體系創校134周年暨西關培英建校86周年校慶的序曲
在冬意漸濃的羊城12月，我

校承辦的主題為「承前啟後頌英

才」的2012年文藝匯演在一片熱

情高漲中拉開了帷幕。由於本次

匯演是我們培英體系創校134周年

暨西關培英建校86周年校慶的序

曲，因此規模空前壯大，荔灣區教

育局黨委副書記胡建雄、教育發展

研究中心何彪主任以及培英校董會

的多位主席、校董、校監蒞臨了本

次盛會。此外，香港、江門、台山

和廣州共九間學校校長及參演的師

生參與了本次慶祝活動。各屆校友

也紛紛歸寧慶賀培英校慶序幕。

此次文藝匯演內容豐富多彩，

節目精彩紛呈。有鼓舞士氣，揚我

校威的黃河大合唱；有民族風情十

足的江門培英高中的「花腰花」和

廣州培英中學的「溜溜的康定，溜

溜的情」；有氣勢磅礴，意氣風發

的江門培英小學的「鼓舞飛揚」；

有香港培英中學的中樂合奏表演；

有舞動青春，活力四射的西關培英

中學的現代舞。期間，83歲高齡

的校友張道生先生的男高音演唱更

是獲得全場喝彩和尊敬。而我校師

生同台演出的「我們的S t y l e」更

將大會推向高潮，充分展現了師生

同樂的人文精神。

迎賓禮儀隊迎接嘉賓光臨

我校校友會名譽主席陳宜校董

我校小記者採訪香港中華基督教會總
幹事、培英校董會校董、校監蘇成溢
牧師

全場高唱國歌、培英校歌

培英校董會主席
李偉庭醫生為大
會致辭

我校劉曉玲校長為
大會致歡迎詞

趙亮祖音樂藝術基金會名譽主席趙亮
祖老師向培英系列各校贈送「培英校
歌系列樂譜」CD母碟

江門市培英實驗幼兒園的小朋友們活
潑可愛，獲得滿堂彩

江門培英小學表演的「鼓舞飛揚」氣
勢磅礴，意氣風發

我校校友會溫榮錦
主席宣佈大會文藝
節目比賽結果

培英體系學校首席
顧問、培英校董蘇
棉煥醫生對大會發
表感言

83歲高齡校友張道生先生引吭高歌

江門培英高中表演的「花腰花」民族
風情十足

江門培英初中學
生傾情演唱「可
可西里」

沙田培英中學師
生同台表演「The 
prayer」帶來了聖
誕氣氛

台山培英職業技術學校奉獻的「魚水
情」柔情浪漫

廣州培英中學表演的「溜溜的康定， 
溜溜的情」粗獷奔放，很是吸引眼球

西關培英中學表演的「祖國謠」充滿
愛國情懷

香港培英中學表演的中樂合奏溫婉圓
潤，讓人大飽耳福

本次文藝匯演活動全面促進了

培英體系各校之間的交流，營造了

健康活潑、積極向上、燦爛濃郁的

校園文化氛圍，充分展示了師生們

的藝術才華，讓大家感受到了藝術

的魅力和精髓所在並陶冶了藝術情

操，為同學們提供一個放鬆大腦、

放飛心情、放眼未來的廣闊空間。

西 關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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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2日上午，首屆「台山市中職學校與企業合作座談會」在我校舉行。參加本次座談會的有台

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黃國忠、政協副主席劉志方等市領導，台山市外商投資企業代表，教育局和中職學校領導

代表一行近40人。

代表們首先參觀了學校的實訓場室，然後在教師會議室進行「台山

市中職學校與企業合作座談會」。座談會由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汪作仁主

持。會上，代表們就目前台山的就業與中職學校的教育等方面展開熱烈的

討論。黃國忠副市長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校企緊密合作是時代的要

求，企業為職業學校發展提供堅實的實踐基地；學校為企業輸送技術型人

才，兩者相互合作，共同為台山經濟發展貢獻力量。

本次座談會是校企合作良好開端，加強了我市中職學校與本地企業的

聯繫溝通，推進校企合作進程。

台山市中職學校與企業合作座談會在我校舉行

2012年5月14日晚，由學校工會、團委聯合舉

辦的青年教師卡拉OK大賽在國熙樓禮堂隆重舉行。

為了保證比賽的公平、公正，本次大賽特邀請到了	

8位外校的音樂老師擔任評委。

比賽以一段激情的音樂開場，點燃了絢麗動感

的舞台。隨後比賽正式開始，14名參賽選手深情

賣力的演唱，一次又一次地把整個會場推向高潮。

同時，台下的師生也都在賣力地為台上的選手加油

助威。歌聲、吶喊聲、歡呼聲此起彼伏，整個比賽

現場成為一片歡樂的海洋。選手們用美妙的歌聲表

達出對生活、工作的熱愛。經過選手們激烈角逐，

最終由吳鑫慧老師和馮偉章老師獲得此次比賽的冠

軍。

本次卡拉OK大賽給廣大青年教師

提供了展示自己、鍛煉自己的平台，

也豐富了老師們緊張而忙碌的生活，

充實了課餘文化生活，推動了校園文

化建設。同時，現場教職員工紛紛表

示，本次比賽的圓滿舉辦離不開學校

我校舉行青年教師卡拉OK大賽
黨政領導的大力支持，期盼今後能更多地參與到這

類活動中，以進一步增強全校教職員工之間的凝聚

力，使大家在和諧的校園氛圍中激發出更高昂的工

作積極性。

2012年台山市培英職業技術學校青年教師卡拉OK

比賽結果

一等獎：吳鑫慧　　馮偉章

二等獎：黃玉嬋　　陳志鋒　　林景生

三等獎：鄺繼賽　　周玉梅　　宋東長

　　　　吳文科　　蘇傑嬋　　范燕紅

　　　　馮堅文　　林妹婷　　陳耀龍

2012年5月21日下午，

在學校足球場上舉行由校友

劉 蘇 贊 先 生 贊 助 的 第 四 屆

「校友杯」足球比賽頒獎儀

式。校友劉蘇贊先生及陳簡

榮校長出席了頒獎活動。

頒獎活動由馬國雄主任

主持，由體育組鍾設侃組長

宣佈比賽結果。其間陳校長

和劉校友分別作了講話，其

中陳校長感謝和肯定劉蘇贊

我校舉行第四屆「校友杯」足球比賽頒獎儀式
校友的熱心支持和幫助，同

時也希望學校足球隊隊員要

以更大的勁頭去訓練，練好

技術，報答我們的校友，而

劉校友則表示將一如既往地

支持母校，希望同學們開心

踢球，享受足球。

頒獎之後，劉蘇贊校友

換上足球隊服，和我校的足

球隊一起訓練，並對我校隊

員進行指點。

台 山 培 英 中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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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6日，我校商務英語專業接受省重點建設專業評審，廣東

省中等職業學校重點建設專業評審組專家在江門、台山教育局領導的陪同

下，來我校進行評審工作。在上午考察實訓場所，召開教師、學生座談

會和查閱評審資料。專家組經過認真的集體評議，付紅星組長向學校反饋

評審意見，對學校商務英語專業的建設給予高度的評價。最後黃品亮副局

長和陳簡榮校長分別作了表態性發言，表示將以申報省重點建設專業為契

機，繼續深化教育教學改革，進一步加強專業和師資建設，加大實訓設施

設備的投入，努力做大做強，力爭將商務英語專業打造成省內較具影響力

的省級示範性專業。

我校商務英語專業接受省重點建設專業評審

2 0 1 2年10月17日上午，秋高氣爽，陽光燦

爛，我校田徑運動會在學校大操場隆重開幕。馬國

雄主任主持開幕式，崔小媛副校長致開幕詞，大會

裁判長伍權鴻老師宣佈比賽規程，陳劍峰同學代表

全體運動員發言，馮堅文老師代表全體裁判員宣

誓，最後，陳簡榮校長宣佈田徑運動會開幕。

本次田徑運動

會將歷時三天，分

二年級組、一年級

組和教工組進行，

共374 3人次報名

參加比賽。運動會

的第一場，共532

人 次 參 加 了 2 0 0

米、1500米、跳遠、鉛球、跳高等項目的比賽。各

項比賽在體育組的精心安排下有條不紊地進行，全

體運動員在比賽場上頑強拼搏，奮勇爭先，發揚了

更高、更快、更強的奧運精神。場外的歡呼聲、喝

彩聲此起彼伏，展現出一幅幅激動人心的畫面。

我校舉行2012年田徑運動會
歷時三天的田徑運動會於10月19日下午勝利閉

幕。經過三天緊張而激烈的比賽，校運會的比賽項目

全部圓滿結束。為增強全體師生的消防安全意識，學

校特邀請了台山市公安局消防大隊台城中隊的領導、

戰士來校為全體師生進行消防知識輔導與消防演練，

讓大家了解消防安全知識和在緊急情況下逃生自救

的 方 法 。 隨

後 ， 舉 行 了

簡 短 而 隆 重

的 閉 幕 式 。

馬 國 雄 主 任

主 持 閉 幕

式 ； 崔 小 媛

副 校 長 在 閉

幕式上講話，伍權鴻老師宣讀了比賽結果；最後，三

位校長為獲獎班級代表頒獎並合影留念。

本屆運動盛會是對師生們身體素質、體育運動

水平和心理素質的大檢閱，充分體現了「文明、拼

搏、安全、高效」的活動主題。

情牽沙咀學校
— 我 校 傳 遞 愛 心 ， 弘 揚 義 工 精 神 活 動

2012年12月3日，我校義工服務隊

一行15人前往北陡鎮沙咀小學進行獻愛

心義工活動，為沙咀小學送去9張教師辦

公台、4套電腦、1台打印機、1台D V D

機以及300多冊圖書。教育局紀委書記

容惠漢同志、教育工會主席陳卓光同志

以及陳簡榮校長、羅棠波團委書記等領

導參加此次義工活動。

活動開始，先由羅棠波團委書記代表學校致

辭。羅書記表示，這次義工活動在教育局領導指引

下，學校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幫助沙咀小學，希望能

改善其辦學環境，提高其教育教學水平。捐贈儀式

之後，伍倍鋒老師向沙咀小學的小朋友

展現一曲優美薩克斯演奏《北國之春》，

讓小朋友耳目一新，之後又吹奏一曲小

朋友都很熟悉的《小星星》，大家都高興

地跟著唱了起來。而舞蹈老師李苑則教

了小朋友一支活潑的《n o b o d y》簡易舞

蹈，小朋友都學得不亦樂乎！我校學生

義工還和小朋友一起玩了「老鷹捉小雞」、「大樹

與松鼠」等遊戲，其樂融融。

此次義工活動得到教育局領導充分肯定與讚

賞，希望我校把義工活動做的更好，幫助更多有需

要的人，成為學校義工服務隊的排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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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5日至13日，我校在階梯室和國熙樓禮堂分別舉行了計算

機、英語、機械、財會等四個專業的專題講座。本次講座由主管招生就業工

作的李東旭副校長主講，另外邀請了台山立信會計培訓中心、台山仁豐五金

有限公司等合作企業的相關領導、技術骨幹及畢業校友等嘉賓參加。

講座內容包括視頻介紹台山工業新城、職業生涯規劃、中職畢業生市場

調查及就業形勢分析、職業教育培養目標、校企合作共創多贏局面、技能競

賽、雙證畢業、升學和實習介紹、就業安排等。

現場氣氛熱烈，同學們對此次講座均表現出很高的熱情，紛紛表示提高

了認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校舉行專業專題講座

我校舉行教工九人男女混合排球賽
12月11日下午，2012年我校教工九人男女混合排球賽在排球場開

幕。在揭幕戰中，英語級、電腦級、綜合組以及機械級分別開賽，在現場

師生觀眾的吶喊助威聲中，各隊均發揮了較高水平，最終綜合實力較強的

英語級、綜合組均以2比1取得了比賽的勝利。

為了進一步提升我校教師教育管理水平，2012年12月14、15日，我校

邀請廣州埃意顧問公司首席顧問、資深質量評審專家黃輝教授為骨幹教師作

了一次高質量的能力提升項目管理培訓。	

兩天的培訓課程，黃教授以深厚的專業理論知識和真實生動的案例，

讓學員們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學習，並為各項目組準備了四次實戰演練的機

會，圍繞一個項目議題，將四次實戰演練有效地串聯起來，且不斷深入細

化，使學員親身經歷項目制定、分解、流程控制、預算、風險控制等過程，

充分了解和學習項目管理各個環節的內容，現場討論氣氛熱烈。全程參與培

訓的陳簡榮校長對其中操作比較規範、符合項目管理要求等務實性的項目進

行點評，並為各項目組佈置了一道聯繫實際的作業。

本次培訓旨在讓學員建立項目管理的全面思維方式和理念，建立協作機

制，提升學員的實際項目計劃應用能力，培訓取得很好的效果。學員們紛紛

表示收穫頗豐，對項目管理工作有了全新的認識和了解，對自己的能力提升

有很大幫助。

我校舉行教師能力提升項目管理培訓

2012年12月17日上午，台山市中職學校《職業

生涯規劃》研討會在我校教師會議室順利召開。江門

市教育局職成辦徐衛江主任、揭毅副主任出席會議，

台山市各中職學校主管教學、德育的副校長及德育課

教師共50人參加了會議。會議由台山市教育局職成

辦伍瑞群主任主持，陳簡榮校長

致歡迎詞。

會議分為專題發言、小組討

論、研討總結三部分。會上，我

校金雪龍副校長作《淺談職業生

涯規劃教育》主題發言，政治課組長徐丹老師和《職

業生涯規劃》學科教師陸邦琴老師分別就學校職業生

涯規劃開展教學改革和研究作了專題發言。與會人員

就如何開展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分組進行了深入交流和

討論，伍瑞群主任就研討情況作了會議總結。最後，

徐衛江主任發表講話，他對本次

會議給予了充分肯定，並希望今

後在校企合作、教師培訓、校企

聯合辦班等方面積極開展研討活

動。

台山市中職學校《職業生涯規劃》研討會在我校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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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6日，台山市立信會計培訓中心一行在麥健華校長的帶領

下，親臨我校會計綜合模擬實訓現場參觀指導，並對我校的會計專業教學給

予了高度肯定。	

為了響應中職課程改革的號召，檢驗學生在校期間所學的會計理論、方

法、技能和技巧，學校定期組織會計綜合模擬實訓，目的是讓學生系統地掌

握企業會計核算的全過程，全面掌握會計操作的全部技能，有助於走上工作

崗位後，便能得心應手、游刃有餘。

台山市會計專家來校參觀指導

12月26日下午學校工會、團委在國熙樓聯合舉行第二屆青年教師粉筆字比賽，有六十四位青年教師參加

比賽。

本次比賽目的是為了繼續加快培養青年教師

的步伐，進一步加強青年教師業務基本技能的鍛

煉，促進青年教師牢固樹立愛崗敬業思想，磨練

教學內功，提升育人品位，提高青年教師業務水

平，以適應新時期對青年教師的教育教學水平和

崗位的要求，窮實業務基本功，提高教學質量，

讓更多的青年教師脫穎而出。經過激烈的比賽，

伍綺嫦、唐冰峰等老師榮獲一等獎。

比賽結果：

一等獎：伍綺嫦　唐冰峰　伍倍鋒　謝東峻　蘇傑嬋

二等獎：宋東長　羅棠波　黎　杏　李炎宏　鄭茹冰　許水祥　李小玲　林妹婷

三等獎：李行騰　陳曉芬　詹翠玲　馬艷嬌　練麗華　陳日邦　雷綺華　劉雅思　黃藹嫦

學校舉行第二屆青年教師粉筆字比賽

我校舉行首屆班主任專業能力大賽

為了貫徹落實《廣東省中小學(中職)班主任能力

建設計劃》，按照第四屆台山市中小學班主任專業能

力大賽的具體要求，我校特舉辦首屆班主任專業能

力大賽。

此次比賽得到教育局領導的高度重視與支持，

教育局紀委書記容惠漢同志、教育工會主席陳卓光

同志及黨委辦幹部陳小君同志出席並擔任本次比賽

的評委。

比賽共有九位年輕班主任參加，他們在「成

長故事的敘述、情境答辯和班會課設計」三個環節

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展示出作為班主任智慧

與人格魅力，最後由財會級葉萍老師奪冠。

比賽結束後容書記作了重要講話，希望學校多

舉行此類比賽，提高班主任的工作能力，加快青年

教師的成長步伐，為台山教育建設一支素質過硬的

師資隊伍而努力。陳主席也表示作為班主任必須學

會「三能」—能力、能說和能幹，只有這樣，才

是一名受學生愛戴、能力強的優秀班主任。

培英職校首屆班主任專業能力比賽結果(綜合能力)

一等獎：葉　萍　朱敬忠		馮麗卿

二等獎：宋東長　譚　艷		馬淑娉		譚美仙		董麗蓉

　　　　鄺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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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8日晚上，學校

大操場張燈結彩，全體師生歡聚一

堂，隆重舉行2012年獎教獎學基金

頒獎典禮暨2013年元旦文藝匯演。

台山市教育局職成辦主任伍瑞群，校

友會永遠榮譽會長黃日華、會長朱偉

源、常務副會長伍添濤、蔡君灼、劉

活波、劉偉昌、劉錫活等領導出席了

活動。

金雪龍副校長代表學校黨政領導

班子向全校師生致以節日的祝福和良

好的祝願，在致辭中回顧了2012年

學校在各個領域中取得的成就。希望

全校師生同心同德，振奮精神、以更

加飽滿的熱情和激昂的鬥志積極投身

我校隆重舉行2012年獎教獎學基金頒獎典禮暨2013年元旦匯演

1.  黃楊榮恩助學獎(每人400美元)

	 	 12會計2班	梅淑芬	 12英語3班	黃泳瑜	 12數控1班	陳小權

	 	 12數控3班	鄧瑞民	 12電腦2班	謝惠娟	 12模具4班	楊灼輝

2.  育才助學獎(每人1500元)

	 	 10會計1班	余綺華	 10英語1班	雷可勤	 10數控1班	蔡權益

	 	 11英語1班	余玉華	 11會計1班	黎綺紅	 11會計3班	廖小梅

	 	 12會計1班	陳鳳英	 12英語1班	曾妙婷	 12電子1班	蔡文斌

3.  紀念陳澤棠老師傑出運動員獎(團體1200港元)

	 	 學校男子排球隊

4.  學科競賽優勝獎(每人200元)

	 	 10數控1班	馬偉沛　黃文超　甄錦鵬		

	 	 10數控4班	伍國權　莊慧滔	 11模具3班	朱偉成

	 	 10英語1班	伍如珠	 10會計1班	李錦婷	 10會計2班	梁穎佩

	 	 10會計2班	李淑紅	 10電腦1班	劉英華	 11電腦3班	李錦貴

	 	 11電腦1班	譚紀寧　吳棟慧　李堅明		

5.  學習成績優秀獎(每人200元)

	 	 10數控1班	方沃坤	 10數控2班	陳凱旋	 10數控3班	陳嘉城

	 	 10數控4班	莊慧滔	 11數控1班	黃南忠	 11數控2班	鄧培興

	 	 11數控3班	伍健強	 11模具1班	李天開	 11模具2班	劉健源

	 	 11模具3班	黃新銘	 11模具4班	伍潤生	 10英語1班	伍如珠

	 	 10英語2班	陳盼盼	 10英語3班	黃穎珊	 10英語4班	陳穗娟

	 	 11英語1班	余玉華	 11英語2班	容淑丹	 11英語3班	黃美嬋

	 	 11英語4班	李嘉雯	 10會計1班	陳潔瑩	 10會計2班	劉瑞環

	 	 10會計3班	黃偉芬	 10會計4班	黃曼慈	 11會計1班	黃惠婷

	 	 11會計2班	趙綺娜	 11會計3班	鄺曼彤	 11會計4班	陳　蓉

	 	 10電腦1班	習梓杰	 10電腦2班	戴洋杰	 10電腦3班	李錦貴

	 	 11電腦1班	陳春蝦	 11電腦2班	馬小芳	 11電腦3班	覃　艷

	 	 10電子1班	伍超民	 10電子2班	陳杰康	 11電子1班	陳銳堅

	 	 11電子2班	譚健棠

6.  優秀學生幹部獎(每人200元)

	 	 11數控2班	梅俊杰	 11模具1班	梁恆寧	 11電腦2班	黃智明

	 	 11電腦2班	李嘉文	 11會計1班	陳華清	 11電腦1班	梁曉瑩

	 	 11英語1班	曾杏秀	 11英語1班	李嘉嵐	 11電子1班	李立富

學校的各項工作中，在新的一年創造

新的輝煌。

學校獎教獎學頒獎典禮分10個

批次進行頒獎，蒞臨活動的領導嘉賓

和學校領導為獲獎者頒獎，師生共享

豐收的喜悅。隨後舉行元旦文藝匯

演，節目精彩紛呈，全校師生用歌聲

與舞姿來表達自己心中的無限喜悅。

整台晚會充滿了濃郁的文化氛圍與青

春氣息，充分展現了培英學子的文化

素養與精神風貌，同時也為新年獻上

了一場精彩文化盛宴。

在這裡載歌載舞青春飛揚，在這

裡追求卓越開創業績。新年新氣象，

祝願培英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榮獲2012年學校獎教獎學基金獎名單

7.  高考成績優秀輔導獎(每人500元)

	 	 尹海霞		黃國健		梅婉娉		曾雁嫦

8.  學科競賽優秀輔導獎(教師)(每人300元)

	 	 葉　萍		陳柳紅		葉紅樂		陳武良		宋東長

9.  教育教學創新獎(每人300元)

	 	 吳文科		羅棠波		林妹婷		伍美珍		譚　艷		楊　洲		嚴呂亮

	 	 李　芳		余清華		徐　丹		葉紅樂		陳柳紅		Shirley Tam	 	

10. 優秀班主任(每人500元)

	 	 朱敬忠		徐遠勝		黃家欣		鄺繼賽		馬淑娉		李源良		馮麗卿

	 	 董麗容		李炎宏

11. 教育服務獎(每人500元)

	 	 廖衛國		黃新民		黃健強

12. 師德高尚獎(每人500元)

	 	 崔小媛		朱素玲		練麗華		陳仕通		李偉仁		余思強

13. 先進科組獎(每個單位800元)

	 	 理科組		計算機科組		機械科組		財會科組

14. 先進級組獎(每個單位800元)

	 	 機械級		電腦級

15. 體育競賽優勝獎

  (團體800元，教師個人300元，學生個人200元)

	 	 集　體　獎：男子排球隊		跳繩隊

	 	 教師個人獎：馬國雄		馮偉章		許水祥		伍權鴻

	 	 學生個人獎：黃新婷

16. 藝術競賽優勝獎(團體800元，教師個人300元)

	 	 集　體　獎：舞蹈隊

	 	 教師個人獎：劉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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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第28個教師節，我校舉行了一系列活動。團委組織學生舉行通過

「感念師恩」國旗下講話、播放一首首頌師恩的「校園歌曲」、以教師節為主

題黑板報比賽、「拳拳之心，感謝師恩」短信送祝福活動和「我為老師攝影創

作」等一系列活動慶祝教師節，讓同學們借此機會來表達對老師的感恩之心。

學校工會也舉行了

慶祝教師節系列活動，如

舉行慶祝教師節暨表彰大

會，35位優秀教師、2位優秀級長、16位優秀班主任和

2012年高考成績優秀輔導教師受到表彰。組織教師代表

上門探望慰問體弱多病的退休教師，送上慰問金，並向

他們彙報學校的發展近況，讓他們感受到培英大家庭的

溫暖。

為響應台山市政府的號召，職業教育要立足於

本地區經濟發展，為搭建用人單位和畢業生雙向選

擇的平台，促進學校、畢業生、用人單位之間的交

流和溝通，2012年6月12日上午，我校在國熙樓隆

重舉行2012屆畢業典禮暨供需見面會。台山市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陳國禮副局長、容國豪股長、甘

亮華主任，台山市經濟與信息化局陳達旋副局長、

台山市工商聯方仲勳常委、台山市教育局職成辦梁

偉平主任等領導出席了會議。會議由崔小媛副校長

主持，陳簡榮校長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09英語

1 班 李 美 仙 同

學代表全體畢

業發表畢業感

言。領導、嘉

賓還為32位優

秀畢業頒發了

畢業證和榮譽

證書。

我校舉行2012屆畢業典禮暨供需見面會
本次校園招聘活動，吸引了台山本地57家企業

前來參加，提供就業崗位1300多個，涉及機械、電

子、紡織、道路、房地產、鋁業、計算機、物流、

保健、酒店等行業的計算機網絡、辦公文員、財務

管理、數控加工、機械維修、品質管理、電子技

術、物流管理、連鎖店主管、汽車銷售、管道安裝

等崗位。600多名畢業生參加了招聘會，學生良好

的擇業心態、扎實的專業基礎、得體的自我推薦形

象，受到了用人單位的青睞，現場100多名學生與

用人單位達成入職意向，還有近100名畢業生由於

在實習期間表

現出色，已被

用人單位正式

錄用。招聘會

取得了圓滿成

功。

我校舉行慶祝教師節系列活動

一年來，甘炳棠先生多次來校視察。甘先

生在原政協副主席譚國渠、教育局副局長朱英

煬、教育局溫仲儒副書記、陳簡榮校長等陪同

下視察了星衢紀念樓的建設情況，對星衢紀念

樓的建設進度和質量感到滿意，並表示將具體

情況轉告李伯榮先生，甘先生代表李伯榮先生

表示將一如既往關心支持培英的發展。

甘炳棠先生
多次來校視察

台 山 培 英 中 學

40



3月28日下午，培英系列學校總顧問蘇棉煥醫生「『紅棉』攝影作品

選巡回展」在我校進行剪綵和展出活動。

培英系列學校白綠攝影社成員和廣州台山等地著名攝影愛好者參加了

本次活動。剪綵儀式由崔小媛副校長主持，陳簡榮校長和蘇棉煥醫生分別

做了發言。講話中，陳校長對蘇醫生為我校的建設所做出的貢獻表示了衷

心的感謝，另外，

對蘇醫生長期熱愛

攝影、創作出了大

量傑出的作品大為讚賞。蘇醫生也向我校學生講述了自

己的攝影經歷，並對我校的白綠社成員進行了點撥和指

導。

在本次的攝影展裡，通過觀摩學習、交流經驗，大

家獲益良多。

蘇棉煥醫生「紅棉」攝影作品選在我校展出

2012年11月20日上午，學校國熙樓

禮堂座無虛席，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陳梓

勝校友來校進行學術講座，陪同前來的還有

培英校董會首長蔡建中教授、蘇棉煥醫生、

李華斌先生和潘漢松先生。一年級學生及部

分教師近1000人參加了講座。陳梓勝校友

結合時代的發展變化，用樸實通俗的語言、

詳盡的個人成長經歷，講述了自身的奮鬥歷

程，對新時期的培英學子提出了殷切期望。

講座期間，陳學長與學生進行了互動，

他用生動的事例回答了同學們的提問。蔡建

中教授、蘇棉煥醫生也先後介紹了陳梓勝校

友的奮鬥歷程和輝煌成就。最後，陳梓勝校

友向學校捐贈1000美元，陳簡榮校長代表

學校向陳學長致送了紀念品。

此次講座極大地鼓舞了在場師生。大家

切身體會到時代的優越感，紛紛表示要以陳

梓勝學長為榜樣，刻苦學習，進一步樹立正

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做好自己的人生規劃

和職業生涯規劃，將來為社會多作貢獻。	

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陳梓勝校友來校進行學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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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4日校會及大課間時分，培英初中

開展了「防震減災」及防溺水安全主題教育及防震

應急疏散演練活動。

校會上，主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長伍勁峰及各班

班主任利用全校宣傳和多媒體教學設備，對全校師

生進行了以「弘揚防災減災文化，提高防災減災意

識」為主題的

安全教育。同

時，還對學生

進行了「愛生

命，防溺水，

保安全」的主

題教育，向同

學們介紹了防

溺水安全知識，課間操時還開展防震應急疏散演練

活動。

通過一系列扎實有效的活動的開展，讓全體

學生懂得在特殊情況下自護自救的重要性和基本方

法，使防災減災意識植入每一個人的心中，全面提

高了學校防災減災能力和學生的避災自救能力。

攜手愛心，共建暖春
— 記 培 英 初 中 學 雷 鋒 文 明 禮 儀 活 動 月 募 捐 活 動

周潔、歐陽健威

又是一年花開季，送走寒冬之後，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充滿了春

的氣息。一年之計在於春，人們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了春天。

3月，是萬物新生的好時機，而在培英的校園裡，白綠學子們

徵用特殊的方式傳承他們的白綠精神—募捐活動便由此而展開了

序幕。14號那天，需要參與此項工作的同學早早的準備所有的前

台工作。活動一開始，同學們都絡繹不絕地在捐款箱和捐物箱投入

了他們覺得物清而情重的物品。短短十分鐘，那個體積頗大的箱子

裝滿了過半的物品，裡面大多是文具、書籍之類的。

在短短三天的募捐活動中，參與的同學數不勝數。所有參與的

同學都表示，希望收到這些物品的福利院的兒童們，能將所有的煩

惱與暴風驟雨拋諸腦後，盡情享受社會的溫暖與幸福的生活！

培英初中開展防災減災及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動
周潔

雛鷹首飛激情碰撞，牛刀小試初露鋒芒
— 培 英 初 中 第 一 屆 中 學 生 辯 論 賽 圓 滿 成 功

藍圖

2012年6月7日下午四點十五分，我校1號樓會

議室內上演了一場針鋒相對、精彩紛呈的辯論賽。

學校各級領導非常重視本次大賽。趙啓寧校

長、農廣鐘副校長等領導親自出席，王江等6位老師

擔當評委。初一(2 )、 ( 3 )班學生

觀看了全場比賽。

正反方緊緊圍繞「順境還是逆

境更有利於成才」展開了激烈的辯

論。自由辯論環節尤為精彩。正

反雙方唇槍舌劍，激發出思維的

火花。「玉不琢不成器」、「順水行舟遠比逆水行舟

快」、「亂世出英雄」、「磨難成就了一些人但也摧

殘了許多人」等犀利反攻，贏得了全場評委及觀眾一

陣陣掌聲。最後，正方略勝一籌，贏得了比賽。正方

四辯陳詩欣同學榮獲最佳辯手」。

本次辯論賽，對開拓學生視

野、開展素質教育、培養綜合性

人才、促進我校「創現」，起到一

定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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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陳詩

