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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2008年）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統籌查詢單位

9月.至.12月 穗港澳母校 75周年盃校友三角籃球賽 培正同學會

11月21日（星期五） 上午 觀瀾 Golf.75周年盃隊際及個人賽 培正高爾夫球會
下午 中/小學校史文物室

瑩社會議展覧中心
紀念李辛老師地理室
紅藍電視台暨遠程教室

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

培正中學/培正小學
培正中學
培正中學
培正小學

12月.2日（星期二） 上午九時半
上午十時

中學禮堂
75周年紀念公園

感恩崇拜
開幕典禮

培正中學/培正小學
培正同學會

12月2.-.5日
（星期二至星期五） 下午二時 訪問廣州/澳門培正及珠三角

/澳門同學會 4天3夜團 培正同學會

12月.6日（星期六） 下午一時
下午三時

中小學校園
中學禮堂

攤位遊戲球賽
同學日大會
48建社60周年鑽禧
58銳社50周年金禧
73勤社35周年珊瑚禧
83凱社25周年銀禧

培正同學會

培正同學會

下午七時半
至十二時

香港國際展貿中心（九龍灣）
宴會廳

九龍灣展貿徑1號
（德福花園專巴接送
每10分鐘一班）

75周年紀念大公宴
33奮社75周年金鑽晉五
38融社70周年金鑽禧
53誠社55周年小鑽禧
63真社45周年藍寶石禧
68仁社40周年紅寶石禧

培正同學會
（餐券HK$380）
金禧以上學長八折
培正在學學生九折

（附仁社大樂隊.暨.
舞池助慶）

（筵開75席，請早訂席，以免見遺，以訂金20%交抵同學會為落實）......

香港培正建校75周年紀念活動表
（建校日期：1933年12月2日）

香港培正如何
貫徹實行「一條龍」
的辦學政策，仍然

是近月來校友們最關注討論的問題，香港培正中小
學，均同屬同一的浸聯會大校董會管理，討論實行應
該容易溝通得多，在考慮因素中，校友們的意見只是
佔其中的很少部份，其他還有家長們的意見，老師們
的意見，校方行政決策人員們的意見、………如何兼
顧平衡各方？當然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浸聯會中等教
育部諸公的決定。

同學會及家長會，均曾多次地表達了希望小學畢
業生能直升中學的一條龍，葉賜添校長也曾公開地表
達有教無類的精神，也表達了中學部，希望收取其他
小學畢業的外校一級尖子學生，藉以提升香港培正中
學的學生質素水平，也表達了中學老師們對香港培正
小學畢業生的水平評估反應，中學轉直資後對老師們
的利益保障等，均影响各方對一條龍政策如何實現的
看法，歸根結底，對中學中一年級學生，全數是來自
培正小學畢業生的一貫目前做法，是有不同的意見。

培正小學畢業生的水平如何？是否難教？中一年
級全收培小畢業生，是否會影响中學的學生水平？培
正中學是否能吸引其他小學Band.1學生來就讀？

據了解中學校方在中一年級收生的名額中，是有
15%名額的自主權，可選擇性地自行錄取新生，但為
了讓更多培正小學畢業生能原校直升，這些自行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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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額便悉數歸撥.「培小」。
既然每年培正小學小六畢業生中，部份成績前列

優尖生是捨棄培正中學，而轉往其他中學就讀，成績
考列於最後的一批小六生，也因中一名額有限而升不
上中學部就讀；在這情況下，中學部校方，大可以少
收5%-10%的培正小學小六畢業生，把這5%-10%的
名額，收取其他小學的尖優小六生，5%-10%只是十
多二十個學生，這只會影響成績排列最後的一小群，
對整體培小小六生影响不大，也不會對紅藍精神傳统
產生負面影響，反而這批外來的優尖生會被染紅染
藍，（我就是憑小六會考成績而入讀培正初中一的外
校生，終被影響成熱愛培正的紅藍人）。

這少少的中一收生傳统制度改動，理論上不會減
弱培正的紅藍傳统，中一生的整體素質水平也不會下
降，也可以測試培正中學對外面小學畢業生的吸引力
是怎麽樣，更可觀察報讀培正中一年級的外校學生，
是Band.1、Band.2還是Band.3，與培正小學小六生作
一比較。