欣獻辭、

家長代表

上 台 發

言，表達

了對老師

的真誠感

謝以及美

好祝願，

最後學校

領導為獲得蓬江區中考優秀成績獎、學校先進教學

工作者、跨越獎的教師頒獎。

本次教師節慶祝大會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卻

拉近了師生間的距離，在校園營造一種濃厚的尊師

重教氛圍。

新學期，新氣象，新展望
— 記 培 英 初 中 2 0 1 2 年 秋 季 開 學 禮

藍圖

在這個陽光明媚，秋風送爽的金色九月，培英初中這個美麗的校園迎來了朝氣蓬勃的莘莘學子。2012年9

月3日早上，全體師生歡聚一堂隆重舉行了開學禮暨梁華濟獎教獎學金頒獎大會。

首先，我校師生整齊、有序地參加了莊嚴的升旗儀式。在開學典禮上，江門市榮譽市民、香港著名企業家

梁華濟博士發表講話。他語重心長地和師生們分享了他的寶貴人生經驗，教導學生們要做有志氣，愛讀書，懂

禮儀的人，並對我校師生寄予殷切希望。接著，趙啓寧校長向師生致新學期

賀詞，對培英學子新的學年提出了新的要求。

隨後，梁華濟博士親切地為我校先進教師、獲獎學金學生頒發證書及獎

金。最後，全體師生還見證了激動人心的贈書儀式及回贈儀式。

這次開學典禮讓學校確立了新學期前進的方向，讓教師明確了奮鬥的目

標，讓學子們堅定了學習的信念。新學期，新氣象，新展望，培英初中以全

新的面貌揚帆起航。

金秋十月，秋風送爽，菊花馥郁。2012年9月

10日下午，我校全體師生歡聚一堂，齊齊慶祝教師

節。

會上，趙啓寧校長對辛勤的教師們表示了衷心

的感謝。引導學生懷著感恩的心，用最好的表現回

報老師。接著，教學先進工作者邱超慧老師發表講

話，介紹了自己的班主任工作以及教學工作的心得

體會，道

出一名普

通教育者

辛苦並快

樂著的幸

福體驗。

緊接著，

三好學生

辛勤園丁育桃李，莘莘學子謝師恩
— 記 培 英 初 中 教 師 節 慶 祝 大 會

藍圖

我校田徑隊在參加20 1 2年蓬江區

第七屆中學生田徑運動會，榮獲團體總

分第六名。其中，九(3)班梁詩敏同學以

26.63米的成績標槍第一名，同時在標槍

項目中分別以25.60米、26.63米的成績

兩次打破區24 .61米最高紀錄。九(7)班

鄭宏輝、九(4)班彭榮輝、黃浩文、張耀

文4位同學以3 ’50 ”的成績破區4×400米
3 ’50 ”9最高田徑紀錄。

簡報：培英初中田徑隊在區運動會比賽創佳績
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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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3日上午，江門

市蓬江區教育局黨工委蔣裕生副書

記、辦公室主任盧影虹主任等一行

八人來到培英初中，在我校農廣鐘

副校長等領導的陪同下開展調研工

作。

調研組通過巡視學校功能室，

查閱創現材料、聽取學校工作彙

報，最後進行調研工作交流等方

式，深入調研了我校的各項工作。

蔣書記對我校創現工作表示認可，並提出新的

希望和要求。最後，調研組認真聽取了農廣鐘副校

長關於學校開學工作及創現工作的彙報。

蓬江區教育局領導到培英初中開展調研
藍圖

本次調研過程中，調研組對我校的教育工作提

出了新的目標和要求，指明了我校今後教育現代化

的發展方向。

為了展示培英學子健康、積極、樂觀、向上的形象，豐富同學們的校園生活，彰顯學子的個性和才華，我

校特舉辦校榮我榮，我型我秀—「培英之星」系列活動。

2012年9月17日，莊嚴的升旗儀式結束後，接

著，學生代表發表慷慨激昂的國旗下的講話。緊接

著，由政教處的林國明副主任主持本次的「培英之

星」啟動儀式。他介紹了「培英之星」的評選內容

及要求，明確了活動的方向，激勵培英學子盡情發

揮自身的風采，以培英為榮，日後也讓培英以學子

為榮。

「培英之星」活動啟動儀式，有利於增進同

學們的優秀意識並激發他們對培英學校的熱愛。為

今後的系列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學們興趣高

漲、躍躍欲試，紛紛向老師諮詢相關評選事宜。他

們都表示要力爭上游，以實際行動回報學校。

記培英初中校榮我榮，我型我秀—「培英之星」啟動儀式
藍圖

2012年11月20日下午，培英初中現場作文比賽活動拉開了

帷幕。我校共有54名學生代表參加本次比賽。作文比賽現場，同

學們認真思考，揮筆疾書，撰寫美文。

此次現場作文大賽活動本著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比賽

後由教導處組織專業老師進行作品評審，各年級設置一等獎2名、

二等獎4名、三等獎6名、優秀獎若干名，獲獎者都將獲得證書及

獎品。

本次大賽有助於培養同學們對文學的興趣，體現校園的繽紛

生活，提高同學們的文學修養和寫作水平，發現、培養、選拔我

校有文學潛質和文學愛好的同學參加12月的蓬江區現場作文大

賽。

培英初中舉辦現場作文比賽
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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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培英初中2012年中考勇創佳績
在學校領導的指導下，在全體師生的努力下，我校

2012年的中考總成績比去年進步5個名次，獲得區的中

考達標獎。語文科組取得了全區第四名的好成績並獲區

中考優秀成績獎，特此向辛勤的園丁表示感謝，向莘莘

學子表示祝賀。

2012年蓬江區語文中考質量分析會在培英初中舉行
藍圖

2012年10月10日，江門市蓬江區2012年語文中考質量分析

會在培英初中舉行，與會的人員涵括了全區各初中語文科目代表教

師。蓬江區教育局教研員周華章老師親臨指導。

當天早上9時，	在周華章老師的主持下，港口中學學校楊玲老

師、實驗中學學校阮春明老師分別作作文、閱讀備考分析及經驗介

紹；緊接著，蓬江區教研員對2012年蓬江區中考語文科數據分析

做了詳細而準確的分析；最後周華章老師對本次活動做了簡要的總

結，針對2013年教學策略及中考備考進行了研討，並就如何開展教

學工作提出指導性意見，還介紹了本學期主要教研活動。

與會的教師紛紛表示，2013年，我們將會全情投入教育教學工

作當中，形成合力，努力探索，勇於創新，及時總結經驗，優化語

文教學管理，爭取2013年創造新的輝煌。

為了積極響應第六屆全國億萬學生陽光體育

號召，展示培英學子健康、積極、樂觀、向上的形

象，豐富同學們的校園生活，弘揚強身健體精神，

我校特舉辦陽光體育冬季長跑活動。

2012年10月15日，莊嚴的升旗儀式結束後，

接著，學生代表發表慷慨激昂的國旗下的講話。緊

接著，由我校伍勁峰副校長主持本次的陽光體育冬

季長跑啟動儀式。他介紹了長跑要求並進行扼要的

安全教育，明確了活動的方向。最後，在趙啓寧校

長等學校領導的帶領下，培英初中七、八、九年級

記培英初中陽光體育冬季長跑啟動儀式
全體師生長整齊有序地進行長跑。其中，長跑的隊

伍分為教師隊伍、學生隊伍，學生隊伍又分為24個

方陣，每個方陣由教師及體育委員帶隊。長長的跑

道上，飄揚的橫幅「陽光體育與祖國同行」、「我

運動　我快樂」與師生並肩健身的身影融為一道美

麗的風景，蔚然大觀。

冬季長跑活動啟動儀式，有利於增進同學們的

運動意識並激發他們對陽光體育的熱愛。為今後的

系列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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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是新學年度開學首日，副市長易中強蒞

臨培英高中調研開學各方面的工作。市教育局賴燕

芬局長、市交通局趙瑞玲副局長、市食藥監局陳中

先副局長、市交管局李泗玲副局長等部門單位負責

人陪同調研。

易中強副市長到培英高中調研新學期開學工作

越，達486人，大幅增加70人，70名新疆生由國家

教育部組織在四川成都統一劃線，100%上重點、本

科線，是全省13所辦班學校唯一100%上重點、本

科的學校，還有兩名同學並列省新疆班理科狀元。

易中強副市長來到新疆預科班，與113名新疆

預科班同學親切交談，代表全市人民向新疆學子們

表示熱烈的歡迎：「江門僑鄉就是你們的第二故

鄉，無論是生活上、學習上有任何困難都可以提出

來，我們一定會想辦法替你們解決。」熱情的新疆

學子們也紛紛向市領導講述了自己對江門的第一印

象，並送上了家鄉帶來的哈密瓜等特產，一時間，

課室內其樂融融，充滿了歡樂的笑聲。

新疆班熱情歡迎易副市長的到來

新疆預科生送上家鄉特色小禮物

易副市長一行參觀了學校的校園，稱讚該校

的環境和校園文化建設，稱其在許多細節上都體現

了濃厚的藝術文化氛圍，對學校的發展表示滿意和

肯定。培英高中建校十八年，師生人數從辦學初的

100人發展到如今的67個教學班、3700名學生的

規模，並成為省一級學校，國家級示範高中，高考

成績不俗，2012年重點、本科上線人數實現大跨

9月10日就是第二十八個教師節，值教師節來臨之際，10日上午，江門市政協主席趙基耀、市人大副主任

葉一鳴帶領市教育局領導蒞臨培英高中，為老師們和同學們送上節日的問候。

趙主席一行參觀了校園，對校園環境建設表示滿意。隨後來到了新疆預科班，預科班的同學送上極具民

族風情的歌舞和表演，感謝江門市委市政府領導一直以來的關心與關懷。趙主席還聽取了學校近年來的發展情

況，對學校的發展表示滿意和肯定。培英高中建校十八年來，今年本科重點人數達486人，大幅增加70人，

70名新疆生由國家教育部組織在四川成都統一劃線，100%上重點、本科線，是全省13所辦班學校唯一100%

上重點、本科的學校，還有兩名同學並列省新疆班理科狀元，為江門市教育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趙主席、	

葉主任還親切地與學校領導、教師代表	

座談，並送上節日慰問金。

市政協主席趙基耀、市人大副主任葉一鳴
臨培英高中慰問教師

市領導與培英高中教師合影預科班學生送上民族特色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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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下午第八

節課，在培英樓三樓會

議廳舉行了我校研究生

工作室第一次全體成員

會議。副校長陳子樂、

教研室主任潘春麗、工

作室秘書郭艷彪、葉華

文及全體成員參加了本

次會議。本次會議由葉

華文主持。

會上，首先陳校長發言，他充分肯定了研究

生工作室成員在過去一年中教研上所取得得突出成

績，同時對全體成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他們

繼續通過研究室這一平台培養優於其他人的意志

力、上進心、良好的工作態度和習慣。接下來，教

研室潘主任發言，她在簡單介紹研究工作室的基本

我校研究生工作室舉行本學期第一次全體成員會議
情況和工作室的優秀成員的基礎上，宣讀和強調了

研究生工作室各項管理制度。然後，研究生工作室

秘書郭艷彪向全體成員做了本學期活動計劃安排。

最後，全體成員合影留念。

研究生工作室秘書葉華文 
主持會議

研究生工作室全體成員合影

2012年9月17日下午，培英高中全體學子精神

煥發、朝氣蓬勃地聚集在學校操場，用嶄新的面貌迎

來了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頒獎大會，學校全體

行政領導出席了典禮，典禮由政教處宋園主任主持。

五星紅旗冉冉升旗，全體師生面向國旗致敬。在

升旗儀式之後，黃飛躍副校長致辭。黃副校長向全校

師生提出要樹立信心，相信自己，勉勵同學們要揚起

自信的風帆，向成功的彼岸進發！

隨後由陳子樂副校長宣讀《培英高中關於表

彰2012—2013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入學成績優

異獎的決定》，馬瑛副校長宣讀《培英高中關於表

彰2011—2012學年度第二學期優秀班主任的決

定》、《江門市三好學生名單》、《培英高中關於表

彰2011-2012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習成績優異獎的決

定	》、《培英高中關於表彰2011-2012學年度第二

學期入學成績優異及學習成績優異獎的決定》、《培

我校舉行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頒獎大會

2012-2013學年第一學期頒獎典禮

學業成績優異獎獲得者

學校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幹部、優秀團員獲得者

江門市三好學生獲得者

英高中關於表彰2011-2012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好學

生、優秀學生幹部、優秀團員的決定》、《培英高中

關於對學校乒乓球隊參加各類比賽取得優異成績進

行表彰的決定》，教導處主任魏羲之宣讀《培英高中

關於表彰2011-2012學年度第二學期獲得學習成績

金、銀、學習成績優異及學習進步獎的決定》，共有

1100人次的教師和學生獲得表彰，全體行政領導為

獲獎的班級、同學頒發獎狀和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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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我高興地手都拍紅

了！」這是預科一班古麗克孜聽到

市離退休老幹部和五邑慈善總會要

贈字典時激動地對身旁老師說的

話。

9月24日下午3時許，市離退

休的老幹部和五邑慈善總會的愛心

人士不顧天氣惡劣仍冒雨前來培英

高級中學，給新疆部預科班的孩子

們送來了新華字典、英漢詞典和保

溫杯。贈書儀式上，馬瑛副校長代

表學校表達對離退休老幹部和五

邑慈善總會一如既往支持的

感謝，也鼓勵學生心懷感恩

之心，用自己優異的成績回

報這些「親人」！市婦聯劉

展紅主席對學生像媽媽一樣

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學習，那

甜美溫暖的笑容溫暖著每個

學生。市區離退休女幹部關

工委陸池主任寄語學生四句

話：內地新疆一家親，團結自律鑄

國魂，喜迎雙節勵壯志，培英高中

育新人。

市離退休的老幹部還表演了

精彩豐呈的節目，《大合唱》，

《老年樂》等節目更是讓學生們感

受到了爺爺奶奶們年輕的心！學生

們也表演了自己精心準備的節目，

手語《感恩的心》和《好男孩》更是

贏得大家的陣陣掌聲。學生代表也

表達了感謝之心、感恩之心、努力

之心，並祝福這些好心的人身體健

康、合家歡樂、心情美麗！

贈書儀式結束後同學們

與離退休老幹部和五邑慈善

總會依依惜別，紛紛表示請

爺爺奶奶們放心，他們將用

自己的成績讓第二個「家」

自豪，讓爺爺奶奶們滿意，

讓第二故鄉驕傲！

老幹部送溫暖  新生送祝福

新疆生表演現代舞

老幹部熱情表演

五邑蒲葵財神會、市離退休女幹部關工委向我校新疆班贈書 老幹部向新疆生贈送書籍

江門日報訊(記者／婁丹)12月12日上午，市教

育系統「誠信立德•廉潔修身」硬筆書法優秀作品

選首發式在培英高中舉行，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周

偉萬出席儀式並講話。

為進一步推進僑鄉基礎教育系統廉政文化建

設，市教育局於去年5月在全市基礎教育系統舉行

了以「誠信立德•廉潔修身」為主題的硬筆書法比

賽。比賽共分行政幹部、教師、高中學生、初中學

生和小學學生五個組。

開賽以來，廣大幹部和師生積極參與，共選送

了780幅作品。經過一年多自下而上的評選，評出

一等獎5名，二等獎10名，三等獎15名，優秀獎

55名，並從中選出83幅作品編輯成書，於2012年

10月8日正式出版。書中作品儘管字體不同，風格

各異，但均圍繞「廉潔、誠信、修身、立德」等主

市教育系統硬筆書法優秀作品選首發
8 3 幅 作 品 倡 德 倡 廉

題，其中不乏作者的原創。

周偉萬在首發式上表示，書中作品寓品德修養

和廉潔教育於藝術之中，集思想性、知識性、藝術

性於一體，不僅是我市廣大教職工和學生開展廉潔

教育教學的好教材，也是我市廣大黨員幹部開展廉

潔教育教育的好教材。

近年來，我市充分發揮廉政文化在黨風廉政建

設中的示範、熏陶、導向作用，積極抓好廉潔文化

「六進」、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建設、「五邑廉潔清

風」先進事跡巡回報告、「五邑清風」反腐倡廉文

藝匯演等工作，廉政文化建設取得了可喜成績，影

響力、滲透力不斷增強。明年我市將全面鋪開廉潔

城市建設工作，加大廉政文化作品傳播力度，推動

廉潔文化深入社會各個領域，進一步豐富反腐倡廉

教育的載體形式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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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高中文藝匯演
全 場 h i g h 起 來

江門日報訊(記者/婁丹　通訊員/曾麗嫦)

「這次文藝匯演，真是好看極了！高三師姐的

那只《柑普茶》好有古典味道！」培英高中的吳同

學意猶未盡地說。近日，培英高中舉辦了2012年文

藝匯演，3500多師生暢享了一場文藝盛宴。

高二音樂班的樂隊拉開了活動的序幕。女歌手

高亢的嗓音讓現場的氣氛很快h i g h起來。高一(9 )

班的節目充滿智慧與創新，一套別出心裁的廣播體

操瞬間征服了全場師生，贏得了全場經久不息的掌

聲。新疆班同學帶來的民族舞蹈《天山姑娘》，將

時代氣息與民族特色結合得非常完美。高三舞蹈生

的舞蹈《柑普茶》曾多次獲得省市比賽獎項，在這

次匯演中，更讓全校師生大開眼界。

據介紹，作為以體藝特色見長的高中，該校每

年都會舉行文藝匯演，給學生搭建一個展示才能的

舞台，「文藝匯演是我們每年的必備節目，全校師

生都熱切期待，各班早早就積極準備、排練。」負

責這次節目編排的朱珊珊老師說。

昨天是伊斯蘭少數民族傳統節日— 古爾邦

節。昨天下午，市政府黨組成員容福華、五邑慈善會

會長蔣進、市教育局黨委書記李靄康等來到培英高

中，與該校400多名新疆班學生一起歡度節日。

當天，首批80名新疆

班受助學生從五邑慈善會會

長們手中接到每人1000元

助學金，這些會長有江門市

中盈融資擔保有限公司董事

長陳燕旭、廣東名優電梯工

程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偉平、

江門市龍駿置業有限公司董

事長蘇啓超等，現場還確定

資助培英高中新疆班學生

將成為五邑慈善會的長期行

為。此外，容福華、李靄康

也為全體新疆班學生帶來了

節日的問候，為他們每人贈

送了一件棉大衣。

培英高中校長何迪川

向在座嘉賓介紹了該校自

開辦新疆班以來所取得的

成績。據悉，在參加了高考的4屆新疆班學生中，考

上本科的高達98%以上，其中今年該校伊斯坎達和

古麗努爾兩位同學並列省新疆班理科的狀元。

「我很榮幸能代表全體新疆班同學在此發言，

蔣伯伯您是否記得，我是今年4月16日您來學校參

觀時與您交流的新疆學生迪力努爾。」在領取助學

金後，來自新疆喀什地區的迪力努爾在台上向大家

說起她是如何通過新疆班學生郵局與蔣進結緣的。

新疆班學生歡度古爾邦節
五邑慈善會送來特別的禮物

江門日報訊（記者/丁田發）

原來，今年她曾以新疆班學生郵局的名義給蔣進寄

過一封信，愛好集郵的蔣進就是通過這封信與新疆

班學生結緣的。

「得知新疆班學生學習這麼刻苦、努力，而且

有一部分學生家庭條件比較困難，很想幫助你們解

決一些學習上的後顧之憂。」蔣進說，五邑慈善會

成立後以「助學」為重點，成立3年來已有近3000

名貧困學子得到了該會的資助。

「我是一個已經退休的老

人，生活中我也喜歡集郵。」

蔣進在向該校贈送了200 0年

至今的精美郵冊後動情地說，

他收集了從1 9 4 9年到1 9 9 9

年半個世紀的郵票，之後半個

世紀的郵票則寄託於新疆班學

生郵局為其繼續完成。聽到這

裡，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儀式後，學生們在清真飯堂內和與會嘉賓們一

同享用晚宴，大家有說有笑，互相傳遞並延續著這

份美好的節日祝福。

容福華廳長向學生贈送
節日禮物

蔣進會長致辭

李靄康書記向學生贈送
節日禮物

五邑慈善會資助新疆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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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慶祝 同學們簽下自己的莊嚴承諾

2012年10月18日下午，培英

高中操場上傳來動人的音樂—《感

恩的心》，不少同學眼圈紅紅，全場

沈浸在無比溫馨的氣氛中。原來高

三年級正在舉行隆重的成人宣誓活

動，學生正在向家長敬獻鮮花，感

謝父母十八年來的養育之恩，家長

也把成人禮物交到學生手中，祝福

孩子從此開啓新的人生，不少父母

和孩子緊緊抱在一起，台上親情融

融，台下感動連連。接著，家長和

班主任一起，把一封封飽含家長心血的家書親手交

到孩子手中，那是每個家長對自己子女十八歲殷切

的期望。在接下來的儀式中，學生代表上台表達了

成年心聲，表示一定不

負家長老師期望，更加

明確肩上責任，全力拼

搏，爭取以優異的高考

成績回報社會。家長代

表聲音哽咽，回顧十八

年來養育子女的不易，

更加希望孩子成年後更

加懂事，做一個有利於

社會的人。教師代表和

學校領導都寄語高三全

體同學，希望大家學會

十八歲，我們肩負責任，十八歲，我們信心滿懷
— 培 英 高 中 2 0 1 3 屆 學 生 成 人 宣 誓 儀 式

感恩，學會思考，努力學習，報效

祖國。		 	

據悉，培英高中在認真落實《關

於開展201 2年「江門市成人宣誓

日」系列活動要求》中，得到了團

市委、教育局、市學生聯合會的大

力幫助。通過這次活動，讓學生感

覺父母濃濃的愛意和師長恩切的希

望，更加堅定自己人生理想，正如

高三(6 )班陳婷同學所說的：「當我

舉起右手，面對國旗宣誓時，我的

心一剎那間變得無比勇敢和堅強，我覺得再苦再累

的學習也不怕了。」家長們也紛紛表示，這樣的教育

活動開展不錯，對孩子是個很好的教育。主管高三

年級工作的黃飛躍副校長也認為，成年系列活動不

僅限於此，還將繼續深入開展下去，要把學生的責

任、理想、奮鬥完善結合起來，

要為社會培養更多的合格公

民。最後，在長達八米

的橫幅上每個學生

莊嚴簽下自己

的名字，寫下

了十八歲青春

的諾言。

同學們向家長獻花

培英高中舉行2012年成人宣誓儀式

江 門 培 英 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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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給班主任搭建一個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的

平台，探索班級工作的新經驗、新方法，提高教育

學生和班級管理的能力。我校於11月19日下午，隆

重舉行了「培英高中首屆班主任專業能力大賽—

成長故事敘述比賽」。

學校領導馬瑛、陳子樂、政教處主任宋園及部

分中層領導出席。全校教師出席了大賽。大賽由潘小

香、胡祖谷、廖怡丙、林月文、李艷芳擔任評委。

大賽政教處精心組織，張宇虹老師主持。大賽開

始之前，政教處楊燈峰副主任講話。

在講述成長故事時，有的選手機智鎮定，有的選

手幽默風趣。現場再現了他們與學生間真實感人的故

事，體現個人的教育智慧，贏得了台下陣陣掌聲。

愛心似春雨沁人心脾　智慧似活水澆灌幼苗
— 我 校 首 屆 班 主 任 專 業 能 力 大 賽 隆 重 舉 行

附獲獎選手名單：

三等獎：

新疆部　　　姚弘宇

高二年級　　程麗燕、趙杏玲

高一年級　　劉春耀、蔡福金、黃靈藝、凌穎

二等獎：

高二年級　　柯菲菲、扶正波、胡茂軍、譚燕

一等獎：

高一年級　　李江暉

新疆部　　　許丹純

經過激烈的角逐，許丹純老師和李江暉老師獲

得了本次大賽的一等獎。高二年級獲得組織獎。

本次活動，充分展示出我校班主任專業素養和

教育管理智慧。正如獲獎選手們在總結參賽感想時所

表達的心聲：這是一場教育思想的盛宴。是學習他人

經驗和促進個人成長一個難得的機會；豐富了班主任

的工作經歷，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學有所得，學無止

境。我們相信班主任能力大賽僅僅是一個序幕，必將

在我校掀起新一輪班主任專業能力水平競技高潮，推

動班主任隊伍的建設步入新的階段。

一等獎獲得者

三等獎獲得者二等獎獲得者

我校舉行首屆班主任專業能力大賽

江 門 培 英 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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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教授一行還參觀了校園，對學校濃郁的校園

文化大加讚賞。隨後

他們還來到了新疆班

郵局，並為其題字，

蔡教授寫下了「向新

疆同學問好　全國民

族團結 	 祝新疆班郵

局越辦越好」的祝福

語，祝願學校校運昌

隆，同學學業進步。

201 2年11月21日，

在培英校董會首長蔡建中教

授、蘇棉煥醫生、李華斌先

生和潘漢松先生的陪同下，

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陳梓

勝校友蒞臨我校進行學術講

座。我校高一、高二學生和

培英初中、小學的同學參加

了講座，陳子樂副校長主

持。

陳梓勝學長於1930年出生在台山三合，1946

在台山培英初級中學畢業，其後經過了不少的波

折、不斷的努力，終獲電機工程學碩士學位，到美

國任電子工程師30多年。陳學長結合自己的成長、

讀書的經歷，深入淺出，在座的同學都被陳學長兢

兢業業、刻苦上進的精神所感染，陳學長鼓勵全體

的培英學子要努力學習，報效國家。陳學長還與同

學們進行了互動，氣氛熱烈，陳學長當場寫下自己

的郵箱地址，希望同學們多來信，增進培英校友之

間的交流。

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陳梓勝校友
莅臨我校進行學術講座

陳梓勝學長 蔡建中教授為新疆班郵局題字

課題組主持人郭艷彪做開題報告 課題組成員合影留念

培英校友合影

12月3日下午第八節課，我校心理教師郭艷彪

老師主持的2012江門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心

理社團建設及其對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開題

報告會在科學樓101舉行，課題組全體成員以及高

一、高二年級的班主任參與了本次開題報告會。開

題報告會由心理教師李艷芳主持。

開題報告會上，首先由副校長陳子樂宣讀了

課題立項文件，然後課題主持人郭艷彪做了開題報

我校舉行江門市2012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
開題報告會

告。接下來李艷芳老師結合該課題，向課題組成員

介紹了我校心理協會的一些基本情況。然後全體課

題組成員對課題進行了討論交流。最後，課題組全

體成員合影留念。

據悉，本年度立項的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共

有72個，中小學校只有4個課題成功立項，我校郭

艷彪老師立項的課題就是其中之一。

江 門 培 英 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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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市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活動課比賽在培英高中舉行

我校郭艷彪老師上課與學生互動

江門市中小學心理健康
教育活動課比賽(高中組)在我校舉行

為了進一步提高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的針對性

和實效性，推動我市中小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再

上新水平，江門市教育局舉辦了全市中小學心理健

康教育活動課比賽。本次比賽分為小學、初中和高

中三個組別，高中組的比賽由我校承辦。各市、區

教育局的領導以及觀摩老師共130多人參與了本次

活動課比賽。

高中組的比賽以人際交往和團隊協作主題，來

自江門五邑地區的8名高中心理教師分別從同學溝

通、異性交往、親子溝通、團隊協作等不同角度設

計課程，運用遊戲、故事、小測試、分享討論等多

種方式授課，給現場觀摩教師帶來精神的盛宴。比

賽結束以後，擔任本次評委的江門市職業技術學院

教育系副主任張富洪對每一位選手講課的優、缺點

進行了客觀而詳細的評價，使得所有在場的老師受

益匪淺。

經過激烈的角逐，江門一中的吳慧賢老師更

勝一籌，獲得第一名，我校的郭艷彪老師也發揮出

色，獲得第二名的好成績。

活動課現場觀摩教師認真觀看

江 門 培 英 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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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關注事項（2012-2013）

教師專業發展日

一 . 優化新高中發展
1.	 參考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表現，重新

調適高中課程，以提高學教效能。

2.	 重整初中課程，檢討及優化各有關科目的教學內

容及教學策略，使能更順暢地銜接高中，發展縱

向課程。

3.	 優化全校語文政策，包括「優化提升英語水平計

劃」、「英語遍校園計劃」及「以普通話教授中

國語文計劃」等，為升讀高中奠定良好的語文基

礎。

4.	 從課時、人手、資源等各方面協助鞏固四個核心

科目，強化學生的學習信心。

二 . 加強學生的領袖訓練
1.	 進一步推動「其他學習經歷」，盡量讓學生參與

籌辦活動，發展學生自主領導及組織能力。

2.	 利用網頁、刊物、壁報、集會等不同渠道表揚優

異學生，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自尊感。

3.	 推行各項領袖訓練課程，推薦學生參加各類競

賽。

4.	 各科組提供實習平台，強化學生的責任感和自主

自律，發揮學生的領袖素質。

三 . 建構神人共悅的博雅校園
1.	 深化健康校園的成

效，營造積極正面

的校園氛圍。

2.	 積極培訓信徒學生

領袖，凝聚基督徒

師生隊，彼此分

享，互相關顧，在

校園內活出基督，

作生命見證。

3.	 協力美化校園環境，提升學校網頁的美觀性及創

意性。

4.	 善用各種渠道，竭力加強社區聯繫，並組織學生

參與區內各類活動，鞏固學校的社區形象。

2013年1月14日為本年度教師專業發展的肇始，是次專業發展的主

題為「正向心理學」。是日上午，英國註冊營養師李鎧而小姐蒞臨，就

食物營養及食物減壓方法兩方面提供寶貴的知識，令與會者掌握正確的

生活資訊。下午，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中心的姚穎詩姑娘以互動

講座的形式，就「正向心理學」的原理及應用性予以指導。

「正向心理學」的重要理念，

就是懂得在個人的思想、心態、信

念、情感、目標、行為和關係的改

變以達致真正及長遠的快樂，在生

活中得到滿足感，並把這生活態度

感染身邊的人，包括校園同儕。期

望這次培訓能令教師們掌握「正向

心理學」的理念，支援學生達到長

遠的健康的成長發展。
姚穎詩姑娘的分享

2012-2013 培英大使

同工們積極的參與

令人費煞思量的問題

社工也熱心地協助 寓學習於遊戲

「南區傑出學生」：
6A 張凱媚、5A 譚燦威、
4A 王浚銘及3A 陳梓筠

香 港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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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宗教組的主題是：「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這段《聖經‧彌迦書》的經

文是先知對當時社會不公(窮人受地主壓迫、孤兒寡

婦的財產被侵吞)的處境，向人提出的要求。對今天

中學生來說，回應的方式絕不止於上街抗爭，感謝神

讓培英的同學有機會參與「柬埔寨交流體驗」，並在

開學禮上跟全校同學分享。當地孤兒的處境或多或少

是由社會不公義所造成，同學有機會親身服事孤兒，

體現經文「行公義，好憐憫」的同時，也對世界、對

自己多了認識，生命有所成長，並藉此勉勵其他同

學。

「行公義，好憐憫」的基礎，就是悔改，存謙卑

的心與上主結連。十月校內佈道會，在撒該與主相遇

的一幕裡面，我們認定主耶穌的接納和拯救，像祂呼

喚撒該的名字一樣，祂也呼喚培英裡的每一個人，祂

全然認識我們每一個。當日有50多位同學回轉，領

受這份救恩。感謝神預備了有承擔的老師積極帶領同

宗教組
 劉洛恒老師

學返教會，讓不少同學穩定地參與教會生活，在真理

中成長。

十二月，我們除了在聖誕節崇拜會中，以「最好

的禮物一和平之君」為題，讓同學思考聖誕真義，

學生團契職員更於午膳時間舉行J e s u s C a f é，與30
多位同學一同分享食物、玩遊戲，在輕鬆的氣氛下一

同認識耶穌。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教職員團契，除了學生有靈性

上的需要，老師受父神託付，培育學生生命，實在很

需要清楚神的心意，認請教學使命的方向和內容。本

學年，老師團隊同心尋索從上主而來的教育異象，繼

上次探討「教育工作的意義」的團契聚會後，盼接下

來的幾個月裡，從「負責、卓越、有情、良善」這四

重職事，與同工們一起反省教育工作。

回顧這一個學期，在同學、在老師生命裡的種種

經歷，全是神的恩典，願一切榮耀歸予至高神，求神

教我們繼續學習心存謙卑，與祂同行。

家校發展組
黃麗婷老師

培英蒙神滿滿的祝福，我們有一群非常支持學

校的家長。他們委身事奉，不但籌備不同的活動維

繫家長、學生及老師間的關係，還非常樂意協助學

校進行推廣及發展性的工作。

義工家長協助南區中學巡禮活動

2012年12月18日我們

舉行了聖誕聯歡盆菜晚宴，校

監蘇牧師更在席間高歌一曲，

贏得熱烈的掌聲。此外，基富

堂的同工、執事及十多弟兄姊

妹也一同參與當晚的活動，真

是培英一家親。

一眾工作人員晚會後大合照

周保華主席送出現金
券作為抽獎禮物

教會也捧場！ 蘇校監一展歌喉，
全場掌聲如雷。

2012年12月19日我們一眾委員及長期義工家

長齊齊出席校友聖誕聯歡餐舞會，當晚更有家長中

頭獎，贏得兩張機票。

家長委員梁少娥女士及李曼莉女士向
全體師生講話

委員何綿基先生
回校分享並獲學
生會代表致送感
謝狀

2012年12月10至14日為本年度敬師周，家教

會聯同學生會合辦敬師活動：家教會派出三位委員

代表於高、初中早會時段向全體老師表示敬意，另

外更給老師贈送水果以示感激。

香 港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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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榮膺香港島十大傑出學生，是對個人的學業成績、校內外服務的一

分肯定，亦再一次證明母校全人發展理念，充分協助同學克服、跨過一個又

一個難關。「白綠旗下良師益友」，在各次遴選和面試中，老師們都能從面

試技巧，個人心理質素輔導，以致各方面的支持與鼓勵，謹向一眾師長致以

感謝和敬意。

今次的面試過程亦給了我具深層意義的啟發。我能夠吸收到其他同學對

不同社會議題的看法，而這些意見引導我個人的新思考方向。今後我在領袖

工作、政團工作和社會服務中，都會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作考慮，務求讓決定

獲得廣泛認受。

最後我鼓勵一眾的學弟學妹，本着「白綠兒猛着祖鞭」的精神，勇於參

與不同類型的比賽，一來增加自己的人生經驗，二來為我母校再添光榮。

學生領袖發展組
香 港 島 十 大 傑 出 學 生

6A　莫灝哲

6A莫灝哲同學除了榮獲南區優秀
學生及香港島優秀學生外，同時
獲得香港島十大傑出學生

4A王俊銘同學榮獲南區優秀學生
及香港島優秀學生 4A王浚銘同學(後排右五)與其他香港島優秀學生拍照留念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張眉鳳老師

本組今年的主要工作目標是希望學生健康成

長，鼓勵他們多關心社會，提高國民意識，關注地

球環境等。

9月開學初，本組即安排中三全級學生參觀香港

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以了解吸毒之禍害。11月，

本校參與了「誠信跨世代」南區倡廉活動—廉政

行動日。此外，本組會在2月份邀請樂施會到校舉辦

「糧食公義與貧窮」講座。

推行國民教育科是今年教育界的一大議題，本

校學生非常關注事件，無論在課堂內外，亦經常討

論。而本組舉辦國民教育活動，旨讓學生認識祖國

文化及國家發展

情況，提高國民

身分認同。今年

的「中國周」，

本 組 便 以 「 香

港回歸十五年」

為主題，讓學生

透過參與遊戲活

動和比賽，多關

注中國和香港社

會、政治及歷史

文化。

應否開設「國民教育科」？請同學多思考！ 「廉政行動日」展板及攤位遊戲

香 港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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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曾金榮老師

本組於10月19至21日，於大埔林村愛丁堡公爵訓練營舉行風紀組訓練營，透過各項具挑戰性的活動來提

升學員自信心及團隊精神。以下是其中兩名隊員參與活動後的感想：

陳映竹　5A

時光匆匆，轉眼間一年一次的風紀訓練營

已經結束了。「挑戰能磨練出人類潛藏的堅韌

意志」，三天兩夜的訓練生活證明著這句話的

可信度。從驚險的高空繩網陣到計時完成的軍

用障礙賽，我們一個接一個的完成了原本看似

不可能的任務。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的成長都是這般悄然

無聲，等我們驚覺訓練已接近尾聲，才發現原

來自己竟可以如此投入，投入到有勇氣一再地

挑戰和嘗試，在一次次的磨練中學到更多領袖

該具備的特質，開發自己尚未被發現的潛能。

離開的時候，才明白到這一次的訓練，給了我

們太多踏出第一步的機會。藉著這些挑戰，我

們才能向一個更自信的自己、更願意承擔、願

意付出、願意犧牲的自己邁出重要的一步，成

就一個更優秀的自己。

劉芷盈　2A

這次風紀訓練營讓我們一起經歷了很多不

同的訓練和考驗。每一個活動背後都有不同的

目的，當中令我最深刻畢生難忘的活動–	團

隊繩網，也是在組長的幫助下才能順利完成，

我真是很感激這位組長的幫助。

其實這個訓練營令我得益很多，我學懂了

無論進行甚麼活動都很需要團隊精神，還要有

自信心。盼望在未來我能成為一位充滿自信的

出色風紀員。

大合照

繩網

紥作活動

香 港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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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年都有十多位新來港的學生，為協助

這些學生在香港建立互助網絡及社區聯繫，及早適

應香港的生活，輔導組首先於9月舉辦「插班生迎

新會」。我們邀請了13位中一至中四級插班生及

新移民學生出席，活動能使新生認識本校園，也增

進新同學間的友誼。新移民英語補習班逢星期三放

學後進行，每堂一小時，今年由本校聘請的全職教

學助理任教，學生與導師關係良好，表現也積極。	

12月本組又率領新生參觀香港的旅遊點：香港中央

圖書館、太空館、尖沙咀海旁及天際100香港觀景

台等，他們都感到非常興奮，體驗「東方之珠」的美

譽，進而加強對

香港的歸屬感。

此外，有1 5位學

生獲得新家園協

會頒贈「新家園世

茂助學金」，以紓

緩這些新來港學

生的經濟壓力。

輔導組
何聰琪老師

參與的機會，建

立正確的性態度

和觀念，學會保

護自己的身體和

尊重別人。此外

我們又透過小組

活動，提升學生

的領袖才能及自

信心，例如「山

藝 領 袖 訓 練 計

劃」就是讓學生

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及溝通

技巧，經過五次小組及兩

次理論課，14位中四學

生於11月由社工帶領進

行了兩次山藝實習，並獲

得香港山藝協會頒發一級

山藝證書。

本 組 今 年 以「 正 向

心理」為主題目標，推

行「青年步樂– 正向

心理培訓計劃」，計劃包

括學生、老師及家長層面。在學生層面上，9月及

11月有兩次的週會講座：「正向心理」及「逆境自強

–傑出青年汪明欣小姐分享講座」，讓學生認識正

向心理的概念，並能建立正能量及積極的人生觀。

與會學生表現認真和投入聽講，更有不少學生站起

來邊拍手邊與汪明欣小姐合唱《奇異恩典》。小組活

動仍有「好友型」共融大使計劃，共有22位學生參

加，使他們認識正向心理的概念，以建立組員的自

信心及自我形象。至於家長層面，我們藉家長教師

會會員大會的時間，舉辦「向子女說『得』–正

向心理家長教育講座」，當天有93個家庭的家長出

席，讓他們認識了正向心理學的理念，也學會讚賞

和鼓勵的重要。

向子女說『得』─ 正向心理家長教育講座

同學和社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門
前留影

歡欣的太空館之旅
在尖沙咀鐘樓前留
下愉快的回憶

陳映竹同學與新家園協會會長許榮茂先生合影

除了新生的適應輔導，培育青少年健康成長，

使他們能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觀也是本

組的工作。我們繼續邀請「護苗基金」為中一級學生

舉辦性教育活動，工作坊分班進行，讓同學有更多

經過艱辛的行程，同學與導師終能
攀至頂峯

1D班兩位同學獲得最多
「我最欣賞你」貼紙，因
而贏取大獎

香 港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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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致力推動學生多元學習，擴闊他們的視野，本校上學年曾舉辦不少遊學團，包括升就組的廣州番禺文化

考察團(5/4-6/4)、中國語文科的福建廈門、泉州文化考察團(25/6-28/6)、通識科的北京清華大學中國國情

研修課程(24/6-30/6)、義工小組的河源文化遺產考察團(4/7-8/7)和健康校園小組的柬埔寨義工及文化交流

團(21/7-26/7)，可謂多姿多采，各有特色。以下是兩位同學參與福建廈門、泉州文化考察團後的分享：

多元學習  擴闊視野      
 許榮中老師

福建廈門考察遊
6B陳嘉姬                                                        

經過是次的考察活動，我對廈

門的歷史文化有進一步的了解。廈門

的發展、教育，大多圍繞一位名叫陳

嘉庚的名人。這位華僑在事業成功後

回到自己的家鄉，興建學校，創辦集

美學村，現時集美學村已成為福建省

「十佳」風景區之一。而後人為了紀

念和表揚陳嘉庚先生，興建了多所紀

念館，館內詳細介紹講述陳嘉庚先生

的生平，凸顯出陳嘉庚先生對廈門的

重要，還與廈門的歷史文化緊緊相

連。

來到福建土樓又是另一番光景，

土樓附近居住的都是純樸、熱情的居

民。他們一盡地主之誼帶領我們穿過

土樓內的窄巷橫廊，不厭其煩地解答

我們的疑問，如此親切的款待令我留

下深刻的印象。透過當地居民的仔

細介紹，原來土樓內有「通天洞」

呢！別被這名所騙，這裏指的「通天

洞」，其實是通往上一層的一個小

洞，並不是通往天上的。不過這設計

確實特別得使人有點疑惑，這個「通

天洞」究竟有何作用？真是難以解

答。雖然土樓的外貌並不華麗高貴，

但卻擁有紥實的防衛系統。厚實的土

牆不讓子彈穿入，還可抵擋炮彈！大

門設有滅火水槽，火災時可有極大用

途。土樓內還有秘密通道，通往附近

土樓或田野，在遇襲時居民便能迅速

逃離。這些偉大的構建使我大感驚

嘆！想不到古時的建築能如此精細且

具智慧。在各博物館和導遊口中得

知，因福建與台灣鄰近，不論在歷史

文化或飲食等方面，都受到影響，使

兩地的傳統習俗或歷史有着不可或缺

的關連。

是次考察透過不同類型的博物館

和建築，讓我們了解到福建的歷史和

近年迅速上升的經濟，就是在自理獨

立方面及同學間的相處之道也有所進

益。

世界文化遺產–土樓           
  6F區雪瑩

參觀「土樓」，是我們期待

的。

前往土樓沿路處處是植茶耕

地，涼風迎面吹來，非常舒適。

導遊帶我們參觀二宜樓時，

我們看到不少居民開設的商鋪，那

裏售賣一些特色商品，真正是生於

土樓、居於土樓、工作於土樓。二

宜樓這座圓形的建築物，給我的感

覺就像一個蒙古包，冬暖夏涼，是

一個好居所，樓內是自家天地，樓

外是綠色田園，宜內宜外，確是寫

意。樓內設有水井，豎立著許多兩

米多高的石柱，用來晾曬衣服及農

作物。

我們走到二樓參觀，每所房間

都有一扇古老木門，往內窺看，桌

上居然放了一台電腦，心想：現今

的生活總是離不開電子科技。在這

裏，我們聽到不少蟬鳴，恬靜怡人

的生活是繁忙城市人所渴望的。參

觀期間，居民相聚一起品茗聊天，

十分閒適，雖然我並不明白他們在

說甚麼，但看到他們愉快的表情，

總令人羨慕。

到了南陽樓，那裏的居民十分

熱情，不停叫我們喝茶及吃花生，

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為蠅頭小利，

而是出自好客之心，他們看到我們

汗流浹背，便按動風扇，讓我們降

溫，真令人感動。

每座土樓外都有傳聲洞，以召

喚家人應門；同學都感好奇，走到

傳聲洞大喊，裏面果然聽到悅耳的

聲音，大家爭相試音，頓時整座土

樓都洋溢着廣東語音。

一天的土樓旅程，最難忘的

是當地居民的熱情和土樓的建築，

而令我最嚮往的是那愉快的田園生

活。

參觀紡織印染廠

同學於土樓品茗及吃花生

北京胡同吃冰棒

跟當地孩童作遊戲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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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與多個校外機構合作，於

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期間

舉辦多個升學講座、參觀活動及工

作坊，為畢業班學生提供多元出路

資訊，增加自我了解，並探索未來

升學及就業路向。

講座：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選科策略

 	內地升學及「專上課程電子預先

報名平台」

 	職業訓練局中六以上程度課程

除了上述各項喜事外，勰社一如以往趁著靈修

月會教職員濟

濟一堂時，為

該月生日的同

儕 送 上 小 心

意，讓培英同

工互相祝福，

時時刻刻充滿

著大家庭的歡

樂！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林慶文老師

全體中六學生已完成了由中

文大學教育學院授權使用的「香港

事業興趣測驗」，協助評估職業性

向，提供升學及職業路向基礎資

訊，亦有助老師進行高中學生「個

人生涯規劃」輔導工作。

羅永祥博士(香島專
科學校校長)(左)於
簡介會後獲贈錦旗

本組老師與參觀的中五同學於高等法院門外
合照

本組老師與參觀「臺灣高等教育展
2012」的中六家長及同學合照

本組老師與部分參觀「香港演藝學
院」的中六同學合照

梁校長話別培英，勰社特意籌辦惜別會以表依

依。當晚家長、老師、職工、學生近百人聚首禮堂

盡訴離情。為了訴離情、表祝福，陳錦昌署理校長

領唱《祝福》、家教會委員亦邀請梁校長合唱另一版

本《祝福》，為惜別會添加一份溫情！勰社特意整理

梁校長多年來的照片，將這些美滿回憶儲存在電子

相架裡，贈予梁校長以作紀念。我們知道，這份情

誼將會一直延續下去。

勰社
廖震宇老師

本年度同工喜慶事浪接浪！黃

嘉燕老師在十二月締結美滿良緣，

而蘇泳儀老師及梁嘉惠老師分別在

七月和十二月誕下千

金。勰社集合同工心

意，祝賀三位老師在

人生新階段繼續得享

美滿、快樂！

勰社小小心意，祝賀同工生日快樂！梁校長在惜別會上與家教會委員合唱

蘇泳儀老師的千金(左)，
梁嘉惠老師的千金(右)。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副學

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課程

 	學生學習概覽	(中五級)

參觀：

 	本地各大專院校開放日

 	高等法院	(中五級)

 	臺灣高等教育展2012

 	內地高等教育展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

 	香港演藝學院課程資訊日2012

工作坊：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登記

 	香港事業興趣測驗：互聯網版本

 	面試技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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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11學年裏，劉洛恒老師、黃麗婷老師

與我一同參與了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教育研

究所為教育局舉辦之「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

培訓課程。在課程的第二及第三階段，我們選擇以導

師關俊棠神父帶領的「心靈教育」為進路之生命教

育，作為規劃課程及反思實踐的學習切入點。我們三

人輪流到香港中文大學參與理論課堂，汲取知識及他

校經驗；又到了其他參與學校進行觀課活動。而我最

深刻體會的，莫過於參加了五日四夜的「臺灣生命教

育交流團」，走訪了當地幾個辦學團體及機構，了解

當地的文化氛圍如何系統地促進生命教育的推展。

若要在生命教育課中啟發青少年活潑的心靈素

質，真的殊不簡單，皆因在資訊科技爆炸和知識傾瀉

的年代，人的靈性都被潮流之物密不透風地覆蓋過

來。心靈教育的目標，乃在於培養學生能夠在自處和

群居中，發現生命中的超越性( t r anscendence)，觸
碰到生命裏的神聖(sacredness)，以及與眾生建立起
連結的關係(connec tedness)。為了讓學生能感動心
靈，於這兩個學年期間，我曾在生命教育課中設計了

數次活動，都在基督教節期內進行的，其中包括耶穌

受苦節前四旬期實踐的「濯足禮儀」，以及聖誕節前

將臨期的「心靈馬槽」。

濯 足 活 動 可

說 是 教 會 禮 儀 的

「平民版本」，在

現今大公教會或建

制教會內，仍有神

職人員仿傚耶穌為

信眾洗腳，可見其

意義重大。在課堂

內，我會先宣讀彼

此濯足的起源，乃

出自《聖經‧約翰

福音》「我是你

們的主，你們的

老師，尚且洗你

們的腳，你們也

應當彼此洗腳。

我給你們作了榜

樣，為要你們照

着我為你們所做

的去做。」然後

便著學生二人一

組，一人先被老

師洗腳，再學習為同伴服侍和付出，洗對方的腳。最

初，學生們都大感詫異，既難為情又不好意思，可是

當他們看見老師真的幫同學洗腳時，他們才肯衝破枷

鎖，讓彼此得享這美好的體驗。

另一活動是「心靈馬槽」，課堂設計的基礎，

源自《聖經‧路加福音》「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

着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給你們的記號。」活動開

始，我預備了一個膠箱和一些廢紙，著學生把廢紙撕

成幼條，充當「禾稈」，放滿於膠箱內，象徵為聖嬰

預備安舒的誕生之所。活動卻非在這刻結束，我邀請

學生用幾分鐘時間靜默，幻想那個經長年累月混和了

牲畜草糧及唾液的「馬槽」，究竟是個怎麼樣的惡

劣地方？跟著，他們要嘗試憶念一個久久無法原諒的

人或事，並在其中一條

「禾稈」上，用筆寫上

自己欲饒恕的對象，再

把這紙條混入「馬槽」

內。最後，老師燃點蠟

燭，大家圍著蠟燭禱告

和祝願，期望自己能真

正放下心高氣傲，學習

上主的卑微。

透過課堂活動，學生可經驗自身生命的超越性，

明白自己並非整個宇宙的中心，我們多走一步，可以

改造這世界多一點。以心靈教育為進路的生命教育

課，較適合於高年級課堂施行，師生之間需要有較充

分的互信關係，致令學生在自生抉擇的基礎上，培養

心靈素質。倘若要青少年人捨棄自我中心，作為教師

的我們需要先放下身段，以致學生能最終體會上主無

條件的愛的接納和禮讚。雖然，在真正的課堂實踐

中，並非百分之百能達到預期的成果，但那份真摯和

互相尊重的精神，打破了我與他人的疏離感，亦讓我

不再與自己為敵，學會愛自己。最重要的是，心靈教

育總離不開接近愛我們的上主，正因為上主是個靈，

學生在靈性上的滋潤，需要認識祂、活像祂。我嘗試

以教會的節期，作為設計課堂活動的核心元素，具體

地經驗基督的謙卑而進入祂的神聖，讓學生明白到生

命的強壯不在乎對權力的盲目追捧，反而是要人拋開

無謂的尊嚴，學習犧牲，在微小之處實現和平。

心靈教育的生命教育分享點滴
吳嘉民老師

劉洛恒老師及吳嘉民老師於「臺灣生命教育交流團」與
他校老師及導師關俊棠神父留影。

在「濯足禮儀」活動上，老師為
學生洗腳，學習彼此服侍。

透過「心靈馬槽」讓學生甘
處卑微，學習饒恕。

學生把濯足後的生命反思和具體的
實踐計劃，記在那「潔淨的腳板」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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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劉秀容老師

根據教育局發出之增值指標數據，中國語文及

文化科於2011-2012年度高考中獲得九級增值，成

績為同區學校中最高增值的學校，學生於考試成績

有優異表現，為文化科畫上完美的句號。

本科自去年開始實施普教中，經過一年的摸

索後，今年同工的參與更多，為了增加老師間交流

之機會，今年校方為中一及中二級老師安排了兩節

集體備課節，讓同工分享教學經驗。香港教育學院

課堂學習中心副總監鄭志強博士早於八月底蒞臨本

校，參與本科第一次科務會議，為科務提供寶貴意

見。九月底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諶蕾主任訪校，

林淑芬副校長、劉秀容老師及張秋芳老師向諶主任

匯報本校施行普教中之情況。十一月底林淑芬副校

長及張秋芳老師亦分別到佛山及天津進行普通話教

學交流活動。

今年六月，本科四位老師帶領數十位學生參加

「福建廈門、泉州文化交流團」，希望透過是次活

動增加同學對中國建築文化的認識，近距離欣賞土

樓的建築，體會中國文化中「天圓地方」的哲學理

念；而四天的旅程中，更到鼓浪嶼遊覽，由於鼓浪

嶼曾是外國領使館集中地，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令

學生大開眼界。

九月廿八日，本

科舉辦了一年一度的

中秋綵燈會。操場上

掛滿了色彩繽紛的燈

籠，每個燈籠底部都

掛了一張燈謎謎題，

只要答對若干題目便

可得精美禮品。學生

們為了展示實力和贏

取 禮 物 ， 都 絞 盡 腦

汁，好不容易才猜對

幾題，心滿意足地換

取禮品去。

為了讓學生積極備戰文憑試，本科特於二月舉

行「文憑試應試講座」，林淑芬副校長、梁達峰老

師及劉秀容老師就卷一、卷二及卷五為同學講解應

試技巧，既為他們注入強心針，亦為公開試作最後

衝刺。

中秋佳節，齊來猜燈謎。

3C班鄧天穎同學取得
「親親我家」作文比
賽初中組冠軍

4A班王浚銘同學(左)4A班
李 瑋 崇 同 學 ( 右 ) 獲 得 中 國
語文菁英計畫2011-2012 
「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中
學組「菁英銅獎」

出發到福建前大合照

同學在土樓中體會何謂「天圓地方」

香 港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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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partment 
English Society

Ms Li Ka Ki

A family photo of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The English Corner aims to provide a leisure and 
enjoyable atmosphere fo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outside regular English lessons. Students can learn 
English through activities such as singing English 
songs, playing English board games like Scrabble and 
Pictionary, role-plays, quizzes and film shows. 

Here are some photos showing the activities:

English Corner
Ms Mo Siu Fong

Ms Poon is giving out reward cards to the 
winners of the quiz after the show.

Students are attracted by the scenes at 
the hilarious comedy, ‘Home Alone 3’.

The Eng l i sh Soc i e ty no t on ly does i t a im a t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use more English at school by 
participating in diverse English enrichment activities, but 
also brushing up English Ambassadors on thei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through organizing a wide range of English 
activities and school events. This year ’s committee 
members include: 

Chairlady:
Evelyn Hung (4A)

Vice-chairman:
Ming Wong (4A)

Secretary: 
Vivian Cheng (4A)

Treasurer: 
Wyman Chung (4C)

To create a sense of ident i ty and 
belonging to the English Society, each 
English Ambassador wears a badge which 
is in the shape of a burning flame. This 
intelligent design by Lee Ngai Chit (6A) 
s y m b o l i z e s Y O U T H , E N E R G Y a n d 
PASSION of our members.

Publication Secretary: 
David Lam (4A)

Publicity Secretary: 
Christy Ho (4C)

General Affairs Secretaries: 
James Dyer (2A)
Gordon Yiu (3A)

English Film Appreciation aims to let students learn English while 
having fun on a regular basis.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a variety of film genres 
such as thrillers, comedies and romance. Through watching films, students are 
strongly motivated to learn English as they can relate it to entertainment. 

Films can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s they can learn a 
wide range of vocabulary and slangs in authentic contexts. Moreover, films 
train their listening skills especially getting used to different English accents, 
which they may encounter in the exam. Similar to Popular Culture, one of 
the modules of the NSS Elective curriculum, the club enables students to 
appreciate films and comment o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special effects, 
acting and the plot.

English Film Appreciation 
Ms Poon Ho Yi

PY’s Youngest Debaters
Ms Twiggy Chung

This year, Pu i Ying’s 
Debate Team is full of youth 
and vitality.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forms, much English 
discussion has been going on 
which has given 

them a chance to develop their 
confidence in English speaking 
and get prepared for any inter-
school debate opportunities in 
the near future.

At each regular session, these students 
will get to deliver their statements and make 
rebuttals after watching a movie clip and 
being given a related motion. Their recent 
favourite is “Just My Luck” starring Lindsay 
L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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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培英中學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

數學系合辦— 全港十八區(南區及中西區)小學數

學比賽已於2012年12月15日在本校順利舉行，當

天共有27所小學238名同學參加。比賽時，參賽同

數學科
黃嘉燕老師

學們專心作答，充滿信心、表現積極。本校學生亦

有機會服務社區，在參與中獲益良多。最後，南區

全場冠軍由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奪得；聖保羅書院

小學則勇奪中西區全場冠軍。

學生進行卷一「數學急轉彎」 學生運用電腦進行卷三
「智多星」

南區全場冠軍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中西區全場冠軍
聖保羅書院小學

上學年，培英中學管樂團應邀出席了數個社區

團體表演，計有：2011年10月，獲基督教團體以

勒基金邀請，到香港大球場，以管樂聖詩參與「同

心同行、主國降臨」大型敬拜禱告聚會；2012年3

月，應中西區少年警訊邀請，參與由南區道路安全

委員會主辦的「南區道路安全推廣日」節目表演；

2012年4月，獲邀到數碼港貝沙灣住客會所，參與

「貝沙灣親子同樂日」。每個邀請團體均對我校管

樂團的精湛表現予以肯定，並讚賞同學們在臺上的

那份靈巧與從容。除此以外，各年青團員藉這些演

出的機會，累積在不同場合的表演經驗，緊湊的排

練時間，讓個人的演奏技巧及視奏能力得到大大的

提升。

管樂團
吳嘉民老師

玄、張浩民同學，分別作獨唱及鋼琴二重奏表演。

我校中五級同學馮穎恩及馬若飛，也分別以長笛及

薩克斯管作獨奏演出，藉此回饋母校的悉心照料及

栽培。

樂團參與「貝沙灣親子同樂日」演出，
深獲社區人士讚賞

至於管樂團團員的最大得著，莫過於參與2012

年7月的培英中學創校133周年暨香港培英建校75

周年校慶音樂會。是次音樂會假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舉行，承蒙校友兼培英體系榮譽校長蔡建中教授贊

助、香港兒童交響樂團的聯合演出，讓我校校友及

同學們擴闊視域，並與其他音樂愛好者彼此交流，

以柔揚樂韻齊賀校慶，藉此機會互相切磋。當晚，

大會更邀請了沙田培英中學陳婥彤同學，以及張浩

樂團於校慶音樂會與香港兒童交響樂團聯合演出

樂團負責培英校友會聖誕餐舞會儀節奏樂

最後，在此感謝管樂團指揮張發榮先生，以及

各器樂導師梁嘉敏小姐、郎凱儀小姐、陳志強先生

及陳耀榮先生，他們常以感恩的心、秉承培英校友

白綠一家的精神，向我們新一代的年青團員，承傳

對音樂的熱情及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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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聯校新高中音樂科課程
吳嘉民老師

回想四年前，當香港各中學的

老師都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迎接

新高中學制來臨之際，本校決定於

高中選修科目之中開辦音樂科，讓

學生可選讀第三個選修科，修讀學

生須於周六回校上課。

開辦新高中音樂科的目的，乃

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給予具

有音樂造詣的學生擴充科目選擇，

並藉此延展其音樂志趣。我校是全

港少數自行開辦新高中音樂科的學

校之一，與其他南區中學如：聖公

會呂明才中學、嘉諾撒培德書院、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等，結成

聯網，與有志修讀本科的友校學生

一同上課。

作為一位音樂科教師，要預備

本科的高中課程，猶如再一次應付

公開試般緊張。雖然本校的教學資源充足，然而教

學材料需要老師悉心剪裁，方能運用在課堂之上。

與其他新高中選修科目一樣，音樂科的課程範疇相

當寬廣，有典型的西方音樂理論和歷史，也有中國

器樂和地方戲曲，甚至流行樂種，這些都不完全是

授課教師的專長；至於音樂創作方面，更是普遍地

被慣性忽略的活動。透過施教，教師實是最大得益

者；透過備課，我對音樂有更深的體會和學習，而

師生的共同參與和投入，是學有所成的必要元素。

本科新高中課程的施教，大大促進了教師的專

業發展，以致在這短短三年內，我和其他任教同工

在音樂世界的涉獵都增多了。轉瞬間，首屆文憑試

結束，各修讀學生（包括聯網的友校學生）均考獲

第二級或以上成績，可喜可賀。我祝願這些曾為音

樂下苦功的畢業同學，在往後的日子，也不忘這數

年的學習，並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繼續發展其對

音樂的鍾愛。

在修讀新高中音樂科的三年中，我聆聽過不

同風格的音樂，例如西方古典音樂、中國音樂、現

代流行曲等等，得到很多不同類型的音樂知識。對

我來說，最大的得益就是擴闊了我對音樂領域的視

野，認識了音樂的歷史、不同樂器的特點、作曲家

的創作手法等。

畢業後，我仍繼續透過創作等方面研究音樂。

記得當初嘗試音樂創作時，困難重重，我一直無

法完整地創作出一首樂曲，幸得老師提供寶貴的建

議，經反覆的修正，我終於完成首個作品。另外，

作品評核部分需要我們寫下創作日誌，歸納出曾運

用的手法，使我能反思學習的過程，不斷進步。

如今雖已完成文憑試，但我沒有放下音樂創

作，反而積極嘗試編寫流行樂曲。直至現在，我原

創了十多首作品，全都是流行曲風格的；改編了

三十多首樂曲，偶爾在網絡上與朋友們分享，收集

回應或意見。而我亦不忘懷在學期間寫下實行的創

作日誌，它助我積累經驗之餘，並有助我反思，促

進學習。

現在，我與其他音樂愛好者一起交流和創作音

樂，雖然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正統的音樂訓練，然

而大家都熱愛音樂，彼此欣賞，能互補長短，體驗

與享受音樂的精髓。

音 樂 創 作 路 的 啟 發 與 延 續
12　良社　馮家耀

音樂製作人梁可耀先生，教授學生利用資訊科技創作流行音樂。

多才多藝的馮家耀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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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日讀書會邀得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小姐到校主持