在校董會仍未作出「一條龍」方案前，葉賜添校
長是否可以順應中學部老師們的想法，改變現時中一
收生的策略，藉以探討以上的問題，作為未來「一條
龍」的方向參考。

如果這改變具建設性可行的話，現在便要向外
面跨區小學作一些「吹風」，希在明2009年九月新學
年，是否有一些新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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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標（1924群社•
已故前校長）

香港培正創校史
（一）設立緣起

香港一地，過去學校雖多，而能依照我國教育部所頒
布之規程辦理，得與國內學校銜接者甚少，故港地學生
升學於國內學校，實屬一大難題，校當局暨駐港校董王國
璇、林子豐、譚希天諸公為便利港僑子弟升學國內起見，
於是遂有組織本分校之決定。

民國廿一年（1932年），黃校長啟明來港進行選擇校
址，適王國璇先生年前於九龍何文田窩打老道向政府以每
方尺七角五分之定價投得地面弍萬弍千餘方尺，作準備建
築禮拜堂之用，惟政府限令於兩年內建築四萬元以上之上
蓋，此龐大之款項，一時未易籌集，而逾期限不建上蓋，
即由政府沒收。正籌謀着急之際，適黃校長懷此意念來
港，就商於校董王、林、譚諸先生，諸先生以建堂辦學同
屬教會事工，遂擬將教會購得之地，轉讓一部與本校，着
手建築，避免充公，一部留作將來建堂之用，事屬兩全，
於是遂引導黃校長前赴該地視察情形，視察結果，黃校長
以其地位幽靜，交通便利，宜於學子修業，甚表滿意，於
是遂由教會執事允以每英尺九角八分一五之代價，轉讓一
萬二千九百餘英方尺與本校，並由王、林、譚諸先生慨允
負起籌集開辦之責，預算購地，置校具暨開辦費約需六萬
餘元，於是用學校名義，先向國民銀行商借弍萬元，其
餘之款，決定向嘉華銀行透支，然黃校長仍感只得地一
萬二千餘方尺，實不敷辦學用，遂另行向政府投買相連
後幅之餘地以每以每英方尺七角半之價投得，計共三萬
二千三百七十英方尺，而黃校長高瞻遠矚，深慮來日發
展，地有不足，力勸浸會執事，將所餘之地，讓與本校，
得款另在別處購地建堂，卒獲允許將餘地盡讓本校，於是
本校遂佔有校地五萬四千餘方尺。

校地既已解決，建築自應迅速進行，於是即進行設
計，由奇勒劃則師行繪圖，呈工務司批准。該圖則採現代
式，純用三合土鋼筋造成，簡單穩固，內容有課室、宿
舍、膳堂、辦事處、衛生室、圖書館等，外觀亦莊嚴可
觀，香港私立學校中之自建校舍如此完備偉大者，殊不多
得，繼招商承造，當時參加投建者凡三家，以乾生公司鄺
光超之估價一十萬零五千元為最低，卒由董事會決定交乾
生公司承建，遂於廿二年（1933年）四月拾二日下午二時舉
行奠基典禮，黃校長由穗偕鄺樂生、麥會華、吳寶靈三主
任，及中學銀樂隊，到港參加典禮，是日來賓有香港教育
司史美親臨奠基，暨梁視學官世華、尹視學官耀星、張牧
師文照等凡百餘人，極一時之盛。

廿二年（1933年）九月，校舍建築完竣，計自奠基至
落成，歷時僅五月，即行完成兩座，每座三層，共佔地面
積一萬一千餘方尺，為最合教育條件之建築物，可容學生
五百人。時值秋季，當由校董會調西關分校主任麥會華為
校主任，西分主任則由孟標承其乏。麥氏奉委後，即來港
主持籌備一切開學事宜，先辦小學部，是期學生一百八十
餘人。時適為正校誕生之四十四週年。