講座，講題為「閱讀學英語」。

余小姐乃香港大學法律

學學士，英國倫敦大學法律碩

士，香港執業資深大律師，及

2000 -2012年期間的立法會

議員。余小姐在講座中分享了

如何透過閱讀學習英語。她認

為 要 學 好 英

語，必須多看

英語書籍，並

鼓勵同學們養

成以英語思考

所要說的習慣。余小姐又強調，閱讀絕對不是

件苦差，若同學發現對手上的課外書不感興趣

時，應該另行選擇有興趣的書籍來閱讀，不要

浪費寶貴的時間。

對於有同學問及如何學好英語，余小姐笑

說每個人學習語言的模式也不盡相同，但無論

利用甚麼方法，最重要是抱持熱愛及尊重的態

度，自然會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從而事半功

倍。

在短短的四十多分鐘的分享會中，同學們

透過余小姐的精彩演說都獲益良多。

在校董蘇棉煥醫生的倡議，林淑芬副校長牽領

下成立了「白綠文學社」，同時亦為培英體系學校

「白綠文學社」的總部，旨為鼓勵閱讀及推動文學

創作風氣。白綠文學社在讀書會的基礎下，進一步

擴大規模至全校學生。本會相信藉著聚會中的師生

分享、回饋及交流，可讓更多學生認識到閱讀的各

個層次，培養閱讀興趣。

讀書會的首次聚會於10月16日下午舉行，由梁

國基校長出講，講題是「閱讀小說的樂趣」。梁校長

分享了閱讀金庸武俠小說的感受，又介紹了近年深

受讀者喜愛的內地網路小說《鬼吹燈》及《盜墓筆

記》。聚會結束前，梁校長以《射雕英雄傳》的郭靖

來勉勵各同學，做人要宅心仁厚，要學習努力用功。

白綠文學社•讀書會
                                                                   區佩琼老師

1 1 月 6日為讀

書會第二次聚會，

出席同學多達10 0

位。講者鄧思麒老

師跟同學們分享了

豐富的閱讀經驗，

並藉著《人情物理

楊振寧》一書介紹

第一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的成長之路，以及他對國

家的貢獻。無論同學的興趣是文科、商科抑或理

科，這次聚會已為他們開拓了新的視野，引領大家

踏足廣闊無垠的學術及人生境界。

讀書會第三次聚會

於12月4日舉行。講者

劉洛恆老師跟同學們分

享了對閱讀和人生的體

驗，並藉著《我在哈佛

遇見神》一書介紹哈佛

大學的幾十位精英份子

和基督信仰的故事，當

中包括科學家、哲學家、奧運獎牌得主等。劉老師

的分享讓同學知道，原來今天的知識份子在哈佛校

園內仍然追尋着跟基督信仰的機會。梁國基校長的演繹十分生動

鄧思麒老師介紹楊振寧對人類的
貢獻

講座前余小姐在個人著作上簽名

余小姐的精彩演繹 余小姐送出親筆簽名著作

校方致送紀念錦旗予余小姐 余小姐送贈紀念品予兩位司儀

劉洛恆老師講述與神同行的
感悟

余小姐與陳錦昌署理校長、林淑芬副校長及
劉秀容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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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棋會會員只得15名，其中兩位是女生。除中國象棋外，本

年更添加圍棋、飛行棋、五子棋、彈珠跳棋及國際象棋等，希望各同學

能學懂不同棋類，以增添生活情趣。今屆會員多能享受下棋的樂趣，下

棋時，有的臨危不亂，沉著應戰；有的旁加意見，笑語盈盈；有的到下

課鈴聲響後，仍跟對方死纏不休。下學期，本會將舉辦棋藝比賽，期望

各會員能藉此相互切磋，促使棋藝不斷長進，且能領略下棋的樂趣。

下棋添情趣
許榮中老師

在野外鍛煉科中，我們經歷了幾次實

習旅程後，即參加評核旅程以測試我們的能

力。

在評核旅程中，我體會到導師堅S i r是多

麼關心我們。在出發前，堅S i r不停提醒我要

清楚精細地看地圖，留意附近的山形地勢和

運用單設法。當我們到達營地，堅S i r亦不時

提醒我們要煲水，儲備足夠水份，以備後一

天有充足水份飲用。第二天，堅S i r替我們重

溫繩結及急救知識，令大家滿有信心通過這

次評核。

在這幾次旅程中，大家經歷了不少苦樂，彼此建立了友誼和默契。可惜我們居住區有很大的距離，平日難

以相見，盼望日後在其他活動可以再聚。

銀章級野外鍛煉科評核旅程的人和事
6A　袁侃榮

第廿四屆閱讀嘉年華
區佩琼老師

本校讀書會參與了由教協主辦的第廿四屆閱讀嘉年華，

與來自港九新界三十五間中學一同參與推廣閱讀的盛事。當

天十多位讀書會成員一致穿上鮮黃色的《老鼠記者》制服，

既醒目又整齊，充分體現團隊精神。G e ro n i m o S t i l t o n系列
是一套曾獲出版創意獎、安徒生大獎等多項國際殊榮的經典

文學作品，故事情節曲折驚險，一度在多國掀起了「老鼠熱

潮」，是極具

推 介 價 值 的

英 文 好 事 。

攤 位 設 計 以

老 鼠 圖 案 和

芝 士 作 為 基

調，不消一句鐘已把原本簡陋的帳篷裝飾成一間鮮艷奪目的芝

士屋。攤位主角是兩個與G e r o n i m o S t i l t o n故事有關的趣味遊
戲。遊戲兩旁擺放了臉上充滿喜悅的巨形老鼠「謝利連摩」及

小老鼠「斑哲文」，為攤位增添了不少「悅」讀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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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組
馮淑儀老師

十月期間，陳怡老師安排世界跳繩明星在校

內為南區小學生進行跳繩表演，亦為香港的跳繩小

健兒安排工作坊，百多人齊集，不但可從高手中學

習，更可互相觀摩。

十 一 月 體 育 組 幹

事參加了策騎小馬的活

動，內容計有：學習馬

匹的種類、與馬匹相處

的技巧、餵飼的要點及

騎馬的技巧等，最後更

一嘗騎馬的滋味，十分

刺激！

欖球比賽開始了大家全神貫注聽指導員的講解

樂而忘返的策騎小馬活動

4A單嘉燕同學的策騎英姿
本組又於十二月聯絡了欖球總會到校進行欖球

示範課。當天各同學細心聆聽，由最基本的技巧學

習，到最後課節的十五分鐘，全班更分組進行簡單

的欖球比賽，令同學對風靡香港的欖球七人賽有更

多的認識！

黃蔚園同學於本年 1 0月 2 2 - 2 6日遠赴歐洲，參加「荷蘭恩斯赫德國際鋼琴
比賽2012」(2012  The In ternat iona l P iano Compet i t ion for Young Music ians, 
Enschede, Netherlands)勇奪亞軍，並榮獲兩項特別獎：Audience Prize(觀眾大
獎)及Press Prize(傳媒大獎)。

詳情可參閱網址：http://www.pianocompetit ion.com/index.php

「國際鋼琴比賽2012」獲獎者大合照

黃蔚園同學
的演奏神態

評審 Andrea Bonatta 與黃蔚園同學合照

樂韻悠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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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或組別

班別 參賽項目 頒予機構 獎項
負責
科組

朱曉津 6A

二零一一年海外華校	
學生徵文比賽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僑聯文教基金會

高中組銀牌獎

中文科

許思琪 6A 高中組佳作獎

黃子蕾 3A 初中組銀牌

吳雅麗 3A 初中組佳作獎

陳映竹 4A 初中組佳作獎

傅俊傑 4D 初中組佳作獎

陳映竹 4A
第六十三屆	
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余文琪 1C

第六十三屆	
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優良證書

卓嘉駿 1C

陳梓筠 2A

連珈晞 2C

周　盈 2D

叶小玲 2D

柯　瑩 2D

蘇卓思 2D

何穎文 2E

何卓瑩 3A

鄭蔚昕 3A

周希敏 3A

王捷榕 3A

林耀邦 3A

劉頴梓 3C

陳映竹 4A

莫灝哲 5A

盧芷蔚 5D

黃娟明 1C

第六十三屆	
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	
音樂及朗誦協會

良好證書

張美玲 1C

陳梓恩 2C

張加鴻 2C

鄧信彥 2D

鄧天穎 3C

李錫霖 3C

李美玲 3A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永隆文學之星

香港中華文化	
促進中心

初中組
優異獎

李致君 2C

柯　瑩 2D

朱曉津 6A
高中組
優異獎

廖億萍 5F

馬若飛 4A

陳映竹 4A
第八屆全港校際	
即席演講比賽

聖若瑟書院主辦
普通話高中組	

亞軍

陳映竹 4A
亞太華人	

即席演講比賽
聖若瑟書院主辦 冠軍

翁俊賢 3A

白綠傳人	
中文寫作比賽

香港培英中學

小說類(初中組)
二等獎

許思琪 6A
散文類(高中組)	

二等獎

趙		妍 7B
散文類(高中組)	

優異獎

周		盈 2D
散文類(初中組)	

一等獎

卓慧儀 3A
散文類(初中組)	

二等獎

李瑋崇 3A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
(2011/2012)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資優教育組

中學組銅獎
王浚銘 3A

鄧天穎 3C

親親我家─
雙親節徵文比賽2012

九龍社團聯會
婦女事務委員會

初中組冠軍

蘇卓思 2D

初中組優異獎林智信 3A

程香青 3B

學生姓名 
或組別

班別 參賽項目 頒予機構 獎項
負責
科組

Lai Tsz Hin 5D 6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Publ ic Speaking Team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 ion
3rd	p lace

Eng l ish

Li Hon T in 5D

Lo Tsz Wai 5D

Chan Ping Him 2A
Solo Verse Speaking- 

My sister's 
a monster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 ion
2nd	 runner	up

張靜華 5E

香港仔
漁港特色與風情
繪畫大賽

主辦：
中國21世紀
友好協進會

協辦：
海怡半島婦女聯會、
明愛香港仔社區中心

季軍

視藝科

何家倫 5A

優異獎

王珞蓓 5B

張宇希 5D

李樂遙 5D

陳寶霖 5F

張詠詩 4E

阮嘉欣 5E

良好獎
陳綺雯 5F

張思敏 5F

李潔心 4F

杜毅清 3B
2012「彩繪人生」

繪畫比賽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優異獎凌振庭 3B

李佩愉 1C

詹文姍 7A 培英白綠攝影比賽 培英白綠攝影社 優異獎

袁嘉怡 6B
第四屆全港公開音樂比
賽-中樂獨奏(中學組)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冠軍
中樂團
揚琴組

袁侃榮 5A
中國樂器獨奏
二胡(高級組) 第64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亞軍
中樂團
拉弦組

陳家明 2A
中國樂器獨奏
二胡(初級組)

亞軍

袁天就 2A
中國樂器獨奏
揚琴(中級組)

第64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亞軍
中樂團
揚琴組

郭詠汶 2D
中國樂器獨奏
笛子(初級組)

第64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季軍
中樂團
吹管組

蘇珈城 2A 季軍

羅偉富 2C 亞軍

二胡組
中國樂器獨奏
二胡小組齊奏

優良
中樂團
拉弦組

袁嘉怡 7B
中國樂器獨奏獎
揚琴(公開)

優良
中樂團
揚琴組

袁天就 2A
中國樂器獨奏
古箏(中級組)

優良
中樂團
古箏組

卓慧儀 3A
中國樂器獨奏
中阮(初級組)

優良
中樂團
彈撥組

歐麗珊 5B

吳詠思 5B

李翹麟 4A
中國樂器獨奏
二胡(中級組)

優良
中樂團
拉弦組

姚灝銘 2A
中國樂器獨奏
二胡(初級組)

良好

梁真瑜 4D
中國樂器獨奏
柳琴(高級組)

良好
中樂團
彈撥組

何燕敏 4E

黎芷瑩 4E

麥泳茵 2E 中國樂器獨奏
柳琴(初級組)

良好
郭祉彥 2A

張佳雋 1A 中國樂器獨奏
笛子(初級組)

良好
中樂團
吹管組陳芷慧 4E

歐嘉煒 4A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友校接力
男子隊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殿軍

體育組		

馮景倫 5A

黃瑞庭 6B

蔡俊傑 6C

盧筠儀 4B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友校接力
女子隊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季軍
羅可楓 5B

陳映琳 6B

梁曉彤 6C

2011-2012年度學生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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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或組別

班別 參賽項目 頒予機構 獎項
負責
科組

男子排球隊

學界港九區(第一組別)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乙組殿軍

體育組

總成績殿軍

排球比賽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冠軍

聯校新秀賽 培英中學 亞軍

女子排球隊

排球邀請賽 香港國際學校
高級組冠軍

及
中級組亞軍

觀塘區排球賽 康文署 殿軍

學界港九區(第一組)女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季軍

全港學界精英排球賽 季軍

培英盃女子六人排球比賽 培英中學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區會中學
排球賽

中華基督教會區會 冠軍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排球
邀請賽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殿軍

第一屆南區青少年體藝
嘉年華排球賽

香港南區工商業	
聯合總會

冠軍

陳映竹 4A

「2011南區勇闖高峰
學生領袖培育」計劃

南區學校聯會 「南區傑出學生」

學生
領袖
發展組

何錦欣 4A

張凱雅 5A

馮景倫 5A

羅可楓 5B

馬若飛 4A

「2011年香港島傑出
學生選舉」計劃

香港島校長聯會

「南區優秀學生」

林穎彤
(進入香
港島決
選)

7A

「南區優秀學生」
及

「香港島優秀學生」
(高中組)

莫灝哲 5A 「明日領袖獎」 傑出青年協會、教育局 明日領袖獎

張凱雅 5A
2012環球青年部長會議
Global Youth Minister

香港大學和
香港青少年
領袖發展協會

環球
青年部長張凱媚 5A

林穎彤 7A
2012《香港200》

領袖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 領袖200陳奕翀 7A

莫灝哲 5A

黃熙平 5A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

Community Services
Award 2012

Kiwanis Club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ommunity

Services Award

譚燦威 4A
南區「青年發展大使」

領袖培訓
南區青少年發展協會

最具領袖
風範獎

學生姓名 
或組別

班別 參賽項目 頒予機構 獎項
負責
科組

歐嘉煒 4A 男子高級組100米

11-12年度	
南區青少年體藝嘉年華

季軍

體育組

伍啟宏 3E 男子高級組800米 亞軍

伍啟宏 3E 男子高級組1500米 冠軍

葉建成 4C 男子高級組跳高 亞軍

馮景倫 5A 男子高級組跳遠 冠軍

馮景倫 5A 男子高級組鉛球 冠軍

黃鋆國 4F 男子高級組鉛球 亞軍

李瀚天 5D 男子高級組鐵餅 季軍

李瀚天 5D 男子高級組4X100米接力

季軍
楊煒傑 5F 男子高級組4X100米接力

曾廣麟 4F 男子高級組4X100米接力

葉建成 4C 男子高級組4X100米接力

嚴榮基 1B 男子初級組跳遠 季軍

陳柏民 1B 男子初級組鉛球 亞軍

陳柏民 1B 男子初級組鐵餅 冠軍

周澤新 2E 男子初級組鐵餅 季軍

陳梓筠 2A 女子初級組跳遠 季軍

張學然 6E 男子C組1500米

11-12年度
南區陸運會

冠軍

張學然 6E 男子C組800米 冠軍

古俊威 6G 男子C組鐵餅 冠軍

李瀚天 5D 男子C組鐵餅 亞軍

陳卓賢 5D 男子C組鐵餅 季軍

曾廣麟 4F 男子C組110米欄 亞軍

黃鋆國 4F 男子D組鉛球 冠軍

黃鋆國 4F 男子D組鐵餅 冠軍

梁進剛 2E 男子D組鐵餅 亞軍

周澤新 2E 男子D組鐵餅 季軍

陳柏民 1B 男子D組壘球 冠軍

李曉晞 6B 女子C組鐵餅 冠軍

周希敏 3A 女子D組100米欄 冠軍

張學然 6E 男子甲組800米

2011-2012年度	
學界田徑陸運會

名次1

古俊威 6F 男子甲組鐵餅 名次1

馮景倫 5A 男子甲組標槍 名次3

歐嘉煒 4A 男子乙組400米 名次2

伍啟宏 3E 男子乙組1500米 名次4

黃鋆國 3E 男子乙組鐵餅 名次3

歐嘉煒 4A

男子乙組4X400米

名次7

王煒俊 4E 名次7

葉建成 4C 名次7

伍啟宏 3E 名次7

陳柏民 1B 男子丙組鉛球 名次3

陳柏民 1B 男子丙組鐵餅 名次1

鄭芷慧 7B 女子甲組跳高 名次2

李曉晞 6B 女子甲組鉛球 名次4

李曉晞 6B 女子甲組鐵餅 名次3

單嘉燕 3A 女子乙組100米 名次S

盧筠儀 4B 女子乙組200米 名次s

周希敏 3A 女子乙組100米欄 名次S

陳芷筠 4B 女子乙組鐵餅 名次S

單嘉燕 3A

女子乙組4X100米

名次S

梁詠詩 3B 名次S

盧筠儀 4B 名次S

周希敏 3A 名次S

陳梓筠 2A 女子丙組100米欄 4

陳梓筠 2A 女子丙組跳遠 S

周希敏 3A 女子乙組50米自由泳 11-12年度學界水運會 名次1

蘇翠兒 5F

2012年跳繩精英賽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女子個人
全能亞軍

馮家耀 6E
男子個人
全能冠軍

跳繩隊 / 全能亞軍

跳繩隊 /
2012年中小學跳繩比賽

公開組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場亞軍

香 港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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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及2012-2013年度
成 績 優 良 獲 獎 學 生

I、榮譽生獎及模範生獎
獎項名稱 2011-2012年度

榮譽生獎 5A	馮景倫	

模範生獎
7B	吳家偉		 	6A	許思琪		 	5A	馮景倫		 	4A	馬若飛
3A	王浚銘		 	2C	李致君		 	1A	李慧玲

II、品學兼優獎
獎項名稱 2011-2012年度下學期獲獎學生 2012-2013年度上學期獲獎學生

彬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5A	 吳宜彬	 5A	 陸志聰 5A	 馬若飛	 3A	 袁心儀

鵬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4A	 馬若飛	 3A	 翁俊賢 4A	 翁俊賢	 4E	 袁倩儀

方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3A	 王浚銘	 2C	 李致君 3A	 陳梓筠	 3A	 王　廸

義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1C	 李佩愉	 7B	 吳家偉 3C	 李致君	 5A	 李翹麟

剛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7B	 陳旭鋆	 6A	 許思琪 5A	 譚安妮	 5C	 陳港斌

英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5A	 莫灝哲	 5A	 陳賜軒 4A	 王浚銘		 	

斌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5A	 周俊樂	 5A	 吳小麗 4A	 林智信

奮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5A	 梁晉章	 5A	 馮景倫 4B	 倪日昌

雄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4A	 李翹麟	 4C	 陳港斌 4F	 何普光

毅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3A	 林智信	 3A	 黃森然 2A	 李佩愉

鋒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2A	 黃洭平	 1A	 李慧玲 1B	 張文斌

III、學業成績優良獎
獎項名稱 2011-2012年度下學期獲獎學生 2012-2013年度上學期獲獎學生

正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7A	 謝漢全	 7A	 梁紫琪 5A	 陳志豪	 5A	 陳浩東		

弼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7A	 李松浩	 7B	 麥植然 5A	 盧紫慧	 5B	 李家琪

群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7B	 李頌堯	 7B	 陳倩雯 5B	 吳小萍	 5B	 梁玉儀

協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6A	 鄭晉瑋	 6A	 黃嘉琪 5D	 何燕敏	 5D	 曾偲瑋

翼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6A	 徐詩明	 6B	 胡進宇 5F	 李慧敏	 4A	 李瑋崇

彪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6C	 陳子偉	 5A	 張凱雅 4A	 羅家樑		 	

強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5A	 王炯東	 5A	 秦景輝 4D	 羅家琪		

凱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5D	 盧芷蔚	 5D	 阮譜樺 3A	 黃洭平		 	

憲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5D	 張宇希	 5F	 李頌禧 3A	 陳家誠		

法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4A	 陳志豪	 4A	 黃奕聰 3A	 文詠琪		

雲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4A	 盧紫慧	 4B	 梁玉儀 3B	 姚穎嫻		 	

成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4B	 吳小萍	 4D	 何燕敏 3B	 羅偉富

立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4E	 梁真瑜	 4F	 李慧敏 3B	 簡莉豐

羽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3A	 單嘉燕	 3A	 李建安 3C	 陳思欣

任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3A	 李瑋崇	 3B	 黎映彤 3C	 陳梓恩

淡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3B	 鍾紫晴	 3B	 戴富民 3C	 樊頌雯

素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3C	 劉銘杰	 3C	 盧嘉俊 3D	 高詠詩

蔚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3C	 李錫霖	 2A	 陳梓筠 3D	 羅振鋒

萃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2A	 陳家誠	 2A	 蘇珈城 3D	 黃綺婷

斐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2B	 姚穎嫻	 2B	 蘇翠詩 3E	 麥泳茵

穎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2B	 簡莉豐	 2C	 陳梓恩 3E	 陳力賢

駝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2C	 羅偉富	 2C	 馮傲然 3E	 關諾宏

文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2D	 羅振鋒		 	 2A	 李慧玲

同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2D	 陳梓峯		 2A	 黃鈺斐

德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2D	 柯　瑩 2A	 李澤峰

基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2E	 陳力賢 2C	 鍾海恩

建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2E	 麥泳茵		 	 1A	 鄭智浩		 	

安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2E	 關諾宏 1A	 張智雄

和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1A	 黃鈺斐		 	 	 	 1A	 樊莉筵

業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1A	 李澤峰 1B	 袁佩儀

信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1A	 杜文杰 1B	 張汶烯

望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1B	 嚴榮基 1B	 王　琛

慈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1B	 鄧文豪 1C	 黃鈺淇

愛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1C	 文功學 1C	 黎樂添

旭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1C	 鍾海恩 1C	 麥美瑜

日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1C	 黎國俊 1D	 李鈞城

IV、科目成績優異獎

獎項名稱
11-12年度下
學期獲獎學生

12-13年度上
學期獲獎學生

生命教育

紀念李聖華牧師宗教服務領袖獎學金
7A	 林鴻珊		 	 	
4A	 譚安妮

4A	 王浚銘

紀念李貞明牧師獎學金
6A	 曾媛媛		 	 	
3A	 吳雅麗

3A	 霍思琼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紀念汪彼得牧師獎學金
5C	 黃　琪					
2A	 陳梓筠

2A	 李慧玲

國文科/
羽社校友紀念陳崇興、陳鑾佳、
徐又陵老師中文科獎學金

3A	 王浚銘 3A	 袁心儀

普通話科

紀念陳達之老師國文科獎學金 1C	 李佩愉 2A	 李佩愉

孫士斌校友致送成社中文科優異獎學金 3A	 翁俊賢 1B	 張文斌

紀念崔光表老師國文科獎學金 2B	 姚穎嫻 3C	 李致君

溫哥華校友會國文科獎學金 1A	 李慧玲 2B	 趙巧燕

羽社金禧紀念獎學金 1B	 張文斌

英文科

紀念康同家老師獎學金
7B	 區雅盈		 	
2A	 陳梓筠

5A	 馬若飛		 	
1B	 袁佩儀

邵德怡醫生致送成社英文科優異獎學金
6D	 鄭煒業		 	
1A	 戴智行

4A	 翁俊賢

紀念白選之老師英文科獎學金 5D	 張宇希 3A	 袁心儀

李植榮、伍錫強、黃培育致送徐浩然校長伉儷
獎學金

4A	 何錦欣 2A	 李佩愉

岑悅生校友紀念李鏡池老師獎學金 3A	 翁俊賢 2A	 戴智行

數統科/
數學科

紀念黃受照老師數理科獎學金
7B	 吳家偉		 	
2C	 李澤揚

5A	 馬若飛

紀念周寶源校友數理科獎學金
7A	 周衍妏		 	
2A	 陳家誠

4A	 翁俊賢

紀念朱卓垣校友數理科獎學金
6A	 許思琪		 	
1A	 李澤峰

3C	 李致君

梅成策校友伉儷獎學金
5A	 馮景倫		 	
1A	 戴智行

3A	 蘇珈城

馮氏昆季紀念馮母王若雄女士獎學金 4A	 李俊煒 2A	 李澤峰

王港生校友致送成社數學科優異獎學金 3A	 翁俊賢 2A	 戴智行

黃國熙校監紀念劉繼祖校長獎學金 3A	 林智信 1C	 黃鈺淇

紀念黃令駒主席獎學金 3C	 劉銘杰 1B	 王　琛

純數科/
附加數科/
數學附加
模組二

紀念梁鴻志校友獎學金
7B	 麥植然		 	
6A	 許思琪

5A	 	李俊煒

星社紀念陸子麟學長獎學金 5A	 	吳宜彬 5A	 	李翹麟

吳為宜校友獎學金 4A	 	李俊煒 4A	 	翁俊賢

經濟科

顏重行醫生紀念顏許燕平女士獎學金 6E	 	簡博舜 5D	 	曾偲瑋

紀念梁國英先生獎學金 5A	 	莫灝哲

梁世明校友獎學金 4A	 	黃奕聰

中史科/ 劉達成校友紀念劉維就先生獎學金
7A	 	謝漢全		 	 	
1C	 	李佩愉

5D	 	傅芷晴

歷史科

謝寶堅校友紀念謝熙老師獎學金 5A	 	吳宜彬				 4F	 	何普光

紀念何錦光校董獎學金 6B	 	梁玉儀 3C	 	李致君

關窩壁先生紀念關劉美莉校友獎學金 3A	 	翁怡欽 2A	 	李慧玲

曾永剛校友伉儷獎學金 2A	 	紀智杰 1C	 	黃鈺淇

地理科 紀念陳英寬老師獎學金 4A	 	關偉業
5B	 	李家祺		 	
4A	 	李瑋崇

生物科

紀念王德光醫生獎學金 7B	 吳家偉 5A	 	陳志豪

紀念譚子濃校董獎學金 5A	 陳賜軒 5A	 	陳恩樂

李少華校友生物科獎學金 4A	 譚安妮 4E	 	袁倩儀

陸煥鑫校友獎學金 4A	 陳志豪 4A	 	翁俊賢

化學科

紀念余木桐校友化學科獎學金
7B	 陳旭鋆		 	
7B	 吳家偉

5B	 李家祺

紀念譚嘉心老師化學科獎學金 5A	 梁晉章 5B	 吳小萍

李貞明牧師榮休獎學金 5A	 陸志聰 5A	 馬若飛

李少華校友紀念洪德身校友獎學金 4B	 吳小萍 4E	 	袁倩儀

德社紀念余漢宏校友獎學金 4A	 馬若飛 4A	 翁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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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
11-12年度下
學期獲獎學生

12-13年度上
學期獲獎學生

物理科

紀念李啟榮牧師獎學金
7B	 陳旭鋆		 	
5A	 	吳宜彬

5A	 	李翹麟

梅成策校友紀念梅炳楷先生獎學金
7B	 	麥植然		 	
5A	 	周俊樂

4B	 	何智健

張方富英女士獎學金
6A	 	李克亞		 	
4A	 	高家偉

		

劉仲謙會計師紀念劉兆炘先生獎學金
6B	 	胡進宇		 	
4A	 	李翹麟

旅遊與
款待

梁沛錦校友致送紀念梁球先生獎學金
6D	 	蕭嘉琳		 	
4E	 	梁真瑜

5E	 梁真瑜

岑悅生校友紀念張家駒老師獎學金 5E	 	麥卓姿

資訊
科技科

林鎮明校友紀念林基豐先生獎學金
6A	 徐詩明		
1C	 李佩愉

5A	 黃奕聰

蘇棉煥主席獎學金 5A	 李藝哲 3A	 黃洭平

曾永剛校友紀念曾雄添先生獎學金 4A	 黃奕聰 2A	 杜文杰

蔚社教育獎學金 3C	 何智健 1C	 黃鈺淇

紀念洪高煌校長獎學金 2C	 廖俞涵

通識科
黃鄺慕儀女士紀念黃國華校友獎學金

6C	 劉倩婷		
5A	 吳宜彬

5A	 陳志豪

紀念溫金銘校長獎學金 4A	 馬若飛 3C	 李致君

綜合
人文科

何伯穎校友紀念何晉雲先生獎學金 3A	 王浚銘 3A	 陳梓筠

江可伯校友獎學金 2C	 李致君 1B	 張文斌

紀念袁國祥校友獎學金 1C	 李佩愉

綜合科學
/

組合科學

周寶源校友紀念周憲鉅先生獎學金 4C	 陳港斌
5C	 陳港斌		 	
1A	 鄭智浩

紀念區樹洪校友獎學金 3A	 翁俊賢 3A	 袁心儀

和社校友獎學金 2A	 黃洭平 3A	 陳梓筠

紀念歐詩禮牧師獎學金 2A	 陳梓筠 2C	 黎國俊

劉瑞校友獎學金 1C	 鍾海恩 2A	 戴智行

紀念伍煥南夫人卲幗英女士獎學金 1A	 戴智行 1B	 張文斌

企業、會
計與財務
概論科

紀念李榮晃主任獎學金
6A	 徐詩明		
4A	 鄭嘉兒

4A	 鄭嘉兒

斌社五十二周年紀念獎學金 5D	 黎子軒 4B	 馮愛樺

視覺
藝術科

梁祖煌校友獎學金
6F	 	何青珊		 	
3A	 	孔令姍

5E	 陳海欣
2C	 鍾海恩

紀念司徒新博士獎學金
5C	 	陳曉靜		 	
2E	 	陳力賢

4A	 孔令姍

紀念傅世仕校長獎學金 4E	 	周幗泳 3A	 文詠琪

體育科

紀念周寶源校友體育科獎學金
7B	 鄭芷慧					
6B	 李曉晞

5D	 傅芷晴		 	 	
4A	 周希敏

紀念丘廣燮校友體育科獎學金
5B	 	羅可楓					
4D	 	傅芷晴

3D	 	郭詠汶		 	 	
2B	 	梁永君

紀念黃耀華老師體育科獎學金
3D	 	陳思勤		 	 	
2D	 	郭詠汶

1A	 	陳敏怡		 	 	
5A	 	歐嘉煒

紀念曹廷贊校友體育科獎學金
1B	 	梁永君		 	 	
7B	 	郭紀峰

4F	 	梁景焜	

梅自強醫生伉儷紀念阮治邦、楊愛瓊校友伉儷暨
女公子阮慧心小姐獎學金

6B	 	胡進宇		 	 	
5D	 	陳卓賢

3C	 	張加鴻

鄭偉志校友紀念馬學誠校友獎學金
4E	 	林家禧		 	 	
3D	 	嚴漢竑

2B	 	鄧文豪

王長寧校友獎學金
2E	 	周澤新		 	 	
1A	 	鄧瑋良

1B	 	湯應鋒

家政科 林鎮標校友獎學金 3A	 	王捷榕 3D	 	高詠詩

設計與
科技科

岑悅生校友伉儷獎學金 3A	 	施元斌 3A	 	陳家明

音樂科
梅自強醫生伉儷獎學金 3A	 	王浚銘 5A	 	馬若飛

翁炳文老師音樂科獎學金
2A	 	袁天就		
1A	 	李慧玲

2A	 	李慧玲

創意科 紀念譚學勤校友獎學金
2A	 	李子晴		
1A	 	杜文杰

1C	 	羅嘉琪

應用學習 陳喜明校友獎學金
6A	 	陳淑儀
5E	 	郭寶儀

其他學習
經歷

紀念陸子麟學長伉儷獎學金
6F	 	林麗芳
5D	 	林銘峰
4E	 	陳海欣

5A	 	馮穎恩
4A	 	孔令姍

VI、課外活動團體長期服務獎

獎項名稱
11-12年度下
學期獲獎學生

12-13年度上
學期獲獎學生

圖書館
學會

柯淑珍校長獎學金
6G	 歐啟躍		 	
3D	 林詠珊

4F	 林詠珊		 	

劉錦柏校友獎學金
4A	 高家偉		 	
4F	 麥媛婷

5A	 謝永欣		

紀念陳津校董獎學金
5B	 譚駿軒					
5C	 王玨彥

5A	 高家偉	

培英學生
團契

葉伯陶紀念葉潤生牧師獎學金
6A	 秦詠汶		 	 	
6A	 許思琪

余娟娟校友紀念譚恩林先生獎學金
6A	 梁嘉慧						
6A	 	倪惠燕

紀念葉子振醫生獎學金
6B	 	周穗欣		 	 	
6G	 	鄭皓欣

中樂團

紀念區茂泮老師獎學金
7A	 	何穎頤					
7B	 	吳家偉

5A	 	李翹麟		 	 	
5D	 	何燕敏

美西培英校友會獎學金
6A	 	徐詩明					
6A	 	黃瑤彤

5D	 	黎芷瑩		 	
5E	 	陳芷慧

譚振樵校友紀念譚朗星先生伉儷獎學金
6A	 	梁志豪		 	 	
6B	 	袁嘉怡

5E	 	陳穎琛		 	
5E	 	梁真瑜

銀樂隊

顏榮湧校友紀念黃耀華老師獎學金
7B	 	張迪鳴					
6A	 	黃嘉琪

黃兆英校友獎學金
6E	 	洪諾怡					
6E	 	蔡健俊

紀念梁齊高校友獎學金
4A	 	林可欣		 	 	
4A	 	譚燦威

排球隊

紀念林肖文校友獎學金
7B	 	郭紀峰						
6A	 	阮錦濤

4D	 陳思勤

紀念林萬里校友獎學金
6E	 黃鋆龍							
6F	 	程香煒

5D	 	傅芷晴

余日森校董獎學金
6B	 何俊暉		 	
6B	 李曉晞

5D	 布芷蕎

紀念譚卓洪校董獎學金
6B	 嚴希睿		 	
6D	 鄭敏兒

方社暨趙善正、善為校友紀念趙耀俊社長獎學金
6D	 羅樂兒		 	
6F	 徐綺倩	
6G	 李鈺雯

播音組 紀念余郇城校友服務獎學金
7A	 張嘉麟		 	 	
6B	 曾嘉華
7B	 李頌堯

4D	 陳宗琪

紀念黃國熙校監獎學金
6D	 陳小慧		 	
6E	 簡博舜

5A	 李翹麟

跳繩隊
岑悅生校友紀念岑維休先生獎學金

7A	 張曉生					
6B	 胡進宇
6C	 梁曉彤

李權校長榮休獎學金
6E	 陳樂怡		 	 	
6E	 林鎮豪

籃球隊 容氏基金紀念容傑臣獎學金
6F	 黃寒星		 	
6G	 林健龍

口琴隊

紀念李聖華牧師獎學金
3A	 倪日昌		 	 	
3B	 戴富民
3B	 譚子聰

黃夢芙校友紀念黃拜言老師獎學金
4A	 陳浩東		 	
4A	 黃奕聰
4B	 朱政傑

聖樂團

李植榮校友伉儷獎學金
4A	 譚安妮					
4B	 郭禕祈
5A	 	譚家龍

4B	 黎映彤		 	 	
4C	 何卓瑩
5E	 鍾慧敏

紀念陳錫彬校友獎學金
4C	 葉靜儀					
4E	 鍾慧敏
4F	 張煥翠				

4D	 曾凱盈		 	 	
4F	 梁詠祈
5A	 譚安妮				

電腦學會
羅國芳校友紀念羅津先生獎學金

6E	 蔡健俊		 	 	
6E	 彭彥

4A	 金俊傑		
4A	 劉霈樺

劉達成校友伉儷獎學金
5C	 黃培峰		
5C	 李子儒

4C	 羅穎豪
5F	 余健富

游泳隊 陳津校董紀念劉澤民老師獎學金
6A	 張嘉盈		 	
6G	 梁杰聰

田徑隊 紀念溫金銘校長榮休獎學金
7A	 張曉生		 	 	
6B	 李曉晞
6F	 古俊威

女童軍 劉賜江校友紀念劉賜波校友獎學金 4F	 李潔心

香 港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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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
11-12年度下
學期獲獎學生

12-13年度上
學期獲獎學生

銀鷹劇社

方社紀念何孟偉學長獎學金
3A	 孔令姍		 	
3A	 黃森然
5A	 潘　冲

紀念葉其潤博士獎學金
5E	 阮嘉欣
5F	 張嘉倫
5F	 黎煒鏘

校園
電視台

陳喜明校友獎學金
6C	 楊芷晴		 	
6D	 黎芷欣
6D	 蕭傲如

紀念陳崇本校友獎學金
6G	 黎碧恩		
6G	 梁沅樺	

VII、校友子女獎學金
獎項名稱 11-12年度下學期獲獎學生 12-13年度上學期獲獎學生

香港培英校友會校友子女獎學金
5A	 黃熙平	 1B	 霍庭弘
2A	 黃洭平	 3A	 王浚銘

4A	 王浚銘	 1C	 彭駿文
3A	 黃洭平		

VIII、助學金
獎項名稱 11-12年度下學期獲獎學生 12-13年度上學期獲獎學生

潘啟華校友助學金 1C	 黃娟明	 3B	 黎映彤 5A	 陳映竹	 4B	 黎詠琪

南加州校友基金會 3A	 卓慧儀	 4A	 陳映竹 5A	 鄭嘉兒	 4D	 羅家琪

穎社校友助學金 3A	 何清怡	 4A	 鄭嘉兒 5A	 林詠詩	

文社助學金 3A	 李美玲	 4A	 譚安妮 5A	 譚安妮

呂浩溪、陳培道伉儷紀念
呂嘉蕙小姐助學金

3A	 吳雅麗 4A	 卓慧儀

紀念李權夫人周杏娣校友助學金 3A	 梁霆鋒 4B	 黎映彤

IX、學業進步獎
2011-2012 學業進步獎

中五
5A 方志強 5F 周宏州 5C 黃培峰 5F 楊永熙 5A 張樂詩

5E 郭寶儀 5F 吳文達 5B 勞思穎 5E 張靜華 5E 梁可琪

中四
4C 李嘉盈 4B 梁玉儀 4E 梁真瑜 4B 林冬兒 4F 陳亮宇

4D 傅芷晴 4E 何嘉彥 4C 曹金泉 4B 盧筠儀 4A 林可欣

中三
3A 翁怡欽 3A 李建安 3D 許咏然 3A 阮稜越 3B 程香青

3B 陳尚賢 3E 楊詠誼 3E 吳卓橋 3E 徐慧恒 3C 何展

中二
2D 陳志健 2D 麥寶文 2D 陳梓峯 2B 郭鎮強 2B 曾子瑤

2B 姚穎嫻 2C 鄭迦顥 2D 陳倩儀 2B 麥嘉茵 2D 徐智諾

中一
1D 陳志勤 1A 梁曉琳 1A 劉芷盈 1A 黃鈺斐 1C 文功學

1B 嚴榮基 1A 陳翱天 1C 鍾海恩 1A 李慧玲 1A 金善宏

X、香港培英校友會操行獎：
11-12年度下學期獲獎學生 12-13年度上學期獲獎學生

中七
7A 詹文姍 - -

7B 吳家偉 - -

中六

6A 曾媛媛 - -

6B 嚴希睿 - -

6C 李淑賢 - -

6D 羅樂兒 - -

6E 鄭詠琳 - -

6F 許玉政 - -

6G 鄭皓欣 - -

中五

5A 潘　冲 5A 譚安妮

5B 李文懿 5B 劉　悅

5C 李子儒 5C 陳港斌

5D 黎子軒 5D 梁堯潼

5E 阮嘉欣 5E 鍾慧敏

5F 李頌禧 5F 麥媛婷

11-12年度下學期獲獎學生 12-13年度上學期獲獎學生

中四

4A 譚安妮 4A 王浚銘

4B 鄧永轉 4B 黃子蕾

4C 陳港斌 4C 何展鋒

4D 何燕敏 4D 陳宗琪

4E 鍾慧敏 4E 袁倩儀

4F 李潔心 4F 李梓君

中三

3A 王浚銘 3A 陳梓筠

3B 黎映彤 3B 姚穎嫻

3C 夏文映 3C 李致君

3D 李梓君 3D 高詠詩

3E 吳卓橋 3E 麥泳茵

中二

2A 楊淨鈞 2A 李佩愉

2B 姚穎嫻 2B 趙巧燕

2C 陳梓恩 2C 鍾海恩

2D 高詠詩 2D 黃家俊

2E 麥泳茵 - -

中一

1A 李慧玲 1A 梁慧敏

1B 霍庭弘 1B 張文斌

1C 鍾海恩 1C 李雍華

1D 郭鎭熹 - -

XI、其他
獎項名稱 2011-2012年度

楊衢雲紀念獎學金 6A	 鄭晉瑋	 6A	 許思琪	 　7A　謝漢全

李元杰校友好老師獎學金 數學科 5A	 陸志聰	 4A	 李翹麟

物理科 5A	 梁晉章	 4A	 李翹麟

化學科 5A	 梁晉章	 4A	 馬若飛

紀念周相迎老師國文科成績優異獎
7B	 趙　妍	 6A	 許思琪	 　6A　倪惠燕
6A	 曾媛媛	 3A	 王浚銘	 　3A　黃森然
3A	 翁俊賢

升讀大學醫科理科陳運揚醫生助學金 7B	 吳家偉	

獎項名稱 2012-2013年度

馬仲如先生大學預科獎學金
6A	 吳宜彬	 6A	 陸志聰	 　6A　馮景倫
6B	 林翺天

溫哥華校友會紀念陳澤棠老師傑出運
動員獎學金

男子排球隊

南加州校友會獎學金
5A	 黃奕聰	 5A	 高家偉	 　4A　劉霈樺
4B	 馮茂森	 3A	 黃洭平	 　2A　杜文杰
1C	 黃鈺淇	 6A	 何偉浩	 　6A　李藝哲

香 港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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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1.	 繼續深化價值教育

	 a . 	 進一步發展家長教育（如家長課程系列），

與家長並肩培育學生。

	 b. 	 探討與價值觀有關的議題（如貧窮、環境、

國民教育）。

2.	 優化新高中課程教學

	 a . 	 繼續鼓勵老師積極參與校外專業培訓，更新

教學技巧及教學資訊，致力營造校內專業交

流文化；舉辦校本培訓活動，裝備老師。

	 b. 	 善用校外資源

	 	 參與新高中聯校課程，增加同學修讀新高中

科目的選擇，從而配合學生不同的需要、性

向、能力和興趣。

	 c. 	 提升資訊科技的支援，進一步發展沙培網及

推動流動學習。

	 d. 	 重視知識管理，教師可藉著沙培網組織和分

享各科的知識庫，持續轉換及創造知識，提

升教學效能。

	 e. 	 推行優化語文教育的措施，進一步鞏固學生

的語文基礎，著重培養綜合的讀寫聽說能

力，以配合新高中學生不同的發展方向。

3.	 照顧學習多樣性

	 a . 	 對資優學生、能力稍遜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讓不同能力的學生

都能充分發展潛能。

	 b. 	 繼續在中文、英文及通識科推行小班教學，

鼓勵同學參與合作學習，營造互動的學習環

境；又增加教學的空間，優化教材、調適課

程，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c. 	 鼓勵同學訂立學習目標及進度，自行調適學

習策略，培養定時學習的習慣，貫徹自主學

習的精神。

4.	 善用培英網絡及開拓學生國際視野

	 a	 繼續善用全球化的培英網絡，支援學生全方

位學習，並開拓國際視野，如學長計劃、美

加訪問團、溫哥華英語學習團等。	

	 b	 增加學生涉獵其他文化的機會，讓學生接觸

第三語言，如西班牙語。

公 開 試 佳 績

本校學生的公開試成績優異，香港高級程度

會考和香港中學文憑試的平均合格率及優良率均高

於全港水平。中六及中七的入大學率分別為百分之

九十三點七及九十八點四。希望同學們以執著的信

念，優良的品德及豐富的知識，奮力開創人生新的

一頁！	

傑 出 校 友 歸 寧 母 校

上年度於北京清華大學修讀醫學系的陳愷童校

友（11年淳社）及母親於7月12日回校探望邱藹源

校長及老師，並帶來精美西餅請老師享用。（陳同

學現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醫科課程）

陳愷童及其家長與邱藹源校長合照

李士培校友（1 1年淳社）

現於清華大學修讀航空宇航工程

系。他於開學禮回到母校與學弟

妹分享，主題為「自主學習」。

沙 田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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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ep Society
Mr Martin Li, Chairperson

Mr Li Ming Hei, Ms Lee Shuk Wah, Mr Lee Kin Ho 
and Mr Lam Pui Chung were elected by the teaching staff 
in early September as Heep Society Committee Members to 
serve the staff at school.

This year, we will continue to serve by holding 
different kinds of gatherings, and by providing staff 
benefits. Our three main gatherings this year are the Mid-
Autumn gathering, the Christmas party, and the Chinese 
New Year dinner.

We have also added a lot of discounted snacks to 
the Heep Society Tuck Shop in the staff common room. 
Hopefully you will all find them refreshing and helpful 
during work. When it is your birthday, you will be given 
a $30 coupon for the snacks together with a beautifully 
designed and written card. Remember there’s always a pile 
of snacks wait ing to be 
eaten when there’s another 
pile waiting to be marked!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Creative game and gifts for birthday celebrations

Christmas celebration with a 
variety of food from sushi to pizza, 
and fun games afterwards

對我來說，2012是恩典滿載的一年。

今年是我人生中最忙碌的一年。除了忙於繁重的教學工作之外，

我還要為自己的人生大事努力，感覺好像有點透不過氣來。但感恩的

是，在神的愛護和帶領下，所有事情都順利地完成。

2012年12月1日的下午，站於崇基禮拜堂的聖壇前面，在柔揚的

琴音中，看到我的未婚妻挽着她父親的手徐徐步向我走來，實在有一

份難以言喻的喜悅和興奮。我們在老師、同事、學生和親朋戚友的見

證下，宣讀誓詞、交換結婚戒指，一同邁向人生新的一頁。而沙培老

師和同學對我們真摰的祝福，更為這個特別的時刻加添了許多的溫馨

和感動。

願我與我的摯愛以吐露港為盟，馬鞍山為證，在神的恩典之路上，執子之手，組織幸福美滿的家庭。我倆

也藉此祝願沙培的每一位蒙神的祝福，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新婚之喜
莊善宏老師

莊善宏老師與太太合照，兩人笑容燦爛
甜密

沙培同事到莊善宏老師的婚宴送上摯誠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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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市教育局副局長秦允宏先生、江門市教育

局基礎教育科科長關麗玲女士、江門市蓬江區教育

局局長呂振勝先生及香港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陳嘉齡先生等人於4月17日來校訪問，交流內容主

要圍繞本校如何規劃及推行校本資優教育。麥嘉文

及何依琪老師以本校英語音樂劇為例，分享如何識

別及發揮具藝術才華的同學。陳得南老師則以語文

科為例，分享如何透過校本課程及延展活動培養資

優生的高階思維能力。同場有四位同學將三位老師

的演講作即時英語傳譯，表現深受嘉賓讚賞。

小女在2012年5月19日出

世了！

5月18日清晨4時，我開始

感到肚痛，於是立即通知丈夫。

聽聞第一胎待產時間會較長，我

又不想那麼早就進醫院，於是和

丈夫商討後，決定稍後才進院。

下午3時我們到達醫院，經過連串檢查，醫生

認為我當晚可分娩了，然而等到翌日下午，女兒還

未肯出來與我見面，於是醫生建議我做產前運動以

助生產。個多小時後，護士再為我檢查，發現女兒

心跳突然下降，我還未來得及問明因由，已經有十

多位醫生護士走到我面前，一邊替我檢查、抽血，

一邊不停推動我的肚子，希望幫助女兒心跳上升至

正常水平。幸好幾分鐘後一切回復正常，大家都為

我鬆一口氣，但為安全起見，醫生建議我做人工穿

添丁之喜
本校王英敏小姐於2012年5月19日誕下女兒，為王小姐與夫婿的首個小生命，我們在此獻上祝賀。

你們好，我叫尹靖翹

一轉眼，我已經長大了！

王英敏小姐

水，讓女兒早點出世，我想也不想便立即答應，因

為我的肚子已痛得不想再等了。

穿水後的陣痛越來越

烈，那種痛實在難以言喻，

經過一輪「搏鬥」，由微

痛、陣痛到劇痛，足足42

小時，女兒終於在5月19日

晚出世。

時間過得很快，女兒

現在已經八個月了，這段日

子雖然經歷前所未有的疲倦

及嚴重睡眠不足，但每日放

工回家只要見到女兒，一切

辛苦都感到值得，願天父繼

續保守女兒能健康快樂地成

長。

本校副校長及老師與一眾嘉賓合照

江門市教育局副局長秦允宏先生
致送紀念品予本校

教育局高級學校
發展主任陳嘉齡
先生在會上與嘉
賓交流意見

江門市教育訪問團訪校
陳得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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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通識科的教學效能，我們邀請了本

校家長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陳慎慶副教

授為高中通識科老師主持專業培訓。是次培訓於

2012年3月19日舉行，題為「通識科全球化單

元的學與教」。當日陳教授就通識科全球化單元

的教學給予寶貴意見，又與我們

分享由他們的專業團隊設計的教

學材料，同工們獲益良多。

此外，又藉專家觀課促進教

師專業發展。陳漢森老師及戚本

盛老師先後為高中通識科老師進

行觀課，在觀課後，兩位老師分

別在4月23日及6月18日向全體

通識科老師總結觀課所見及提出

適切的建議，老師得益匪淺。

香港浸會大學宗
教及哲學系副教
授陳慎慶先生作
專題分享

「通識科全球化單元的學與教」

通識科教師專業培訓

2012年4月23日，我們邀請了教育局高級學校

發展主任黎耀庭先生主持教師專業培訓活動，主題

為「觀課點評」。黎先生透過真實的觀課評講，引

導老師重溫一個好課堂應具備的元素。其後，邱藹

教師專業培訓：觀課點評

黎耀庭先生向老師們講解觀課的重點

老師於小組討論環節積極分享意見

源校長、陳麗芬副校長、曾山珊副校長、鄧翠霞老

師及蔡耀忠老師分別就不同的範疇與同工檢視學校

近年的發展和分享對未來的展望。會後，不同科目

的老師分組討論，交流教學心得。

2012年7月12日，粉嶺救恩書院邱潔瑩校長

帶同兩位老師，與本校老師分享推動自主學習的心

得。邱校長除了簡介該校推行自主學習的情況，更

教師專業培訓：自主學習

邱潔瑩校長帶領老師進行討論 本校致送紀念品與邱潔瑩校長及老師

慷慨致送一些課業與本校作交流。邱校長和同工亦

帶領本校同工作分組討論，並深入分析優良課堂教

學的影片，各同工皆得益不少。

沙 田 培 英

77



教師專業培訓：透過課業設計及有效提問照顧
　　　　　　　學習的多樣性

教師培訓小組於2012年3月8日邀請了香港紅卍

字會大埔卍慈中學潘啟祥副校長到本校分享，題目為

透過課業設計及有效提問照顧學習的多樣性。潘副校

教學經驗豐富，對教學充滿熱誠；透過他風趣幽默的

分享，老師們對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有更深入的了解。

同時，潘副校亦以不同的例子及個案與老師們詳盡分

析，老師們都十分投入在其中。潘副校幽默分享 兩位副校代表學校致送紀念品給講者

教師培訓小組於2012年11月30日邀請了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吳巧儀姑娘到本校分

享，題目為如何照顧專注力不足的學生。吳姑娘以短片及個案向老師講解專注力不足

的學生的需要，老師們對照顧照顧專注力不足的學生技巧有更深入的了解，老師們都

十分投入在其中。

教師專業培訓：如何照顧專注力不足的學生

教師專業培訓：「讓學習被看見和感染」
	 2012年8月25日，我們邀請了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鄭國榮先生到校分享，主

題為「讓學習被看見和感染」 (Put t ing our heads together to make learning v is ib le 
and contagious)。當日，
鄭先生引領老師進行小組

討論，並透過生動的例

子，與老師探討如何在課

堂內呈現學生的學習成

果，從而提升班房內的學

習氣氛並幫助學生培養積

極的學習態度，以達致促

進學生自主學習之效。鄭國榮先生帶領老師們進行小組討論邱藹源校長致送感謝狀予 
鄭國榮先生

本校陳得南老師於

2012年9月21日獲教育

局語文教學支援組邀請，

擔任「課程領導專業發展

計劃」簡介會暨教師網絡

交流活動的分享嘉賓，分

享主題為「如何擬定具

體、可行的行動方案」。

陳老師就新高中選修單元

的校本設計(包括課程規劃及前線教學經驗)作專題分

享，席間與會者踴躍交流，氣氛熱烈。

陳老師同時在2012年11月23日(星期五)，獲

邀參與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中文科區會聯

網計劃—「共建課程學習社群‧促進教學專業交

流」的啟動禮，並擔任「從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於教育局「課程領導專業發展計劃」中分享

看中、小學課程銜接」講座的分享嘉賓。陳老師就

本校中文科新高中選修單元的設計及實施，與一眾

中小學同工進行交流。活動旨在通過友校間的交流

互動，了解初中生之語文學習難點，共同探討如何

於小學階段幫助學生裝備自己，奠下穩固的語文基

礎，迎接中學新挑戰。

陳得南老師與小學同工講解中、小學課程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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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榜
1.	 恒隆數學獎2012

 許漢嘉 (7B)、賴冠恒 (6E)、曾天泉 (6E)、

 蔡健林 (6E)、楊昌泰 (6E)

2.	 	 香港培英中學舉辦的首屆「白綠傳人中文寫作比賽」

 散文高中組

 三等獎：何善文 (4A)

 優異獎：張子樂 (4C)

3.	 第一屆全港學界微型小說創作比賽

 初中組冠軍：黃皓芊 (3D)

 初中組作家推薦獎：鄭知恩 (3C)

4.	 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的「動力童夢75」計劃

 獲選為兒童夢想家：莊鈺瀅 (1D)

5.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公共圖書館聯合主辦

	 「第廿三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初中組推薦獎：譚咏詩 (1C)

 高中組推薦獎：盧頌恒 (4C)

6.	 星島第二十七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初賽：沙田培英中學 3:0 勝瑪利諾修院學校

 最佳辯論員：顧穎琪 (5E)

 參賽同學：翟緯琪 (3E)、黃建豪 (4B)、顧穎琪 (5E)

7.	 第十二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基本法盃)初賽

 成績：晉身十六強

 參賽同學：何蕙芯 (2C)、王思沅 (4B)、梁愷晴 (4E)、

 　　　　　黃建豪 (5B)

 　　　　　黃建豪 (5B) 同時獲選為最佳辯論員

8	 公民盃辯論比賽

 成績：晉身四強

 參賽同學：王得維 (3C)、招慧娟 (3E)、梁卓敏 (4A)、

 　　　　　翟緯琪 (4A)、余桂萍 (4D)、麥靜心 (5A) 

 　　　　　翟緯琪 (4A) 同時獲選為最佳辯論員

9	 沙田區書法及國畫比賽

 殿軍：江衍融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港公署、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　

基金聯合主辦的「第六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

 成績：最後十六強

 參賽同學：張陽光 (2A)、何雋文 (2A)、李駿發 (2A)、

 　　　　　李進義 (2A)、詹穎宜 (4B)、盧頌恒 (4C)、

 　　　　　成慧林 (4D)、伍衍濤 (4E)、葉心兒 (4E)、

 　　　　　鄭銘真 (5B)、李翠珊 (5E)

11.	 第十七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決賽

 三等獎：陳國安 (1A) 

12.	 創意動力教育協會主辦的「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2」

 一等獎：趙晧陞 (4D)、鍾健堂 (4D)、何頌揚 (4E)、

 　　　　王漢璽 (4E)

13.	 網上《明報》舉辦的「時事通識必答題比賽」第7回合

 「最佳成績學生」獎：梁心怡 (1D)

1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銀獎：柯穎琛 (6D)、曾翠芳 (6D)

15.	 榮獲香港財務會計協會獎學金

 黃穎琛 (5A)

16.	 IVE工商管理學科主辦的「全港中學生會計及商業常識

	 比賽」教育局分區(新界東)

 冠軍：鍾嘉熹 (5A)、楊可欣 (6B)

17.	 新界東醫院聯網攝影會主辦的「愛生命．給生命」攝影比賽

 優異獎：梁詠琳 (5C)、陳卓枬 (5C)

18.	 沙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標誌設計比賽

 季軍：何詩婷 (5B)

19	 香港藝術中心主辦「香港學校戲劇節」

 本校榮獲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 　出 　劇 　本 　獎：何晰然 (3C)、陳建亨 (5C)

 傑 　出 　導 　演 　獎：畢家寶 (4E)、陳建亨 (5C)、何卓姿 (5D)

 傑出男演員獎：唐健賢 (2C)、陳譽之 (2C)、阮泓竣 (3D)

 傑出女演員獎：余敏慧 (1A)、潘翠珊 (1D)、陳慧殷 (2A)

 　　　　　　　鄧彥屏 (2D)、陳芷柔 (2E)、劉朗晞 (3B)

 　　　　　　　何晰然 (3C)、陳蔚林 (3D)、陳逾心 (3D)

 　　　　　　　黃皓芊 (3D)、施毅欣 (4C)

20.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舉辦第三屆香港傑出青少年鋼琴家公開賽

 優異獎：周靄彤 (1B)

21.	 教育局舉辦的「2011/2012學校音樂創藝展」–精英組

比賽

 初賽中獲評審推選為其中一間傑出學校，並於最後的創藝展

 匯演獲得

 最佳意念銀獎 (中學─精英組)及

 最佳音樂銅獎 (中學─精英組)

22.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舉辦「第五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

	 藝術節歌唱比賽」

 獨唱 (少年組) 冠軍：陳婥彤 (1B)

23.	 公益少年團主辦沙田區學界圍棋比賽

 優異獎：梁儁彥 (4E)、黎家敏 (3E)

24.	 第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12

 獲得新界區初中組比賽

 優異星獎：簡朗妤 (2C)、林諾庭 (3C)

 優　異　獎：方嘉敏 (2C)

25.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2012

 三等獎：楊朗曜 (2A)

26.	 第四十三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

 賴冠恆同學 (6E) 為五位香港代表之一，

 並在比賽中勇奪銀牌，為港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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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香港女童軍總會主辦「隊伍優秀女童軍選舉」

 新界第116女童軍隊「隊伍優秀女童軍」：陳敏希 (4C)

28	 朗誦	

 第六十三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a. 粵語詩詞獨誦

   中一級女子組  　　亞軍：陳穎靜 (1D)

季軍：麥筠尉 (1C)

季軍：曾靜怡 (1C)

 b .  粵語散文獨誦

   i .  中一級女子組  　　亞軍：劉潔塋 (1B)

亞軍：區穎朗 (1D)

   i i .  中二級女子組  　　季軍：徐彤溵 (2E)

   i i i .  中四級女子組  　　季軍：成慧琳 (4D)

 c .  英語詩歌獨誦（非公開組）

   i .  中一級女子組  　　季軍：周裕欣 (1A)

    　　　  　　　　　區依祈 (1D)

    　　　  　　　　　鍾佩蓓 (1D)

   i i .  中二級女子組  　　冠軍：莫詠芝 (2A)

      　　亞軍：陳慧殷 (2A)

    　　　  　　　　　劉煒妍 (2A)

   i i i .  中三級女子組  　　亞軍：吳珮恩 (3B)

    　　　  　　　　　鄭欣喬 (3C)

    　　　  　　　　　黃皓芊 (3D)

      　　季軍：梁詠彤 (3B)

    　　　  　　　　　何晰然 (3C)

    　　　  　　　　　陳逾心 (3D)

   iv .  中二級男子組  　　冠軍：唐健賢 (2C)

   v .  中四級男子組  　　季軍：黃軍豪 (4E)

29.	 音樂

 第六十四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a. 合唱項目

   i .  十四歲或以下初級組  優良獎狀：本校詩歌班

    外文歌曲混聲合唱 

   i i .  中級組外文歌曲混聲合唱 優良獎狀：本校詩歌班

 b. 十四歲或以下女聲中文獨唱 優良獎狀：陳婥彤 (1B)

 c .  粵曲獨唱項目子喉獨唱 優良獎狀：黃菀參 (5A)

 d .  敲擊樂項目小提琴獨奏(七級) 優良獎狀：鍾城傑 (2B)

 e .  銅管樂項目

   i .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優良獎狀：蘇雪瑩 (1D)

    (中學初級組)

   i i .  長笛獨奏  優良獎狀：楊佳穗 (2C)

    (中學初級組)  　　　　　譚芷晴 (4C)

    　　　　　  　　　　　邱子晴 (4C)

      良好獎狀：官　婧 (2C)

 f .  鋼琴項目

   i .  鋼琴獨奏 (四級) 優良獎狀：官　婧 (2C)

   i i .  琴獨奏 (五級)  優良獎狀：梁樂彤 (1D)

      　　　　　胡鈞翔 (2C)

      　　　　　湯綺雯 (2C)

      　　　　　何楚穎 (2E)

      　　　　　趙芷茵 (3B)

      　　　　　戴昀琳 (3B)

      　　　　　鄭欣喬 (3C)

      　　　　　黎家敏 (3E)

   i i i .  鋼琴獨奏 (六級) 　　季軍：譚希琳 (1D)

      　　　　　李卓婷 (2D)

      優良獎狀：蘇雪穎 (3B)

      　　　　　鄧凱欣 (2D)

      　　　　　譚芷晴 (4C)

      良好獎狀：陳樂彤 (2E)

   iv .  鋼琴獨奏 (七級) 　　冠軍：吳珮恩 (3B)

      　　季軍：周靄彤 (1B)

      優良獎狀：梁詠彤 (3B)

      　　　　　蔡詠婷 (4A)

      良好獎狀：袁慧琳 (3D)

   v .  鋼琴獨奏 (八級) 優良獎狀：張浩民 (1B)

      　　　　　邱天甲 (3D)

      　　　　　林惜之 (4B)

      　　　　　郭心穎 (4C)

      良好獎狀：梁斯雅 (5A)

   v i .  鋼琴獨奏–  優良獎狀：黃丹鶴 (2A)

    中國歌曲類別

 g. 鋼琴項目中樂項目

   i .  笛獨奏  良好獎狀：莊鈺瀅 (1D)

   i i .  箏獨奏 (中級組) 　　冠軍：羅希賢 (3B)

      　　季軍：陳逾心 (3D) 

      良好獎狀：林景洛 (1D)

      　　　　　劉苑彤 (3B) 

 h .  公開組

   外文歌曲獨唱  優良獎狀：吳芷昕 (1A)

      　　　　　陳婥彤 (1B)

30.	 體育

 a .  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2011-2012年度校際比賽

   i .  田徑

    男丙鉛球  　第五名：易雋羲 (2A)

    男丙1500米  　　亞軍：譚皓文 (2B)

   i i .  游泳

    男甲50米胸泳  　　冠軍︰黃華駿 (5D)

    男甲50米蝶泳  　第六名︰黃華駿 (5D)

    男甲4X50米  　第五名︰黎俊鴻 (5B)

    自由式接力  　　　　︰黃子穎 (5B)

黃華駿 (5D)

陳震林 (6E)

    男乙100米自由式 　第八名︰余卓衡 (4E)

    女丙100米胸泳  　　亞軍︰何嘉羲 (1B)

    女丙200米胸泳  　　亞軍︰何嘉羲 (1B)

    女丙4X50米自由式接力 　第八名︰吳芷昕 (1A)

何嘉羲 (1B)

陳妤嫣 (2D)

郭泇熲 (2E)

   i i i .  長跑

    男丙長跑  　　季軍：譚皓文 (2B)

    男子丙組團體  　第七名：伍安皓 (2A)

譚皓文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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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焯桓 (2B)

黃恩信 (2D)

   iv .  羽毛球

    女子丙組  　　季軍︰梁嘉茗 (1B)

黃皓琳 (1B)

區穎朗 (1D)

劉詠姿 (2B)

麥瑩瑩 (2C)

郭泇熲 (2E)

   v .  排球

    男子乙組 (第二組) 　　季軍︰程景濤 (2E)

︰藍皓熙 (3A) 

    自由式接力  　　　　︰劉子謙 (3A)

    自由式接力  　　　　︰黃嘉富 (3A)

    自由式接力  　　　　︰張振海 (3A)

    自由式接力  　　　　︰陳正鈞 (3B)

    自由式接力  　　　　︰麥鋒如 (3D)

    自由式接力  　　　　︰王輾程 (3E)

    自由式接力  　　　　︰歐陽朗軒 (4A)

    自由式接力  　　　　︰詹焯曦 (4B)

    男子丙組 (第二組) 　　亞軍：黎浩程 (1C)

楊朗曜 (1D)

李嘉浚 (2B)

譚皓文 (2B)

邱家順 (2B)

林建明 (2E)

劉珈桓 (2E)

    女子丙組 (第二組) 　　亞軍：蔣詠而 (1A)

許鎧瀠 (1B)

薩慧翹 (1B)

厲瑋晴 (1D)

黃丹鶴 (2A)

何曉嵐 (2C)

麥瑩瑩 (2C)

鄭思澄 (2D)

   v i .  手球

    女子丙組  　　季軍：梁馨文 (1A)

劉潔瑩 (1B)

黃梓琪 (1B)

陳穎蕎 (1C)

何卓琳 (1C)

陳穎靜 (1D)

陳穎清 (2B)

鄧彥婷 (2D)

曾紫欣 (2E)

徐彤溵 (2E)

 b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分會

   2012-2013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丙組50米自由泳 　第八名：麥一凢 (1B)

   男子甲組4x50米自由式接力 　第六名：余卓衡 (5E)

黎俊鴻 (6B)

黃子穎 (6B)

黃華駿 (6D)

   女子丙組50米胸泳  　　冠軍：何嘉羲 (2B)

   女子丙組100米胸泳  　　亞軍：何嘉羲 (2B)

 c .  深水埗區排球比賽2011 　　殿軍：陳俊雄 (4A)

      　　　　　詹焯曦 (4B) 

      　　　　　蔡偉賢 (5A)

      　　　　　馬逸朗 (5A)

      　　　　　許文斌 (5A)

      　　　　　陳浩然 (5B)

      　　　　　鄧永澤 (5D)

      　　　　　謝柏康 (5D)

      　　　　　黎浩維 (5E)

 d .  2012年全港青少年 　　季軍：梁馨文 (1A)

手球分齡賽 U14  　　　　　劉潔瑩 (1B)

      　　　　　黃梓琪 (1B)

      　　　　　陳穎蕎 (1C)

      　　　　　陳穎靜 (1D)

      　　　　　柯煒琛 (1D)

      　　　　　陳穎清 (2B)

      　　　　　范思珩 (2D)

      　　　　　曾紫欣 (2E)

      　　　　　徐彤溵 (2E)

 e .  力行盃排球賽2011  　　亞軍：陳俊雄 (4A)

      　　　　　歐陽朗軒 (4A)

      　　　　　詹焯曦 (4B)

      　　　　　蔡偉賢 (5A)

      　　　　　馬逸朗 (5A)

      　　　　　許文斌 (5A)

      　　　　　陳浩然 (5B)

      　　　　　鄧永澤 (5D)

      　　　　　謝柏康 (5D)

      　　　　　黎浩維 (5E)

 f .  由香港籃球總會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資助

   「外展教練計劃–中學籃球挑戰賽2011-2012」

      　　季軍：鍾城傑 (2B)

      　　　　　范樂勤 (2D)

      　　　　　陳正鈞 (3B)

      　　　　　秦宗賢 (3B)

      　　　　　張肇鋒 (3C)

      　　　　　周俊希 (3C)

      　　　　　張家碩 (3C)

      　　　　　林廣威 (3E)

      　　　　　林恩諾 (3E)

      　　　　　施嘉俊 (3E)

      　　　　　曾耀棠 (4E)

 g .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舉辦的「第十三屆香港中學

   彈網錦標賽」

   女子丙組個人  　　季軍：周靄彤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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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鍵 (2010忠社) 香港大學Serena Yang Award

邱皓麟 (2010忠社) 香港大學學院成績優異榜及Serena Yang Award

鄧小慧 (2008名社) 香港城市大學傑出學生市場顧問獎：利豐亞洲(香港)有限公司	(2011)

梁穎勤 (2011志社)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張祝珊獎學金	(2011-2012)

彭蔚業 (2007赫社) 香港教育學院頒發Evelyn Yee-fun Man Scholarship	 (2010-2011)

李略禎 (2010忠社) 香港科技大學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梁海珊 (2008名社 ) 香港科技大學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陳嘉欣 (2011志社) 香港浸會大學首學期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張秀琳 (2011志社) 香港浸會大學次學期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何紫凝 (2011志社) 香港浸會大學首學期及次學期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洪忠延 (2009榮社) 香港浸會大學次學期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林桂花 (2010忠社) 香港浸會大學首學期校長榮譽榜

林　威 (2009榮社) 香港浸會大學首學期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及香港浸會大學次學期校長榮譽榜

李文慧 (2011志社) 香港浸會大學首學期及次學期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伍思穎 (2011志社) 香港浸會大學首學期及次學期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黃光達 (2009榮社) 香港浸會大學首學期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余曉霖 (2009榮社) 香港浸會大學次學期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余嘉希 (2010忠社) 香港浸會大學首學期校長榮譽榜及香港浸會大學次學期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陳芷彤 (2011志社) 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郭嘉弘 (2011志社) 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謝凱羚 (2011志社) 浸會大學國際學院校長榮譽榜及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1-2012)

李士培 (2011淳社) 培英會所獎學金	(2011)

陳愷童 (2011淳社) 培英會所獎學金	(2011)

畢業生榮譽榜
本校畢業生在各大學的表現甚為卓越，部分獲取大學獎學金，更不時收到大學寄來專函，嘉許本校畢業生

的優異表現。以下為部分畢業生的優異表現：

希望各位校友繼續堅持自己的理念，為香港社會盡一分力！亦希望其他同學繼續努力，為未來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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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uly and August 2012, seventeen Scouts and 
Leaders of the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in a contingent made 
up of the 36th HKG and the 1689th SJG) embarked on one 
of the greatest adventures that Scouts can undertake: an 
expedition along the GR – 20 on the stunningly beautiful 
island of Corsica. This is a legendary hiking trail and has 
the distinction of being the toughest of the great walks 
that Europe offers. Our team welcomed this challenge, and 
relished the adventure, hard work, difficulties, extremes, 
pain, sweat, and of course beauty, wonder, and fun with 
which we were rewarded. 

Corsica is a large island west of Italy and south of 
France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e Trail begins in the 
southeast corner of the island at the town of Conca, and 
rises steadily like the spine of a dragon to a high point of 
2225 metres at La Breche de Capitellu before finishing at 
the medieval village of Calenzana in the northwest. Every 
kilometre of the journey soaked up the sweat, blood, and 
sometimes tears of the Scouts, but that is the price one has 
to pay for the opportunity to trek through a land of wonder 
and beauty. Altogether we were trekking for three weeks, 
and the journey was divided into roughly two phases: the 
southern approach to Vizzavona, and the tougher northern 
trek to Calenzana. I made the strategic decision to start at 
the lower altitudes and proceed north to give the Scouts 

SILVER JUBILEE DISTRICT
CORSICA GR – 20 EXPEDITION 2012

Mr. Timothy Thistle (NET)

time to adjust to the climate, height, and rigours of the 
track, and I strongly recommend this for any Scouts who 
might follow.

I was the Expedition Leader and this journey marked 
the sixth consecutive year that I have brought my Scouts on 
a summer overseas trek. I was very fortunate to have had a 
great Adult Leadership Team with me: ASLs Dick Chan of 
the 36th and Philip Yim of the 150th HKG, as well as A/
ASLs Matthew Chiu and Christopher Lu of the 36th. We 
had the joy and privilege of leading eleven very tough and 
super-motivated Scouts over the 180 amazing kilometres of 
the Track.

Reflect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SJD 
in general and the 
36th in particular, 
t h e S c o u t s c a m e 
from Hong Kong, 
F rance , Sweden , 
Korea, Indonesia, 
and the USA. We 

came from many places, possessed a diversity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experience, but combined all of these into a 
synthesis of pure Sc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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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hard to describe a single day on the track, as 
every day brought its own challenges and wonders. Most 
of the nights we stayed at the refuges (mountain huts) 
are maintained and manned in June, July, and August. 
In general, we would awaken in tents, hammocks, or 
occasionally the bunks at about 0700 hrs to a breakfast of 
dry bread, jam, butter, and coffee, repack our gear, and then 
on average climb up anywhere between 500 and 900 metres 
to the next pass, descend to the valley below, trek through 
redolent pine forests, along exposed windy ridges, skirt 
pristine alpine lakes, and almost every day swim in icy, 
pure streams of melted glacier runoff. A perfect balance. 
The Mediterranean climate usually brought us hot, dry days 
of luxuriant warmth, and cold nights under bright stars. 
Perfection. Lunch was cans of ravioli or beans with pork, 
and dinner was usually excellent: sliced Corsican sausage, 
lentils or pasta stewed with more pork, bread, some kind of 
dessert, and of course lots of fruity red wine. 

The challenges we had to overcome were from the 
altitude and the weather. Calories were plentiful so the boys 
usually had enough energy to go for 6-8 hours of trekking, 
but the track presented such different conditions each day: 
steep rocky traverses and slopes to ascend or descend; 
smooth granite boulder faces with little to hold on to; death 
drops and sheer ridges with only a cold iron chain to hold 
us from the void; banks of fog that could blow in suddenly 
and reduce visibility to a few metres; lightning bolts that 
splintered pines close by. Luckily 90% of the journey was 
under blue skies, and the topography just got better and 
better as we advanced north. 

The happiest time of the journey for me was when we 
trekked through and advanced out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section of the GR – 20, the fabled Cirque de le Solitude. 
As a Leader, in every action and plan, horror images of 
what could go wrong always hover over my thinking like 
ominous thunder clouds on the horizon. From my pre-trip 
research, I knew the Cirque from Bocca Minuta at 2218 to 
Bocca Tumascinesca at 2183 was going to be tough and 
amazing – the time there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in terms 
of beauty and challenge, and entering it was something 
like venturing into the mouth of a dragon: adrenaline 
up, all senses high, sheer crags and pinnacles looming 
on every point of the compass, one razor-thin, perilous 
track to follow down to the scree-covered valley floor and 
then up the other side, iron chains and muscles the only 
things holding us to earth. Teamwork, cooperation, skill, 
experience, strength, and determination brought us to the 
other side, and as I sat down on the cool stone at the end 
of the Cirque, eating my ravioli and watching the Scouts, I 
felt a surge of relief that we had safely passed through, and 
great pride in their accomplishments. They have done this – 
what in life is going to stop them? 

We will be back in Europe in the summer of 2013 for 
another summer adventure – Scouting brings us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he limits of ourselves, and allows us to surpass 
them. So many more trails a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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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伊諾 (6A)

左起
婁啟藍 (5E)、
詠　彤 (4E)、
吳珮恩 (4A)

左起
梁詠彤 (4E)、
吳珮恩 (4A)、
婁啟藍 (5E)

Letter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The U.S. Consulate Speaker Program
2012年9月26日，我校同學獲美國領事館和教

育局邀請，於九龍塘教育中心向全港老師推介「T h e 
U S C o n s u l a t e S p e a k e r P ro g r a m」(我校已參加了
四年)。同學以英語短劇及短講的形式分享參與計劃

的經歷和感受，並即席邀請在場老師就有關計劃向

他們提問，表現備受肯定。美國領事館更向我們借

用當天的錄影片段，作日後推廣之用。事後教育局

又特意來函，嘉許本校學生。總括而言，是次分享

讓學生與校外人士接觸和交流，充分展示他們的潛

能，提升他們的英語演講技巧及臨場應對經驗。

5E Julian Lau 

"I can't believe that they took the Q&A session!" 
said the M.C.

On the 26th September, we went to give a talk to 
the teachers from a number of schools about the US 
Consulate Speaker Programme. It proves to be a precious 
experience.

At first, we were worried about feedbacks from 
the teachers as they looked bored with the talk in the 
beginning. But throughout the Drama and the Q & A 
session, the teachers brightened up, became enthusiastic 
and interested. They asked good questions about the 
details of the programme. Henry, one of us, was very 
involved and answered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from the 
NET teachers. We are glad that we made it. The sharing 
session was a success,and feedback from the teachers 
were positive. They said they were suprised that our 
spoken English is as fluent as those from International 
schools!

The session has also helped us learn more about 
this programme. We get to know more about global 
citizenship, about the US, how elections work, etc. 
Students could speak freely and the specialist speaker 
could address everyone's curiosity, making for a lively 
and spontaneous discussion. We won't forget this 
expereience and we hope for another opportunity to do 
this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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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鄭伊諾(6A)、馮煒彤(6D)、吳珮恩(4A)、
　　 梁詠彤(4E)

4E　梁詠彤

首先，很感謝學校給我們機會為 T h e  U S  C o n s u l a t e 
Speaker P rogram作分享。在這次簡介會中，我和另外三位來
自不同年級的同學以英語話劇形式來介紹活動的內容。在排練

的過程中，老師對我們的要求十分高。我們除了要熟讀劇本

外，更要嘗試加插一些富創意和生動有趣的演繹方式，務求令

觀眾對活動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對此感到十分富有挑戰性，且

獲益良多，因為我們能跳出課本的框

架，作出另類的學習和嘗試。

最令我難忘的片段是問答環節，

當中很多來自不同學校的老師踴躍發問，而我們的師兄師姐對即席的提問，淡定地

對答如流，應付自如。在旁的我就從中學習他們的說話技巧，很有得着。活動完結

後，仍有多位老師向我們詢問活動的資訊，他們更盛讚我們的英語水平，還誤以為

我們是來自國際學校的學生。我們當然不敢驕傲，但內心的喜悅真的難以形容。十

分感謝老師過去對我們的栽培，使我們有機會為校增光。這次難得的機會不但豐富

了我們的知識，也開闊了我們的眼界；不但讓我們接觸很多不同機構的人士，也令

我們留意更多美國的文化和資訊。

麥皓堯( 6E ) 及婁啟藍
(5E)以英語短劇形式介
紹有關計劃

本校高中合唱團應長虹聲樂協會的邀請，於《真之歌》音樂會中擔任表演嘉賓，演唱兩首文藝復興時期的

牧歌	(Madrigal)：Yes! Has any found a lad? 及  Il bianco e dolce cigno。

2012年10月8日晚上8時正，合唱團成員穿上整齊的西

裝、長裙，踏上了香港大會堂劇院的舞台。當晚，沙田培英

中學的校董、老師和同學都到場支持合唱團的演出，令團員

們深感鼓舞。

這次表演對於各合唱團成員有著非常特別的意義。首

先，這是高中合唱團首次公開與培英中學以外的觀眾分享他

們的音樂，實為難得。此外，為要專心應付繁重的學業和即

將來臨的公開考試，這次表演將是就讀中六的合唱團成員的

最後一次演出，故此，他們都十分珍惜這次表演機會。

高中合唱團的演出十分成功，獲得多位歌唱老師和校董

一致讚好。這實在有賴團員在過去兩個月來的堅持和熱情，

不懈練習。此外，非常感謝學校一直以來對團員的支持和鼓

勵，使他們得到全面的發展。

真之歌
莊善宏老師

沙田培英中學高中合唱團獲邀在《真之歌》音樂
會中擔任表演嘉賓。演出得到各界一致好評。

賴冠恆同學(6E)於2012年7月代表香港到愛沙尼亞參與第

四十三屆國際物理奧林匹克。五位香港代表成員與世界各國高

手較量後全數獲獎，共獲得二金二銀一銅的成績。賴冠恆同學

在比賽中勇奪銀牌，為港增光。

賴冠恆同學(左三)與隊友凱旋歸來，為香港增光

第四十三屆
國際物理奧林匹克

沙 田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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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學生學習第三語言，

從而多了解外國文化及擴闊國際

視野，學校於本學年邀請了來自

墨西哥的交流生C a ro l i n a D u a r t e 
M e d i n a ( 5 E )教授基本西班牙語。
興趣班逢星期三課後舉行，共八

節，每節90分鐘。

西班牙語是C a ro l的母語。她
親自設計課程，又製作興趣班的

教材及遊戲材料，從中教授西班

牙語和介紹墨西哥文化。

課室內學生與小導師積極交流，學習氣氛融洽，各人

都樂在其中。左邊是Caro l設計的興趣班課程大綱：

高中交換生計劃及西班牙語學習班
# Topic 
1 • Abecedary and pronunciation

• ‘Hello, how are you?’ and other useful expressions

2 • Review of the useful expressions

• Numbering scheme

3 • Months, days of the week, date

4 • ‘What time is it?’

• Nouns and verbs in Spanish

5 • Review of nouns and verbs

• ‘Where is the toilette?’ and other common questions

6 • Basic sentence and question structures

7 • How to count objects

• ‘How much is this?’

8 • Articles in Spanish,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A, an and 
th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2012
本校學生楊朗曜同學(2A)參加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及香港數理教育學會聯合主辦的國

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2012，獲得三等獎。是項選拔賽，旨在識別有科學天賦的初中生，並期望

透過培訓課程，促進他們在協作、批判性思維、創意與溝通技巧方面的發展。

楊同學同時獲選參加為期一年的進階科學知識培訓課程，修讀理論及實踐課。

邱藹源校長、招鍵校友、黃裕紅校友及陳麗芬
副校長

大家好！在香港大學修讀心理學的三年期間，我

有幸獲得獎學金到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一年，我很想分

享一下對學習的一些看法及在這裡的所見所聞，並藉

此鼓勵同學，忠於自己興趣，發展所長。

在參與選拔學生到牛津大學留學的過程中，我

發現學業成績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個人思維能

力，對學科的熱誠及對國際時事的認知。我有絕對的

信心，同學可以在沙田培英中學的老師身上及課外活

動中培養以上的能力。如參與辯論隊對個人思維及時

事認知有莫大幫助，又如參加中國山區或外國的交流

活動，定能擴闊眼界。甚至只是在課後到走廊跟老師

討論及提出問題，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夠獲益良多。

可能很多同學都會認為「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

的」，「牛津學生太聰明」。其

實就我所見，香港學生的學習能

力其實不亞於外國學生，而在牛

津學習的香港學生，並非每一個

人都十項全能，如同學能夠珍惜

在中學的學習機會，在課餘時間

發展自己，培英的學生絕對有能

力入讀這些英國名校。在此特別

鼓勵為高考作準備的同學，其實

再聰明的外國大學生，大部份人

每天都會花至少五小時在圖書館

溫習，在星期五晚可能會外出遊

牛津留學有感
招鍵（忠社， 2010）

玩至夜深，但大部份人都能夠在星期六早上起床溫

習。勤有功，戲有益。

在這裡學習到底與香港有何分別？我認為最大分

別是這裡提供一對一的導修課。在這裡，每一個星期

我都需要完成兩篇約二千字的英文論文，在準備論文

的過程必須大量閱讀，然後在導修課中與導師討論細

節。導師會給予建議及指出具爭議的地方，而我便需

要加以解釋及修改。這些導修課討論的課題沒有絕對

的對與錯，但能夠令人更全面去思考問題及提高批判

能力。	

在課餘時間，我參與了不少活動增廣見聞。每星

期有兩天的早上我會參與划艇練習，在晚上則上課學

習品嘗紅白酒，並在星期六參與一些與普及精神健康

有關的義務工作。有時遇到感興

趣的課題，如國際關係、哲學、

經濟學，便會與朋友參與相關講

座。在我住宿的學院，每兩星

期有晚間服裝派對，「勤有功，	

戲有益」，我當然參加。

最後我想再次鼓勵同學，

放眼世界，燃燒青春。W o r k 
hard, Play harder。

沙 田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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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鈺瀅同學(1D)參加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的「動力童夢75」計劃。在800多位參賽者中，莊同學的夢

想被挑選為75個兼具可行性、創意及社會意義的「童夢」。

莊同學的夢想是成為一位律師，為達成這夢想，她從認識法律著手，瞭解近年社會上廣泛討論的釋法問

題。透過計劃中「領航員」的安排，鈺瀅有機會親身接觸一位律師，並在他的指導下從法律角度探究「人大釋

法」。小冊子《童看人大釋法—法律初探》是她努力的成果。

「動力童夢75」計劃

由香港中文大學及恒隆集團主辦的恒隆數學

獎，是本港學界最具學術性的數學比賽。比賽隊伍

須就自設的數學課題，進行研究。評審由國際知名

數學家組成，主席為費爾茲獎得主暨哈佛大學教授

恒隆數學獎
丘成桐博士。入圍隊伍須以英語向國際級數學大師

匯報其研究結果及於答辯會中回答評審提問。

本校學生自第一屆始，連續五屆於恒隆數學

獎中，均獲得獎項。本屆得獎同學為許漢嘉、賴冠

恒、曾天泉、蔡健林、楊昌

泰。專題研究題目： F r o m 
‘Chops t icks ’ t o Pe r iod ic i t y 
o f  G e n e r a l i z e d F i b o n a c c i 
Sequence。他們受老師的熏
陶，均熱愛數學，享受數學

之美。	

由香港中文大學及恒隆

集團主辦的恒隆數學獎，是

本港學界最具學術性的數學

比賽。比賽隊伍須自行設定

一數學課題，進行研究及提

交報告。評審由國際知名數

學家組成的「學術委員會」

負責，主席為費爾茲獎得主

暨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博

士。入圍隊伍須以英語向國

際級數學大師匯報其研究結

果及於答辯會中回答評審提

問。

「愛生命．給生命」攝影比賽

梁詠琳同學的作品

新界東醫院聯網攝影會為了喚起公眾對器官捐

贈的關注，鼓勵更多人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舉辦了

《愛生命•給生命》攝影比賽，給予新界東醫院聯網

職員及該區的中小學生參加。主題為「對生命的熱愛

或給予」，評分準則為主題配合、藝術創意、拍攝技

巧、畫面構圖及整體美感。當中，我校梁詠琳和陳卓

枬同學(5C)在眾多參賽者中突圍而出，兩人的作品

皆獲得優異獎。恭喜兩位得獎同學。

沙 田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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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心」度行
體 驗 內 地 民 工 子 弟 生 活 狀 況 之 旅

學生輔導組與香港青年協會於2012年4月12至14日合辦為期三日兩夜的東莞「心」度行生活體驗團。李

文妍老師、伍振輝老師、陳靈娜老師及黃慧琦老師與兩位青協職員帶領三十八位高中學生前往東莞探訪民工子

弟。體驗團能讓學生了解居於城市的民工子弟的生活情況，從而開拓同學的視野，培養他們珍惜所擁有及尊重

他人的品德。參與同學皆獲益良多，並於5月25日周會向全校師生分享在體驗團的得著。以下是部分參與同學

的感受：

5A 鄭曉楠

	 在今次的東莞「心」度行當中，到利民

小區探訪令我印象深刻。這小區的居住環境極

度惡劣，居民都靠拾垃圾為生，令小區臭氣薰

天，衛生情況更為惡劣。在香港，只要我們發

現家中有蟑螂，便會馬上把牠殺掉，但在小區

裡，居民早已習慣成千上萬的蒼蠅在他們的身

上飛。他們的居住面積非常細小，小得連給孩

子做功課的地方都沒有，小孩都只能把椅子當

成桌子，然後坐在家中鋪滿青苔的地下做功

課。但他們從來沒有半點怨言，即使居住環境

差、收入低，但他們只是默默耕耘地為養活自

己下一代而努力工作，永遠都不會放棄。住在

這裡的人，他們的人生意義又是甚麼呢？相

信只為了養活自己的家人，那活在福中的我

們呢？每天不斷學習、做功課、測驗的意義又

是否甚麼呢？是否應為自己的人生定下一個目

標？

在香港，或者會有人埋怨自己的居住面積

太細小，希望住在擁有豪華裝修、擁有高尚會

所的住宅，終日為不能買到一個安樂蝸或背負

著供樓的負擔而懊惱非常。但事實上，生於香

港已是一件幸福的事，能擁有一個居所已比很

多人好，不應再埋怨，相反應為現時所擁有的

一切而感恩和滿足。

5A 黃穎琛

知足，便會常樂。民工子弟生活都很困苦，

他們連使用五塊錢也要精打細算，珍而重之，但回

想我平日對擁有的事物都不甚珍惜，奢侈品比比皆

是，用了一會就扔掉，卻不知別人連這些我認為是

「垃圾」的物品也沒有，他們甚至是渴望能擁有

的。我擁有很多，卻鮮少想到要與人分享，但見小

朋友僅有五塊錢，也不獨個兒用，竟為爸媽買食物

吃，令我不僅心酸，亦非常慚愧。跟別人分享所得

來的，遠比獨自享受來得多。

5A 黃苑參

這個旅程，除了讓我了解到村民的生活，更

讓我反思自己的生活態度。無論是學習方面，或是

與家人相處方面，東莞的小朋友都比香港人成熟百

倍。學習上，他們會主動、熱誠地學習。想起義教

的時候，我們問五十名小學生英文，他們無不「聲

嘶力竭」地回答問題。可是，中五級的我們，縱使

老師花盡心機，一些同學總我行我素，不理會老

師。

5D 張瑞昇 	

服務團有三日兩夜，其實在一開始我還以為這三

日已經很夠我們去體驗，可是見過小朋友們的可愛和

對生命的熱誠，我覺得三日的時間實在令人不想時間

飛逝。在服務團中，我看到很多平時在香港看不到的

東西，例如被垃圾山和污水圍繞的利民社區，小學生

們專心上課、大聲朗讀，小朋友們堅持把功課做好才

玩樂等。這些畫面都值得永遠留在腦裏，體驗中所想

所感也值得我永遠留在心中。究竟我在表面繁華的香

港所用的生活模式，學習態度是否正確？當我還抱怨

著今天的晚餐和上星期所吃的一樣時，小朋友可能是

在擔心今天的三餐能否溫飽；當我為星期一的到來而

感到煩悶，小朋友可能怕明天就因家庭經濟狀況不好

而不能上學。這些衝擊令我意識到我要作出改變，那

怕只是更用心地上課。

參加者在利民中心
與民工子弟傾談

參加者於愛
華小學進行
義教

沙 田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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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 馬衍鑫

東莞「心」度行，可以說是我人生一大的

轉捩點，因為這次的服務團糾正了我以往錯誤

的價值觀，令我重新認識到快樂的由來。

我曾經以為快樂一定是來自物質上的享

受：購物帶來的滿足感，電子產品帶來的快感

和擁有金錢所帶來的優越感。但其實，東莞的

小朋友缺少了以上豐盛的享受，仍能活得比我

們快樂，因為他們明白快樂源自滿足的道理。

他們只住在細小的小屋裡，但已覺得自己是幸

福的。他們只靠殘破不堪的書本學習，但卻珍

惜僅餘的物資，積極學習。要說最深刻的情

節，一定是替小朋友補習的時候了。他們每一

天都會到小區做功課，那堅持不懈的決心，哪

怕是下大雨，刮起風來也動搖不了。那些小朋

友要是寫錯字，他們會用僅有的工具—膠紙

貼走錯誤的字句，並善用膠紙上的每一個角

落、每一寸空間。這正正是珍惜學習的表現！

而沒有電子遊戲機的他們，即使只玩簡單的遊

戲，已能嘻嘻哈哈地笑起來。是他們令我明白

到快樂可以這麼簡單，這麼容易。感謝他們，

讓我有機會跟他們好好學習！

5E 梁焯瑤

說到這個旅程，我第一個想起的片段一定是

大家綵排生日會的無數個小時，從晚上練到凌晨二

時，到表演那天一直無間斷地練習，大家的毅力、

決心比我想像中堅毅得多，整個練習過程中我連一

句不滿的怨言也聽不到，最終的表演如何反而比練

習的回憶朦朧，我想真正的表演就是組員間團結的

練習，大家一起笑過也辛苦過，獲得的除了掌聲，

還有我們彼此間的默契和友誼。伍老師說得對，這

份感覺我們要一直記住，面對來年的公開試，這便

是我們的強心針。

5E 孫明慧

在這三日兩夜的行程，我遇見許多陌生的臉孔。行程中有

許多接觸小朋友的機會，例如義教、生日會、功課輔導。他們

的生活不如我們一般富足，有些甚至稱得上為窮困，但他們並

不為此而沮喪、埋怨，反而積極、知足地面對。做作業時他們

只有膠紙，而我們平常卻經常胡亂浪費；下雨時社區中心的溫

習室吵得令人心煩，但他們仍專心地做功課，而我們待在舒適

的冷氣房中仍經常抱怨……想起這一切實在令我自慚形穢。

與愛華小學的同學拍照留念

同學和民工子弟學校的小朋友打成一片，一起
玩集體遊戲

參加者進行家訪，
了解民工子弟的生
活情況

社工陳國輝先生帶領同學在民工子弟生日會中表
演富教育意義的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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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魂老師與一眾師生合照

有「詩人校長」之譽的羈魂在十年後重臨沙培，再為推動新詩創作而努力撒種，而「同學的心底話」叫我

們心存盼望，詩人的付出是不會白費的。

日期：3月 6 日、13日、20日、27日及4月 3 日（4:15-5:45）、6月29日（2:00-5:30）

地點：視聽室

新詩創作坊

同 學 的 心 底 話
5B 黃頌民

胡校長頭上的白髮不多，總是面帶微笑。在第一節課上，他就對我們說，在新詩創作坊上，他不是什

麼校長，而是一個詩人，我們可以「羈魂」稱呼他。他是如何的友善親切，可見一斑。

為適應我們所有同學的程度（中一至中五），羈魂從新詩的基本元素，如標點符號的運用、斷句、歧

義等講起，這對沒有接受過正規新詩創作課程的我來說，正可以鞏固基礎，日後可以走更遠的路。

羈魂用心分析、講評同學的作品，教導我們如何評鑑新詩。在課上，他曾戲言把我的作品當作是「壓

軸」之作，我又是受寵若驚，又是惶恐。他既說出了一些我沒意識到的優點，也把我心中所想的一一道

出。那份知遇的觸動叫我難忘。

老師說過，十年前，羈魂曾到校教授同學新詩創作，播下了新詩的種子，《站在巨人的肩上──沙田

培英詩選》收錄的作品可以為證。十年後，羈魂重來，老師寄望我們承傳新詩創作的棒子。我不知道未來

沙培會有多少同學熱愛創作新詩，也不知道自己會寫多久。但我會記得，那一年，有個經驗豐富的詩人前

輩，曾教過我寫詩，也唸過我的詩。說他在我的生命中刻下了痕跡，就是最貼切的話：

「是你把生命刻入　還是生命把你鑿去」

羈魂《鑿》（節錄）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
周裕欣同學(2D)入選《明報》與語常會合辦的「小作家培訓計劃」，並於2012年11月10	日出席計劃開

學禮暨寫作交流會，親炙王良和、陳惠英、潘國靈及唐希文四位本地知名作家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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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陳慧殷
Being a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for Mr. Mak and Ms. Ho was really a big challenge for me! Although I wasn't the 

main interpreter on centre stage, I was so glad that I could team up with two senior students and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them. Precise expressions must be used as we were translating for foreign visitors from the USA. We followed exactly 
what the teachers were saying. We paid attention and thought fast in order to give the most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I hope 
I will have a chance to be the SI next time!

「香港資優教育雙年會議」英語即時傳譯
2012年5月17日，香港資優學院舉辦「香港資優教育雙年會議」，本校學生為當日外籍嘉賓擔任即時傳

譯員。同學表現出色，外籍嘉賓更稱讚他們的翻譯水平甚至比會場提供的翻譯服務更令人滿意。與會老師更是

作了精彩發言。

陳得南老師（中文科科主任）：

「 思 維 能 力 是 語

文運 用的基礎，要提

高語 文能力，必須培

養學 生具備高層次的

思維能力，才可以分析

和解決問題。學校在過

去三年透過教學設計、

課堂實踐及辯論活動，

加強思維能力的培訓。

例如在語文課程內加入

高層次的思維技巧；以

抽離的方式進行培訓；

將辯論教學融入中國語

文課堂，使學生的學習

經驗既豐富，又富連貫

性。」

麥嘉文老師（音樂科教師、電腦科科主任及科

技教育學習領域統籌）：

「 音 樂 資 優 生 在 音

樂課掌握了不同層次的音

樂創作技巧後，獲學校甄

選，進一步發展他們的音

樂創作才能。透過良師啟

導的方法栽培少年音樂

家，引導他們欣賞音樂，

幫助學生整合他們的創

作，並將之提煉成為可供

演出的音樂作品。音樂資

優生透過參與學校舉辦的

雙年音樂劇，不僅音樂造

詣得以提升，在個人成長

上也有裨益。」

Impromptu Speaking is an activity aiming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hone their speech delivering skills, 
to boost confidence, and to encourage creativ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speak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without much prior 
preparation. Aided by prompts, they address themselves on interesting and evocative topics,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 and 
expressing their views.

Impromptu Speaking 即席英語演說

Josiah Wong (4E) and Julian Lau (4E) giving their impromptu 
speech

Mr Li telling students some skills of giving an impromptu speech

參與同學：
陳慧殷 Vian Chan (2A)、何晰然 Jessie Ho (3C)
黃軍豪 Alvin Wong (4E)、麥浩堯 Henry Mak (5E)
梁焯瑤 Yoko Leung (5E)、溫禕程 Esther Wan (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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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s been a wonderful year being a member of the 
SI group. I have learned a lot in this year. At first,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difficult job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grammar—it is hard to 
interpret into a totally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 But then, 
after a few practices, I started to get better and better. 
My SI experience helps me a lot in my English as I have 
focused more on my grammar. Now, being a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has become an easy job for me. I feel confident 
at my interpretion post. But I know 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I 
have to thank Miss 
Agnes Lee and my 
fellow interpreters. 
Had I not received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from them, I 
would not have done 
such a good job.

Being an interpreter is challenging but also exciting. In 
the beginning, I was afraid because I was not sure if I could 

handle the job. I was 
afraid of not knowing 
what to say or saying 
the wrong things. I 
was ve ry ne rvous . 
After a few times, I 
began to realise that 
I do not need to be 
excellent, but that I 
need to be confident. 
When you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ou can do things you never thought you can. I 
enjoy being a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 very much!

I've done SI three times. On 
the first occasion, I was afraid that 
I might not be able to translate 
everything the speaker said and 
m i g h t c o n f u s e o u r e x c h a n g e 
student, Carol. But it turned out not 
to be as difficult as I had thought. 
It’s actually fun! There’s always 
laughter and fun stuff in the SI unit. 
I'm happy I'm part of the team.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s a job filled with fun and 
excitement. You need to concentrate on what the speaker 
is talking about and immediately come up with your own 
wordings to express it. Although being an SI can sometimes 
be challenging or even frustrating, it is delightful when you 
receive appreciations 
from those who benefit 
from your hard work. 
Being an SI is very good 
training for my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I 
wish I would be given 
more SI opportunities!

即時傳譯小組

5E Alv in Wong

5E Di ly  Ong Henry Mak (6E) and Yoko Leung (6E)

Julian Lau (5E)

Matthew Leung (5D) and Alvin Wong (5E)

5E Ju l ian Lau6E Henry Mak

Matthew Leung (5D) and Dily Ong (5E)

Josephine Kwan (5A)

Matthew Leung (5D)

Erica Chim (5B)

Yoko Leung (6E)

Esther Wan (6E)

Yui Kong (5A) Jessie Ho (4B) and 
Sharmaine Leung (4A)

Kitty Kwan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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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ebating Society 英文辯論比賽

This is my first year with the debate team. At first I thought that debate was a boring and difficult 
thing, but actually I now find that it really could be fun. I have taken part in two competitions: a 
friendly match with Queen Elizabeth College and the Sing Tao Inter-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and 
I really enjoyed the preparation. I have learnt how to work with my team-mates, which is the key to 
winning the competition. 

I have also improved my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during the debate practice with teachers. 
I have learnt how to think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ll these help me a lot with Liberal 
Studies. Inspired by debate, I have started to read more news stories to broaden my horizon. 
Hope more schoolmates would know about debating and have fun doing it with us.

2C Yann i  Tong 

Yanni Tong (2C)

5B C l inton Lam 

I took par t in the Sing Tao 
Inter-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las t December. I t was my f i r s t 
venture into large-scale competition. 
I was excited when I learned that 
I would be captain. Then I started 
researching on the motion and began 
to write my script.

In the preparation stage, teachers and my teammates 
gave me lots of useful suggestions on how to organize our 
presentation. It would have been difficult going into the 
preparation without their help which I really appreciated. 
Moreover, I experienced team spirit during the prepar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cooperate. Working with each other in a 
team is important, or the task will not be done effectively. 
My teammates and I did not have any conflicts during the 
preparation and all of us shared the same goal which was 
winner the contest!

My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have since improved a 
great deal. Before, I was afraid to give a speech in front of 
lots of people. However, as representative of my school, I 
knew I had to be brave. So I practiced reading my scripts 
many times in order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text.  I was 
still a bit nervous during the contest, but I was improving 
all the time.

We did not win. But in spite of losing,, I have gained 
much. I think experie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victory. We 
should learn from failure and seek to improve ourselves. 
We will do better next time and become champion. Do not 
worry about the results. Take pleasure from the experience.

I wish everyone of us treasures the opportunity 
that has been given us. Be prepared and grab the next 
opportunity which comes your way.

I am glad I participated in the debating competition.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me!

Clinton Lam (5B)

A Friendly Match with Queen Elizabeth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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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Ju l ian Lau 

This was my very first time taking part in an official debate competition. I wasn’t very 
confident of myself. 

The motion was APEC. I didn’t even know what APEC was. I thought it would be 
trouble. My partner Sarah Mok and I are not exactly the confident sort either. But after a 
week of preparation and with the help of Miss Agnes Lee and Miss Mok, we did develop a 
speech. This is amazing! I never knew that I could come up with a real debate speech!

The toughest thing was the debate itself. We had to compete with six other debaters. There were two native speakers 
in that group. That really shocked me. They were keen on raising questions in the middle of my speech which was quite a 
challenge for me. We lost but I’ve learnt a lot from the exercise. Now I know what APEC is and I know what a real debate is. 
This is quite an experience for me.

Just a piece of advice. Whenever a teacher asks you to join a debate team, say yes. You can really gain something from it.

4C Stephen Cheong 

I indeed enjoy the 2012 APEC Youth Conference and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it. With limited preparation time, it 
was quite a challenge. With help from teachers, we came up 
with some useful ideas for the script. On the day of debate, 
we were anxious because there would be a time slot in 
which our opponents might raise 
questions and we had to respond 
immediately. Nevertheless,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won. It was quite 
a pleasant shock!

From this exercise, I learn 
about information search and how 
to put together a speech within 
a sho r t t ime . My Eng l i sh ha s 
improved, especially reading and 
speaking. The skill of data analysis 
is also something that I’ve picked 
up. To conclude, I do think this is a 
nice experience for me.

4C Rache l  Chuang 

This was my first time taking part in an English 
debate, I had no experience before. But the process was 
indeed enjoyable. It was really exciting.  We only kearned 
about the motion 5 days before the contest. We had very 
little time for preparation. Moreover, the topic was about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APEC, 
of which my partner and I had never heard 
before! We had a tough time for preparation, 
but thanks to our teachers and the Internet, we 
finally managed. What was the most challenging 
was our competitors. They were strong, and they 
were keen attacking you with questions in the 
middle of your speech. Now this was threatening.  
Whenever I am interrupted, I won’t be able to 
pick up my speech again. Under pressure, I was 
forced to strive for my very best, especially in an 
emergency. I had to learn to take things easy, to 
be lay back.. So next time if you are invited to a 
debate, take a chance! I am sure you would gain 
a lot from it.

Stephen Cheong (4C), Miss Crystal 
Chow and Rachel Chuang (4C)

 Julian Lau (4E) and Sarah Mak (5C)

Best debater, Jessica Chau (3A), 
making her strongest argument!

This is team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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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MC for two days 
and helper for three days at the 
English Fun Camp this year. 
Watching the first group of 
students arriving in our school 
hall reminded me of myself 
two years ago......

When I went on stage, I 
had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But after a while, I felt pretty 
calm and started enjoying myself because Mrs. Cheung and 
the other MCs had made up funny gestures for our script. 
The activities in the hall were soon over. I went back to my 
group as a helper. I noticed that a girl who was the only 
one from her primary school was a bit shy. Together with 
another helper, Karen, I went up to her and started chatting 

with her to make her feel at 
ease and comfortable. We had 
lots of fun and when it was 
t ime to leave, the students 
a s k e d  u s  f o r  o u r  p h o n e 
numbers so that we could keep 
in contact.

A t  t h i s  c a m p ,  I  w a s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to lead the games and activities. 
I have become braver! Also, we learnt to be firm but kind 
to naughty students We want them to enjoy themselves 
without being rowdy and unruly noisy. Learning how to 
keep this balance of fun and order with consideration for 
others is a very important skill which I have learnt in this 
camp.

P.6 English Fun Camp 小六英語趣味日營
2C Petra Poon 

Youth Forum 英語青年論壇 
Miss Siu Kai Ning

On 8 May 2012, the S2 Youth Forum launched a 
debate on whether “Deforestation should be prohibited in 
tropical rain forests.”  14 students played the separate roles 
of native tribes, government officials, CEOs of logging 
companies, environmentalists and tourists.  S1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sit in at the forum.  Some took part and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On 9 May 2012 and 16 May 
2012, S1 students came together to 
prepare for their Youth Forum on 
whether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should be banned in Schools”.  Student 
trainers from higher forms guided them 
on speech organization and delivery. 

Mr. Chong provided the training 
on the first day.  He spoke about ways 
to give clear, interesting and inspiring 
presentations.  The S4 students were 
very attentive and enjoyed the training 
session very much. .

On the second day, Stephanie 
Chan (2E) and Miss Siu talked to 

S1 students about how they should assess the opinion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namely students, teachers, parents 
and social workers.

The S1 Youth Forum was held on 6 June 2012.  12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expressed their view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given roles.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also took 
part in the debate.

Miss Siu hosting S2 Youth 
Forum on Deforestation in 
Tropical Rainforests

Mr. Chong hosting training 
workshop for S1 Youth Forum 

Viann Chan (2A) and Winnie 
Wong (4D) on presentation 
skills

Stephanie Chan (2E) and Miss Siu 
talking to S1 students on how to 
assess speakers’ opinions

Jenny Chow (1B) speaking from the audience
Eric Ho (1C) on 
Mobile Phones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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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李泓軒	5C

內務副主席：劉重言	5D

外務副主席：曾程朗	5E

文　　　書：陳譽之	3A

財　　　政：黎浩恩	5D

財　政　助　理：林諾庭	4A

學　　　術：李家睿	5E

宣　　　傳：周昕駧	5E

總　　　務：林諾恩	1B

福　　　利：黎子樂	3D

體　　　育：蘇雪穎	4A

第十九屆學生會選舉
2012年11月8日是本校第十九屆學生會就職典禮，新一屆的幹事會成員如下：

幹事會在任期內會盡力為會員提供更多的福利項目，籌辦合適的活動及加強會員間的溝通。

葉詠欣同學(4D)代表領取結業證書 全體同學與邱校長大合照

「精彩人生」活動是本校訓導組主辦的一

個計劃，目的是擴展同學的生活體驗，從中認識

自己，並強化個人毅力、自信及團隊的合作精

神。其口號為A B C，A就是A b i l i t y (能力 )；B就是
B re a k t h ro u g h(跨越)；C就是C h a l l e n g e(挑戰)。組
員以中二級及中三級同學為主，而中四及中五級同

學則擔任組長，協助籌劃活動。全部同學共分為四

精彩人生計劃
組：Bravery, Trust, Faith, Love(BTFL)，活動內容包
括獨木舟之旅、宿營、野外定向、戶外槍戰、大澳

生態遊及室內運動攀登。

本年度「精彩人生」活動的結業禮於2 0 1 2年5月
1 5日以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形式進行。共有二十多位
組員完成計劃，並獲頒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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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禮
成年禮是源遠流長的古禮，《禮記‧冠義》中

記載：「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其意是指男

子到二十歲，行過冠禮並為自己取「字」，即表示

他自此是個成年人。時至今日，世界上不同地區也

有為十六歲到二十歲左右的青年舉行「成年禮」。

本校秉承冠禮的精神，於201 2年10月12日

上午8時3 0分假本校禮堂為中四學生舉行「青年

禮」。我們期望透過「青年禮」的儀式，讓學生意

識到自己已踏入人生另一階段，從今以後，他們需

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更需要具備獨立思維及對社

會的責任感。

典禮當日，賴智強老師勉勵同學在面對學習或

人生的順逆境時，只要有堅定不屈的精神，便可活

出精采人生。其後，中六兩位學長陳建亨(6C)及黃

穎琛(6A)分享學習心得及勉勵學弟妹積極向上，把

握現在，努力將來。隨後吳若風(4C)及陳海晴(4A)

作回應。

邱校長與各班主任及家長為同學佩上襟章，並

帶領全體同學宣讀誓詞。當天出席的家長一同見証

了子女許下承諾的一刻及分享子女踏入青年期的喜

悅。其後，在吳珮恩(4A )、林惜之(5B )、李天頌

(5E)、陳建亨(6C)、張瑋庭(6D)、溫褘程(6E)及麥

皓堯 ( 6 E )帶

領 下，一同

合唱 I  Wo u l d 
B e Tr u e，以
歌聲道出青

年人立志向

上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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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repeat a student’s 
name when that student 
couldn’t hear it.

Students enjoyed 
playing theatre games

Following the warm-up activities, the groups started 
the theatre games session. P. 6 students were assigned 
certain games, like ‘Teacher says’, ‘Mirror’ and ‘Character 
modeling’. We did not lead the group, we watched and saw 
the shiny smiles on their faces. These games were designed 
to foster creativity and inspiration. Now that the Gangnam 
Style is all so popular, I could 
well remember seeing many 
Gangnam-like poses in 
the ‘character modeling’ 
game in OUR camp.

Making of Matryoshkas
After the morning session, we continued with the art 

session. Students were provided with Matryoshka, Russian 
dol ls . Time to br ing 
their talents into full 
play. Time for them to 
show their creativity. 
Well, it really was. As 
we all know, there are 
usually more than three 
layers in a Matryoshka. 
Students had to think of 
three designs. Beyond 
my expectation, those 
P.6 students did come 
u p  w i t h  e x q u i s i t e 
products. 

The highlight of the day-musical performance
Finally, here comes the highlight of the day. Prior to 

this session, groups were provided with scripts excerpted 
from three of our school’s bi-annual musicals, The Lost 
Face, Heart in Arms and Project Messiah. The kids finally 
got their opportunity to show off. They had been working 
on their performance the whole day. At the end of the 
day, and thanks to their leaders and captains, the groups 
performed better than we had expected.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leaders 
and captains participating in the camp. Without their 
contribution, we could never have such a successful day.

Before the day camp…
A lot of preparation work was needed. We had 

meetings with Mr. So and arranged workshops for leaders 
and captains. I had not realized that the workload would be 
so heavy. Building a program which involves 170 people is 
a very complicated job. There is no room for mistakes. In 
other words, we need to avoid every single mistake! I am 
pleased to have helpful leaders. We know when all is done 
we will still have room for improvement but we will strive 
for the best for the next day of the day camp.

Warming up with ice-breaking games
Finally the opening day of the Innovative Drama Day 

Camp.

At first, having divided the P6 students into 10 groups, 
we found that most of them were pretty inactive. They were 
quite shy. However, the Chicken Dance of Angeles (4A) 
and Sami (3E) successfully caught their attention. They 
danced with the ‘Chicken’, the cartoon character, and they 
danced with our leaders and captains. They even tried to get 

their teachers to join 
in. We could tell from 
the big smiles on their 
faces that the Chicken 
Dance truly made them 
energetic throughout 
the day.

The next ice-breaking game was “大飯桶開飯”, 
which help students get familiar with their group mates. We, 
the coordinators, joined in the fun. Our leaders and captains 
cared about every student’s needs. For example, they 

Drama Fun Camp 創意戲劇日營
5B Phoebe Kwan, Rachael Chuang and 5C Janet Tam 

This is my third year at the Innovative Drama Day 
Camp. Instead of being leader or captain, I’m one of 
the coordinators this year and I’m so glad for that. The 
Innovative Drama Day Camp is designed for P6 students. It 
aims to promote their interest in drama and to enhance their 
interview skills.

沙 田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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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讓學生發揮他們的科學潛能及創意思維，經常籌辦多元化的活動，讓同學可以在愉快的場景中得

以學習及發揮。本校於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及2012年3月31日(星期六)舉辦「趣味科學日營」，對象為

多間小學的小六學生。

日營活動以科學實驗及科學比賽為媒介，由本校同學帶領以下活動：	

(1)	物理、化學、生物分組實驗	

(2)	科學集體遊戲	

(3)	科學問答		 	 	 	 	

(4)	分組科學及數學創作遊戲

2012 科學趣味日營

同學們於各實驗室內進行不同的科學實驗，
又參與分組遊戲，發揮創造力，努力爭取好成績

沙 田 培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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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培英中心在温哥華成立至今已達二十年

之久。在過去的日子中，承蒙董事局的英明領導，

培英中心在發展教育及服務社會的事工上，力求推

陳出新，精益求精。

在新一年的開始，我們在下面幾方面將有更長

遠的發展：

(一)	培英中文學校

我們正積極地在大温地區不同的城市拓展分

校，例如温哥華東區、温哥華西區、烈治文、本拿

比及三角洲等，我們至今共十七間分校，為各社區

提供優質的中文服務。為着提倡中文教育本地化，

本中心更設計「恐龍國語」課程，以故事的形式使

兒童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下學習國語，能達到最佳的

學習效果。

為了提高教師的質素，本校每年均舉辦兩次教

師培訓課程，務求強化老師教學法的應用。除此之

外，本校並定期舉辦實用的電腦課程，幫助老師更

靈活地用電腦來設計練習和活動，使教學的方法能

與時並進。

為着鼓勵學生活學活用，把所學到的東西應

用在生活中，本校常舉辦不同的活動，例如聯校活

動、書法比賽、遊戲日、專題創作及聯校表演等，

使學習中文不再是呆板的背誦，而是趣味盎然的學

習活動。

(二)	中心活動

電腦課程：中心有一個設備完善的電腦室，共

有十五台電腦供學生使用，並且為拓福試	 (T O E F L 
T E S T)特許試場。為適應不同人士的需要，我們設有
電腦初、中及高班，更有相片處理及設計班等。本

地電視台亦曾為本中心的電腦課程作專題採訪。

本中心亦為成人提供不同的興趣課程，例如有

電子琴班、歌唱班、鋼琴班、國畫班、書法班、瑜

伽班及攝影班等，目的是讓坊眾善用餘暇來學習技

能從而提高生活質素。

本中心同時為青少年

提供各式各樣的課程以促

進他們德、智、體、群各

方面的發展，例如有英文

寫作班、繪畫班及歌詠班

等，使他們能在身心方面

得到均衡的發展。

除了不斷加強原有的

課程外，我們將於2013

年拓展商業的課程及講

座，以擴闊我們服務大眾

的層面，將開設的課程例

基督教培英中心近況
總幹事盧群毅博士

如有財務計劃、投資策略及認識股票投資等。

(三)	夏令活動　

本中心每年均舉辦青少年夏令營「温哥華故

事」 (Stories of Vancouver)讓來自中國及香港的學生參
加。這個夏令營是一個促進文化交流的橋樑，使參

與的同學能開拓視野，豐富人生。由於活動多姿多

彩，並且富教育意義，使參加者留下美好的回憶，

因此參加人數由早期的十多人增至近年的六十人。

在不久的將來，本中心將與其他機構合作，開

辦不同形式的夏令營，使更多海外學生能夠享用我

們的服務，亦能造就更多文化交流及培育英才的契

機。

此外，中心每年均舉辦兒童國語夏令營，讓從

未學過國語的兒童能夠嘗試學習國語，希望透過遊

戲、口語練習及活動，能夠啟發兒童學習國語的興

趣。

(四)	結語

在去年培英中心董事局決議購入中心對面的一

座建築物，計劃裝修該建築物後便能增加中心的實

用面積，從而增強我們的服務，這證明了我們服務

社會和投身教育的抱負。在未來的日子中，我們將

會投放更多的資源去提

高課程的質素，提供更

多樣化的活動去迎合社

會人士的需要，希望藉

着我們的工作，能培育

青年人成為關心社會和

放眼世界的全球公民；

能把「信、望、愛」的

精神帶到社會中每一個

角落和能提高普羅市民

生活的素質使生命更添

姿彩。

基督教培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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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英校友會委員名錄
顧問芳名

名譽顧問：蘇棉煥(49)、熊翰章(52)、蔡建中(55)、黎鈞衍(48)、陳　宜(62)、李偉庭(67)

　　　　　邱藹源(勰社)、陳錦昌(勰社)

法律顧問：傅德楨(52)

顧　　問：阮潔芳(50)、許康傑(51)、曾集祥(52)、黃建潭(92)

2012-2013年度委員表
主　　　席：曾業俊(79)

副　主　席：李賜堅(68)、王瑞珍(70)

秘　　　書：黃石吟(02)

秘書兼總務：楊玩兒(83)

司　　　庫：布維明(67)

稽　　　核：許琄琄(62)

公　　　關：石家珍(78)、黃順儀(78)、陳妙霞(79)

幹　事　公　關：戴妙雅(82)、吳芷穎(82)

康　　　樂：盧文佳(78)、李　勇(97)、邱雅玉(07)

幹　事　康　樂：黃麗珍(62)、李可夫(97)、黃慧嬋(81)

　　　　　　吳文洛(02)、梁承熙(02)

資　訊　科　技：陳耀榮(96)、鄺永賢(99)

美國加州省府薩克拉門度市省會培英校友會於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在本埠麗寶樓海鮮酒家舉行盛大

聖誕節慶祝活動。

參加本次慶祝活動的除了本埠培英校友外，還

有以顧問黎炳潮伉儷為首多位美西培英校友會校友

及各界嘉賓共一百三拾多人。

會長康瑋發，副會長黃雅文先生分別致辭，

向到會的校友與嘉賓致以熱烈溫馨的節日祝賀，並

因他們數十年如一日對校友會活動的參與和支持表

達了衷心的感謝。會長康瑋發特別強調，在白綠旗

幟下的培英學子，不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發揚著

「信，望，愛」的傳統，團結互助，自強不息，並

加州省會培英校友會舉辦隆重聖誕慶祝晚會
穎社　康瑋發

晚會小舞劇—過河

通過各類活動使越來越多的人對「培英」有更深的

認識。我們的朋友已遍布世界各地。

晚會中，除了有豐盛的晚宴外，還有卡拉OK、

交誼舞、抽獎等助興。今年的晚會，特別開創了一個

「嘉賓才藝表演」的節目。在長達一小時的才藝表

演中，與會嘉賓紛紛登場獻藝，熱鬧非常。歌聲悠

揚，舞姿奔放，直到晚會結束，人們仍餘興未盡。

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創辦三十五周年來，由於

校友們的熱心支持，每年聖誕、春節、夏日郊遊等

活動從未間斷，使培英精神得以薪火相傳。我們希

望通過此類活動加強與校友聯會和各地校友會的聯

繫，與培英大家庭同樂。

校 友 會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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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母校133周年校慶聚會
57　成社　黃創

慶祝校慶是世界各地培

英白綠兒女們的盛事，安省

培英校友會於2012年4月

21日，假士加堡海洋皇宮

海鮮酒家舉行慶祝母校133

周年校慶暨改選第二十屆新

會長及委員大會。是日天氣

甚佳，六時三十分，核實與

會的校友超過三十人，符合

會章法定人數；李會長立即

宣佈會員大會開始，會長呈

述過去兩年來校友會的工作

與活動，展望新一屆的委員

能有年輕一代的校友參與會

務。黃安法報告本會的財政

狀況，並派發去年財政報告

表。(按：本會去年幸得陳

政委員的太太，仗義免費為

本會核數師，謹此致謝！)

會員大會結束，隨即由馮漢

強、葉長蔚、黃安法、黃創

統計選票，並由會員陳華泰

學長監察結果。

七時十五分聚餐會開

始，由陳正、侯倩儀兩位金

牌司儀主持，首先全體肅

立，由陳尚賢及馬淑華夫婦

領唱加拿大國歌及培英創校

校歌。李雪纖會長致歡迎辭

後，黃創副會長介紹新加盟

校友會會員：48年群社梁

福強學長及81年日社(台分)

陳鳳慈校友與各位相見，並

與會長們拍照留念。

今年是5 2強社校友畢

業離校60年鑽禧，出席者

是關本楊學長一位。62年

素社畢業離校50年金禧出

席者有：李雪纖、李偉剛、

廖錦佑、陳中至、曾麗明、

潘錫鐮、余寶愛及李月顏等

八位，本會致送各人紀念牌

一個並免費聚餐。素社陳中

至代表致送賀儀四百元與本

會，謝謝！至於畢業三十年

晉升元老日社校友陳鳳慈，

本會代母校致送金紀念章一

枚。

大家一面在享用美食之

際，首先有每席的檯獎，由

委員馮漢強捐贈的冰鮮鮑魚及大老虎蝦，中獎的校

友笑顏大開，他(她)們回家有高級海味享用。

其後有多位校友登台獻唱以娛嘉賓，計有陳

尚賢與馬淑華夫妻檔之民謠及藝術歌曲；何麗燕與

黃春和首度合唱粵曲，馬淑華亦與何麗燕合唱帝女

花之香夭；渥太華隨團的團友亦熱烈登台助興，舒

展美妙的歌喉，各人都沈醉

於歡樂歌聲中。壓軸是大抽

獎，中獎者有張瑞芳、蔡漢

英及從渥太華來的嘉賓黃先

生。十時半在一曲珍重再見

歌聲中結束這次餐會。

第二十屆委員會改選結果如後：

顧問：蘇棉煥、蔡建中、伍伯良、張瑞芳及施淥漪

會長：李雪纖　副會長：黃　創、余沛民

財政：黃安法　(副)	馮國光

文書：劉繼強　(副)	周能思

公關：李月顏　(副)	葉長蔚

總務：馮漢強　(副)	植祥堅

康樂：胡志榮　(副)	陳　正

監察：陳尚賢　(副)	陳榮杰

小組成員

康　樂　小　組：陳尚賢、馬淑華、陳　正及黃春和

關　愛　小　組：李雪纖、黃　創、馮漢強、葉長蔚

　　　　　　馮國光		 	 	 	 	 	 	 	 	 	 	 	 	 	 	 	 	 	

網　頁　小　組：李雪纖、侯倩儀、陳　正及劉繼強

白　綠　楓　訊：李雪纖、黃　創、黃安法、馮漢強

　　　　　　馮國光及劉繼強

獎學金小組：余沛民、李雪纖、劉繼強

校 友 會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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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是一個普世歡騰的日子，也是校友把杯

言歡、談笑、敘舊、祝福和聊天的時光，溫哥華校

友會亦藉此節日在十二月九日晚假座列治文市帝苑

皇宮酒家舉辦今年度的聖誕聯歡會。並在《雲城友

聲》，電台、電視和報章宣傳這項活動，而理事們則

用電話籲請校友們踴躍參加。

當晚六時校友魚貫

而來，許多校友帶備禮

物作為餘興抽獎，接待

處的兩位理事－ 楊

華酬和李仁傑則忙於收

款和指引席號，其他理

事和工作人員忙於佈置

和招待校友、師長和嘉

賓。這次盛會有八十多

人出席，場面樂也融

融。

七 時 許 ， 司 儀

李銘堅和楊麗英兩位

理事宣佈晚會開始，

並請大家起立，由潘

岳翹會長領唱「培英

創校校歌」，隨著是

會長致歡迎辭，潘會

長表示衷心感謝校友

的來臨及致送禮物和贊助經費，使大會生色不少，

並簡約地介紹過去一年的活動情況，同時歡迎一些

年長的校友和第一次參加校友會活動的66屆廣培陳

健文和72年健社鄧仍光，此外，請大家在大會準備

聖誕卡上署名，俾便稍後寄給不便出席的校友們以

表「白綠一家親」的情懷和致候。接著是培英中心

副主席鄺忠源學長報告今年培英中心20周年活動盛

況，而培英中心總幹事盧群毅博士帶來聖誕訊息和

簡述聖誕老人來源故事，與會者甚感興趣。

陳約翰牧師在謝飯祈禱

前唱起「培英咕喱頭」來，

使人懷想昔日校園玩樂，切

磋琢磨，共硯往事，感昔日

友情可貴。祈禱後是抽檯獎

時候了，這一次不用抽籤，

只要是同檯生日距聖誕日最

接近便可以得獎。上菜後，

孫老師 ( 8 3 東社鄭文樂母

親，前香港管絃樂團團員)

為《雲城友聲》籌募經費，

在每一席前以小提琴演奏樂

曲，在悠揚的樂聲中，學長

們紛紛慷慨解囊，共籌得

五百元，謝謝孫老師和學長

們。

溫哥華培英校友會2012年聖誕聯歡會記
淡社　李仁傑

宴會中，記者「玲」(會長夫人)訪問今年11月

去訪美國紐約市遇上世紀風暴(C i n d y)，無恙歸來的

楊華酬理事，他慨歎紐約這個世界最大繁榮的大都

會，在大風災下而大停電，一夜間變成寂寂死市，

住在高樓大廈的要拾級而上，那些先進的科技和高

科技的電子產品：互聯網、電腦、手機GP S等頓成

廢物，人們從高物質享受、高消費，回

轉到基本的需求一食物和水，令人們

知道在災雞中認識到人類互相關懷、體

諒和幫助的重要，從而珍惜親情和友情

(珍惜眼前人)	。

稍後是陳鈺祥老師和潘岳翹會長合

作「棟篤笑」之幸福人生，一位莊重嚴

肅教學，一位則詼諧百出，搗蛋佻皮學

生，在彼此間一問一答中介紹了人生各

階段，當人們年長了，要注意身心的平

衡與健康，要重視「四有」：老伴、老

本、老友和老康，用非常風趣的氣氛導出臨屆退休

的校友的幸福生活。

跟著是揭曉猜成語的謎底了，猜中的雀躍不

已，猜錯了則恍然大悟地為何猜不中。席間有抽獎

節目，中了，則歡喜領獎；抽不中的，只有期待來

年吧。

時光易逝，晚宴接近尾聲了，吃甜品時，傳來

一陣「HO！HO！HO！」的笑聲，一位身穿社衣，

戴紅帽子的白鬍子出現了，啊！原來是聖誕老人。

他走到每一席前，

向各校友問候和談

笑，並送二水果。

晚會就在歡笑中圓

滿落幕了，謹祝聖

誕 快 樂 ， 新 年 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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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來探訪美西培英校友會。吳振亨校友是美國攝

影學會的副會長，攝影技術超卓，在攝影界大有名

氣。他在名成利就的今天，不忘自己是培英人。美

西校友們很熱情的在校友會內接待他。當時正是中

秋，校友們準備了月餅水果歡迎他。大家都高興白

綠兒女在大洋彼岸人月兩團圓。他還將親筆簽名的

「吳振亨攝影作品選」送贈美西培英校友會留念。

十月十五日，香港培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

蔡建中教授與校友會的職員聚會，共有三十位顧問

職員們參加在榮樺酒家的歡迎宴。為感謝蔡建中教

授多年來對本會的支持，校友們一致贊成以AA制方

式熱烈歡迎蔡主席伉儷。蔡建中教授這次也慷慨解

囊贊助貳仟美元給美西培英校友會。

十一月十七日，紐約培英校友會的伍炯芳顧問

到訪美西培英校友會。有正副會長、顧問和校友共

十多位在校友會內開了一個歡迎聚會，大家談天說

地，十分愉快。

美西校友們還參加了兄弟校友會的不少活動：

每年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的新舊會長

交接宴會、夏日郊遊，美西的校友們都駕

駛兩小時的車程到沙加緬度參加，今年也

不例外，充份體現美西和加省兩個校友會

的親密兄弟情。

七月二十八日是溫哥華培英中心成立

二十周年的日子，美西培英校友會也組團去參加，分

享大家的快樂。與香港飛來的聯會代表團的六十多位

校董、校長、校友會主席、學生代表以及各地校友會

的代表們相聚，度過愉快的幾天。美西代表團的參加

者有幾位是近年參加校友會的年輕一代校友，她們還

隨美加訪問團到多倫多和紐約訪問，第一次見到如此

親切、熱鬧、溫馨而規模龐大的校友聚會，大家很興

奮感動，都以身為培英兒女而驕傲。

八月十二日，黎炳潮顧問和黃貴雲代表美西培

英校友會飛去侯斯頓參加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的十

周年慶典。培英中學校董蔡建中教授、培英校友聯

會李華斌副主席都有參加。我們受到德州校友們、

尤其是張景燊會長夫婦的熱情接待，使我們有賓至

如歸的感覺。

十二月二十二日，黎炳潮顧問冒雨駕駛了兩個

多小時，載葉穎慈、黎潔芳、黃貴雲一齊參加加省

省會培英校友會的聖誕節聚餐，校友們相見都很高

興，正是風雨見真情，培英的兄弟情又豈是風雨可

以阻擋得了。

每年年底總結總是有不少快樂的回憶。在世界

上有不少天災人禍，我們能在神的保守眷顧下健康

平安的生活，除了感恩之外，更要珍惜眼前的親人

朋友和目前所擁有的一切，永遠懷著「信望愛」的

精神，世界一定會更美好。

2012年即將過去，回望這一年，美西培英校友

會舉行了不少活動，也參加了兄弟校友會的活動，

使我們與各校友會的感情更深厚。

舉辦各項聚會

新 春 來 臨 的 一 月

二十九日，我們在校友

會的會址裡舉行了新春

團拜，二十多位校友帶

著各種賀年食品和美味

佳餚來與大家共享。齊

祝全體校友全家龍精虎

猛，身體健康。

四月二十二日，我們在四海酒樓舉行了慶祝

培英創校一三三年和美西培英校友會成立八十六周

年雙慶大會。校友、兄弟校友會的代表、嘉賓，共

一百六十人參加，場面非常熱鬧。還有十多位新校

友首次加入美西培英校友會的大家庭。

七月十四日，我們在

金門公園舉行了一年一度

的夏日郊遊。有七十多位

校友參加，不少還是來自

離三藩市很遠的郊區，他

們的支持是我們校友會不

斷壯大的基礎。

九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校友會的會址裡舉行了

中秋節聚會。各校友帶來月餅和應節食品水果，還

有紅酒。校友們邊吃邊飲，共聚中秋。大家除了希

望各位校友人月兩團圓外，還談到天災人禍，都感

到應珍惜目前和眼前人。

十二月十六日，本會在會址內舉辦慶祝聖誕的

感恩聚會，雖然天氣不佳，下雨又寒冷，但很多校

友都來參加，氣氛溫馨祥和。

除了我們的聚會外，我們還接待了外地來臨的校友：

陳宜校董每年都來三藩市兩次，每次都會抽空

與美西的校友們見面。二月六日與校友們在榮樺酒

樓新春團拜，還即席交會費和捐款給校友會。八月

二十二日又與二十多

位校友在頤園酒家見

面，帶來了聯會和各

學校的最新狀況與大

家分享，因為每次他

都請客，這次校友們

堅持要用羅漢請觀音

的方式請他，以表對

他一直以來支持校友

會的感謝。

九月十七日，香港培英68文社的吳振亨學長趁

著來灣區參加美國國際攝影學會周年大會的機會，

回顧多姿多彩的2012
63　蔚社　黃貴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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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夏初美南培英校友會肇始於德州休士

頓，轉瞬間已踏進第十個年頭。如今校友會會務之

隆，均可概見。回望過去漫長的十載春秋歲月裡，每

段路程都經歷不少挑戰；但感恩彎路都跨越過來。承

蒙恩典的時候，我們衷心感謝慈愛天父一直的保守和

眷顧，更𧶽予校友會一位十項全能的領導者。在此除

致謝張景燊會長外，同時亦多謝幾位學長，朱佩玲、

林卓東等，他們當初與張會長風雨同路，恩怨不分，

甘苦共嚐，一起攜手發揚「白綠精申」，齊心協力共

創建美南校友會。讓許多後來加入的新會友得以自如

地分享到母校濃厚的溫馨情誼。

美國德州的八月時份，天天充滿金色燦爛陽光，

如烈火般熱情，正襯托著校友們高昂的情懷，熱烈的

心焰；因為2012年8月12日是美南培英校友會成立

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這天校友會假珍寶大酒樓筵開十

席，舉行盛大的聯歡晚會。六時多，來賓和校友們紛

紛攜眷魚貫進場，各人喜喜洋洋地相互祝賀和問安。

七時正，盛裝打扮、美麗大方的司儀梁秀娟宣佈大會

開始，張會長致歡迎詞及介紹來賓。當晚貴賓雲集，

有專情從香港遠道而來的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創會

主席李華斌；由羅省到來的美西校友會前會長黎炳朝

和現任書記黃貴雲；居於德州的培正、培道、真光等

校友也有多人出席。

情牽培英，心連母校
美 南 德 州 培 英 校 友 會 成 立 十 周 年 慶 典

萃社　何柏松

蔡建中教授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還述說一

些有關香港和廣州培英的近日活動。張會長恭敬地向

蔡教授致崇高的謝忱，感激他多年來對美南校友會的

關心、支持，以及這次特意捐贈了賀儀美金5,000元

作十周年刊物之費用。之後，勰社資深導師何敏公作

簡短祝賀與勉勵話。副會長王植頤特別鳴謝各地校友

會送來的賀信和賀詞，並將之用大銀幕展示給眾人觀

賞，更朗讀其中數篇。跟著張會長興高采烈上台接受

香港沙田培英和美西校友會分別饋贈的錦旗，隨後他

即帶領全體職員唱出多首動聽校歌，再齊宣讀培英精

神。方造迅校友謝飯禱告後，餐宴便開始。

大家在享用美酒佳餚時，邊欣賞餘慶節目，當晚

邀請了兩位業餘歌唱家，商慧群和何彩鳳獻唱名典，

她倆皆音色圓潤、亮麗、優雅，且聲情並茂，演出獲

得熱烈的賞聲。校友們捐出許多豐富禮品，大會也準

備多張禮券供抽獎，幾乎每人都有份，引發歡笑聲不

停地此起又彼落。九時許，慶典接近尾聲，眾人列隊

拍照留下點滴美好的回憶，人人盡興而歸。最後謹祝

美南校友會會務繼續蒸蒸日上，並送上衷心的千串祝

福和萬串的願望。

(左至右) 第三排
 盧福江(淡社)、余樹衍(法社)、黃子勤(羽社)、何應基(成社)、李華斌(法社)、林　榮(台培)、方浩迅(立社)
 梁紹祥(台培)、黎秉提(蔚社)

 第二排
 梁美珊(台培)、黃惠娟(台培)、伍若薇(雲社)、林麗英(台培)、林瑞心(台培)、李碧蓮(台培)、梁秀娟(基社)
 黃貴雲(蔚社)、黎炳潮(蔚社)、李奕榮(台培)、鄺麗儀(台培)、黃慕齡(立社)、陳潤生(台培)

 坐排
 伍金霞(台培)、林伯興(彪社)、許自倬(羽社)、王植頤(任社)、何敏公(勰社)、蔡建中(法社)、張景燊(彪社）
 何柏松(萃社)、朱佩玲(立社)、李美卿(台培)、林慰嚴(群社)

全體校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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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悉尼培英校友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上午十一時卅分，於悉尼唐人街富麗宮酒家舉辦慶

祝成立十周年聯歡聚會。

是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校友們齊集悉尼唐人

街富麗宮酒家。出席的悉尼培英校友會成員包括鄭

振烈、鄭達洲伉儷、霍家榮、區鴻才、朱翰田與朱

方少冰夫婦；陳錫賢、鄭約明與陳秀蘭夫婦，劉盛

泉、郭瑞元、梁襄慈、溫新群、雷瑞基、李贊寧和

悉尼培英榮譽校友霍少瓊等，約有二十餘名校友與

家眷參加，宴開兩席。

是日亦為資深學長霍家榮學長九秩晉一大壽。	

最佳賀禮為各校友一齊唱生日歌，舉杯齊賀霍學長

松鶴延齡，南山獻頌。霍學長精神奕奕地接受眾校

友祝賀掌聲，洋洋溢溢，不絕於耳。

	 繼由鄭振烈會長和霍家榮學長等主持切生日

蛋糕。生日蛋糕上寫有「慶祝悉尼培英會成立10周

年」，並燃點着二支蠟燭。小小的亮光，代表澳洲

悉尼培英校友會每一位校友齊心慶賀悉尼培英會成

立十周年會慶，並祝校友會的會務蒸蒸日上。

會慶大蛋糕鑲有桃紅草莓和金黃香芒，與會場

上一眾校友樂也融融和滿堂吉慶的熱鬧氣氛互相輝

映。

今次之聯歡聚會，適逢中秋佳節，所謂「月到

中秋分外明」，用意是歌頌中秋佳節特別動人的美

景。所以中秋節的應景食品— 月餅，也是取其

「團圓」之意；人月兩圓，反映出市民嚮往人生圓

滿無缺的崇高意境。中秋節是澳洲華人一年中重要

的節日之一。

這中秋佳節，皓月照耀，星光閃爍，桂花飄

香。各校友一邊以茶代酒，一邊享用月餅和蛋糕，				

暢談白綠往事，誠為人生樂事。正如蘇東坡的名

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

鄭振烈會長多謝各校友出席聚會。

最後與會校友們還拍照留念。

一年伊始，萬象更新，回首二零一二年，我等旅居星洲的校友沒有任何聚會，只靠電話和電郵互通消息。

茲將各校友近況列後：

侯克華(斌社)：年屆九十，身體健壯，晚景優遊，令人羡慕。

黃鴻登(勇社)：老當益壯，弄孫為樂。

何仲英(廣州協社)／何黃玉筠(彪社)：子孫滿堂，安享晚年。

連家立(素社)：長袖善舞，商界領袖。

張兆基(萃社)：營商有道，進軍馬國。

伍琨麗(萃社)：養尊處優，享受人生。

李德波(同社)：電腦專家，子女成材。

狄慧臣(基社)：學界精英，桃李滿門。

梁志華(安社)：日忙夜忙，搞盡腦汁。

張梅蓮(和社)：熱心公益，服務人群。

陳月倩(業社)：全職媽媽，望子成龍。

鄧雪燕(肇社)：重操故業，精打細算。

陳健媚(肇社)：夫唱婦隨，移居馬國。

陳奇石(成社)：告老還鄉，返港定居。

冼淑英(肇社)：揮別星洲，立足加國。

旅居新加坡培英校友近況
安社　梁志華

附：旅居新加坡培英校友聯絡人資料

梁志華(安社)：E-ma i l : 	 a lex leung55@hotma i l . com

李德波(同社)：E-ma i l : 	 l eetb@singnet .com.sg

張梅蓮(和社)：E-ma i l : 	 b rendamoy l ian@gmai l . com

陳月倩(業社)：E-ma i l : 	moonchano7595@yahoo.com.hk

預告：	澳洲培英校友會主席鄭振烈學

長將於農曆新年前後到訪新加

坡，校友會將予接待。

澳洲悉尼培英校友會
慶 祝 成 立 十 周 年 會 慶

慶祝悉尼培英校友會成立十周年聯歡聚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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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培英校友會賀聖誕迎新年
暨歡迎陳志強校友首次參加聚會

紐西蘭培英校友會　會長　64萃社　余學祥

2012年12月17日，紐西蘭培英校友會假座奧

克蘭富麗華酒家舉行「賀聖誕，迎新年」聚會活動，

是日傍晚校友們陸續抵步，七時正聚會在歡聲笑語

中開始，首先筆者提議大家共同舉杯，為2012聖誕

節的到來、為新的一年2013年的將至、為校友們的

身體健康、乾杯！

緊接著筆者向大家彙報了近段校友會及與海

外培英的信息交流互動情況，如：我們高興地先

後收到了南美洲第一個培英校友會(2012 . 6 . 21 .成

立於秘魯利馬)寄來的珍貴刊物《秘魯培英校友會

創刊特刊》；收到了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創會十

周年特刊》(2 0 1 2於休斯頓)；收到了香港培英中

學、沙田培英中學聯合出版的培英中學創校133周

年校慶紀念刊《培英青年》(2012年第164期)；收

到校友聯會寄來的《友聲》第51期(2012 . 7 )以及

來自廣州培英中學的「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賀卡

(2012 . 11 . 28 )；來自香港培英

中學的「恭賀聖誕　並賀新禧」

賀卡(2012 .12 .6 )等等，對此校

友們在高興之餘，表示要認真傳

閱細讀這些來自培英兄弟姐妹的

寶貴資料，同時衷心感謝培英大

家庭的愛護和關懷，並祝校友們

新年進步、闔家安康！

聚會中，筆者高興地向大家

介紹了在座的一位新臉孔，他就

是首次參加校友聚會活動的陳志

強校友。陳志強畢業於廣州西關

培英中學，是74屆和社學生。他

是在紐西蘭報紙的「社團活動」欄中看到校友會活動

告示後，與校友會聯繫上而前來參加活動的。陳同

學雖然是第一次參加活動，但坐落不久就顯得十分

熟絡，與周雅深、王蘭芳、娟姐等校友相談甚歡，

他感慨地說，在電話裡與校友會康樂唐志雄校友、

會長余學祥聯繫上後，就十分期待著這次與大家的

見面，在遠離故鄉和母校千里之外的南太平洋島國

裡，與旅居這

裡 的 眾 多 培

英 校 友 歡 聚

十分高興，確

實難得，初次

見面，就像回

到家一樣，感

到十分親切。

他 並 表 示 要

很 好 珍 惜 這

些 機 會 ， 與

大 家 一 起 ，

共 聚 培 英 友

情 、 共 揚 白

綠 精 神 。 對

陳 志 強 校 友

的 到 來 ， 校

友 們 以 熱 烈

的 掌 聲 ， 表

示 歡 迎 ！ 接

著 陳 志 強 校

友 欣 然 接 過

筆者代表校友會交給他的紐西蘭培英校友會校友名

冊錄、校友會章程、培英校徽、聯會《友聲》期刊、

蘇棉煥醫生攝影明信片冊、西關培英趙亮祖音樂藝

術基金會專輯、西關培英香港校友會的培英體系資

料及通訊冊等，並表示會

認真閱讀以加深對培英大

家庭的瞭解。

在得知香港培英中學

將出版《培英青年》第165

期校慶特刊時，參加聚會

的旅居奧克蘭的香港培英

中 學 校 友 梁 以 崙 、 蘇 恩

穎、卞益國、陳運耀高興

地合照一張，話要送給母

校，向母校致意、問好！

在這次聚會中，副會

長王蘭芳送給到會的校友

們每人精美小糖果一份，十分精緻又甜到入心，真

多謝！

遠在漢密爾頓市的校友沈佰昌雖然因工作忙，

這次沒能前來參加聚會，但他依然提供了藍莓酒、

奇異果酒各一支，他的贊助為這次喜迎佳節的聚會

贈慶不少！

參加這次聚會的校友近二十人，雖然校友黃寶

漢因回港探親、張景富往澳洲與兒子等家人過節、

唐志雄返穗探親、劉漢因工作關係等等原因不能參

加聚會，但他們都囑筆者在聚會時向校友們問好，

並致以節日的祝賀。

在熱烈的氣氛中，大家憶舊言今，笑談培英趣

事；互賀聖誕，更望來年順意；共祝母校，邁步再

創輝煌！時至九點，充滿友情的歡快聚會才在校友

們依依惜別的珍重道別聲中結束。

舉杯共祝節日快樂、身體健康！

左起：周蘇斯、周雅深、首次參加校友聚會的
　　　陳志強、伍文峰、余娟娟

你看，娟姐他們笑得多開心！真是有
牙沒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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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盛會就像一個白綠大家庭

的聚會一樣，校友們歡聚一堂共慶

佳節。餐會自始至終喜氣洋洋，充

滿了生機、友好和諧溫馨。回顧同

窗的友誼，坦誠的暢聚都感到很開

心。豐盛的佳餚、可口的紅酒(帝苑

老闆送的)、香甜的生日蛋糕、歡娛

快樂的餘慶節目，溫馨了校友們的

心，就讓白綠情懷永遠縈迴在校友

們的心坎上吧！

七時許，校友們握手道別，明年來春再相會。

十二月十六日，冬雨綿綿，據天氣預報，晚

上還會下雨。正是「風雨故人來」。下午四時白綠

兒女紛紛前來波城華埠帝苑大酒樓參加聖誕聯歡晚

會。一般白綠情誼把校友們凝聚在一起，出席餐會

有52人。在友好和諧歡樂的氣氛中筵開五席。

培英校友迎聖誕  白綠兒女一家親
紐 英 侖 培 英 校 友 會 聖 誕 聯 歡 晚 會 紀 要

凱社　丘云達

另一個高潮是抽獎，由劉巧玲主持。今次晚會

的獎品特別豐富，有陳毓璇、翁惠莊、劉華權、梁

家蔚、譚瑞乾及梁小娟等18件禮品，還加上10個利

是紅包。結果半數校友們都是幸運兒。

三.	 生日會‧結束語
為了慶祝今年11月份、12月份生日和預祝明年

1月、2月生日的校友們，加開了生日會。校友們齊

齊祝賀他(她)們生辰快樂，並送上生日蛋糕慶賀。

晚會行將結束，副會長吳曼霞致謝辭。她感謝

名譽顧問黃官羡、黃納斯學長、劉華權師父、任婉

玲、李連仕夫婦、陳迪惠先生等樂捐贊助的禮金，

並感謝以上提到贊助禮品的校友們對培英校友會活

動的積極支持。

在播放校歌後，副會長梁小娟致開會辭。她祝

福校友們聖誕快樂、身體健康，讓我們團聚在一起

歡度聖誕佳節。

一.	 詩詞朗讀
丘云達和陳日華學長為迎接聖誕撰寫詩詞為聖

誕晚會獻上美好的祝福。

丘學長的詩是「聖誕祝願」這首詩用簡結的語

言敍述聖誕故事和美好的祝願。

《聖誕祝願》
曠野繁星閃閃明，神光煦照古名城。(伯利恆城)
牧民聆聽佳音報，天使高歌救主生。
聖誕華筵齊祝願，培英校友壽康寧。
萬民同慶平安夜，經濟復甦享太平！

陳學長寫的詩是「聖誕晚會感言」這首詩表達

了校友們參加校友會活動的真實寫照。

《聖誕晚會感言》
波城校友大家庭，海角天涯白綠情。
每月品茶心怒放，星期健舞步輕盈。
年年聖誕平安夜，歲歲新春福壽寧。
典範校歌齊合唱，培英教澤永留馨。

二.	 餘慶節目‧抽獎
在司儀梁小玲的主持下，首個節目是小組大合

唱「平安夜」和「年老的朋友來相會」。接着是劉

永佳、梁小玲、陳策生等「康定情歌」表演唱；黃

鐵鎰的口琴獨奏「培英是我可愛的家」；譚瑞乾的

「小曲好唱口難開」和劉永佳的「山丹丹花開紅艷

艷」的民歌調演唱；翁惠莊，梁少𡝭山的扇舞；陳

策生男聲獨唱「台灣山歌」，歌聲高吭嘹亮，唱出

了山歌風情；梁小玲女聲獨唱「天路」，伴舞者劉

永佳，靈活自然優美的舞姿，博得了稱讚；潘熙強

的粵語歌「蒼海一聲笑」；Be t t e r y的時代曲「好兆

頭」；還有風靡全球「江南騎馬舞」由薛劍童師父

帶頭示範表演等。這些餘慶節目都博得校友們雷聲

般的讚美掌聲。

深深白綠情
名譽顧問
黃官羡、
陳毓璇(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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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天，秘魯培英校友會組織

了春季郊遊活動。在正副會長的帶領下，部分校友連同家

屬參加了活動。

當日，培英之友四十多人早上八點多在校友梁潤添

開的新華酒家門口集合，租用了一部巴士來到北部離利馬	

105公里的LARESERVA NACIONAL DELACHAY一個自然
風景區。

每年衹有冬天和春天才看到的綠草叢茵的美麗風景，

但過了節候又乾草一片，國家標為一個研究生植物的地

方。在那裡我們一群校友和家屬們呼吸新鮮空氣登上山

坡。校友羅活添先生、李果珍先生跟著年青人一樣精神煥

發，跟大家一路談笑風生，顯出一種親情、友情的大家庭

氣氛，在此我們拍下照片留念。

跟著我們又上車再到 1 2 7公里一個日裔人開的俱樂
部， (Entre Cerros casa club Sayan)裡面有希有鳥類動物
供觀看，還可以騎馬、划艇並享用豐富的午餐。通過這天

的郊遊，大家興高彩烈回到利馬，希望再有下次活動。

秘魯培英校友會組織春季郊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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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 1 / 1 / 2 0 1 2 - 2 8 / 2 / 2 0 1 3 )

本校一三三周年校慶，荷蒙校董、校友諸君致送各項捐款，厚誼高風，衷心銘感！茲將各項捐款人芳名詳

列，用彰美意，至祈　鑒諒！不勝感荷。(捐款人芳名恕不稱呼，尚有校慶賀儀在郵寄中者，其芳名將於下期

培英青年刊登。)

(一)	致送本校一三三周年校慶賀儀（培英發展金、培英青年）捐款：

孔憲侶 致送港幣 5,000元

胡漢興 致送澳幣 500元

許遵益 致送美金 500元

許先文、康子強 以上各致送港幣 2,000元

譚裕民、蔡月華 合共致送港幣 2,000元

李植榮 致送加幣 200元

梁遠	、雷建德、吳振亨 致送美金 200元

蘇棉煥 致送港幣 1,330元

崔銘泰、陳榮昌、何瑞洲、歐偉豪、曾玉、吳忠旦、鄺忠源、劉鳳屏、謝志佳 以上各致送港幣 1,000元

吳子平、方創傑、羅穎、伍炯芳、邵德怡、陳雪坪、安省培英校友會 以上各致送美金 100元

龍英英 以上各致送加幣 100元

蕭麗娥、吳麗娟、羅國芳、何敏公、傅德楨、辜俊強、鍾錫珠、蘇義有 以上各致送港幣 500元

羅福華 致送港幣 439元

黃軍川 致送港幣 400元

黃潔嬋、黃婉瓊 以上各致送美金 75元

馬新焯、余仲雲 以上各致送美金 50元

李兆銘 致送加幣 50元

鄧思麒 致送港幣 424元

陳志超、姜玲華、蔡淑娟、羅萬里、馬彪鴻、任利民、區佩琼、何頌雯 以上各致送港幣 300元

鄭鍾傑、禤少娟 合共致送港幣 266元

陳發添 致送港幣 250元

陳佐璇 致送加幣 30元

郭象錦、關照榮

柳文治、孫瑞璧、葉秀芳、蔡其煊、區鴻才、陳月倩、黃桂金、羅健文、林麗琼

林淑芬、司徒媚、陳妙若
以上各致送港幣 200元

潘星煒、潘岳濂、戴笑蓮、鍾子雄、彭浩、許遵濤、黃龍威 以上各致送美金 20元

莊勤威、劉秀容、黃珊珊 以上各致送港幣 133元

梁志華 致送坡幣 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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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發、何聰琪、毛少芳、潘浩宜、張慧珠、梅麗儀、黃思婷、梁華妹 以上各致送港幣 100元

黃永鋒 致送港幣 50元

黎炳潮、黃貴雲、黃克仁 以上各致送美金 10元

(二)	吳振亨攝影展場刊贊助費

吳振亨 致送港幣 5000元

丘少文、譚裕民、趙質喬 致送港幣 3000元

許競新、林國華、張應流、劉敬仁 以上各致送港幣 2000元

陳健強、黃懷龍、黃秀英 以上各致送港幣 1000元

譚發添 致送港幣 800元

陳素香 致送港幣 500元

程路明 致送港幣 300元

(三)	其他捐款：

許遵益		致送「紀念許鄭素芳女士獎學金」 美金 16,000元

蘇成溢		致送「香港、沙田兩校發展經費」 港幣 39,486元

劉惠明		致送「香港、沙田兩校發展經費」 港幣 19,743元

柳勤榮		致送「香港培英排球隊集訓經費」 港幣 25,000元

　　　		　　「傑出音樂表現獎學金」 港幣 		3,000元

1982日社致送「日社元老校友獎學金」 港幣 22,492.73元

1972建社致送「獎學金」 港幣 20,000元

馬百良藥廠		致送香港培英及沙田培英

　　　　　「馬百良藥廠獎學金」

　　　　　「紀念馬仲如先生獎學金」及「紀念馬黃秀芝女士獎學金」 合共港幣 20,000元

王良和致送「獎學金」 港幣 6,000元

香港培英校友會致送「11-12年度香港培英校友會獎學金」 港幣 5,000元

美南加洲培英校友會致送「南加州校友會獎學金」 美金 500元

許遵益致送「萃社元老獎學金」 美金 500元

曾秀華致送「萃社元老獎學金」 港幣 2,500元

溫哥華培英校友會致送香港及沙田培英「紀念陳澤棠老師傑出運動員獎學金」 合共港幣 2,400元

陳雪坪致送「紀念陳達之老師文史科獎學金」及校慶聖誕活動經費 美金 350元

高 誼 隆 情 　 感 激 無 既 　 謹 此 鳴 謝 ！

培英中學校董會主席李偉庭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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