十二月二日舉行開幕典禮，是日到會參加者有何會督

明華、黃校長啟明、麥主任會華、校董林子豐、譚希天、
港紳顏成坤、黃耀東、陳開智、工程師奇勒、旅港同學會
長趙天穆，及舊同學黃惠康、廖榮理、林其鍊、香港浸信
會牧師張文照、香港青年會總幹事曹炎申等各界名流，學
生家長，校友代表暨廣州正校職教員、銀樂隊長、隊員等
共達千人以上，一時冠蓋往來，車馬絡繹，九龍區域頓形
熱鬧，為香港教育界鮮有之盛會。

民國廿四年（1935年），再購得校舍左旁之地八千餘方
尺，闢為小足球場，廿七年（1938年）秋增設初中部，感於
校舍不敷應用，乃就大體育場內，加建課室兩座，辦公室
一座，以供初中部上課，廿八年（1939年）二月落成，另在
校外租賃洋樓兩座，為全校職教員及初中學生宿舍，廿八
年（1939年）春，向香港政府租得與校舍後部毗連之地三萬
餘方尺，闢為體育場，是年初中部學生計有三百餘人，小
學部學生六百餘人，初中部校務由校董會派正校高小主任
馮棠先生主持，小學部校務由校主任麥會華兼理，以專責
成。

（二）抗戰初期
民廿七年（1938年）秋廣州暨內地各處相繼淪陷，本校

為發展抗戰時期之教育，並顧念原有學生居留香港者為數
不少，除開辦完全初中部外，進至廿八年（1939年）年度，
復擴辦高中一二年級，學生人數日增，原有校舍，自感不
敷應用，遂決議興建四層大廈一座，於民國廿九年（1940
年）七月奠基，翌年春便告落成，位於辦公室之後，體育場
之前，背枕山麓，位置適宜，樓凡四層，每層四週均繞以
露台，意匠新穎，光線充足，建築費達五萬元，所有設備
均依合香港政府規定之新例，計全座內備課室，禮堂、圖
書館、實驗室、儀器貯藏室等，從此，一切規模，得以漸
具。

（三）黃校長啟明逝世
自七七事變後，我國抗戰序幕展開，黃校長於奔走宣

傳救亡之餘，念教育為國家命脈，不容停頓，以廣州市時
受敵機威脅，為維護學子安全起見，於民國廿六年（1937
年）八月遷移廣州正校於鶴山縣城，翌年又遷澳門而本校
則擴辦高初中，除繼續上課，勵行抗戰教育，儲備抗建人
材外，尤致力後方抗建工作。未幾，廣州淪陷，內地難民
淪落港澳，苦狀日增，其中難童及無力繼續學業之青年為
數甚眾，值廿七年（1938年）秋，兩廣浸信會聯會代表舉
行於香港，黃校長遂倡議組織兩廣浸信會國難服務團，選
派人員分赴內地從事救濟，救護事宜及宣傳抗戰工作，迨
後淪陷區青年遷港澳者益眾，其中因破產而至停學者亦不
少，黃校長視此為抗戰建國前途最堪痛惜一事，故特定由
廿八年（1939年）度起舉辦國難免學額，中學高初中學暨本
分校各佔五十名，共一百五十名，以濟失學，更因內地難
童，隨家遷港澳者日多，後立意籌設難童完全免費學校，
正在規劃進行，詎以積勞致病就醫香港寶血醫院，竟於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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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1939年）四月十六日逝世，噩耗遍傳，各界人士同聲
一慟，黃校長殫畢生之精力，主持我校，凡二十一年，獻
其終身於教育事業，桃李滿門，一時鼎盛，歷年來人材造
就之眾，自不待言，即其對國家社會人羣之貢獻，亦殊不
鮮，是則黃校長之逝世，匪獨我校之損失也。

黃校長逝世後，本校校董以繼任人選，應審慎選任，
先行開會決議，在新任校長聘定前，暫請由事務主任鄺樂
生先生署理校長，以維校政。經校董會縝密考慮，於是年
五月下旬舉行會議，議決聘任楊元勳先生為本校校長，六
月一日新任校長楊元勳先生蒞校視事，並舉行就職典禮。

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十六日，校主任麥會華先生逝
世，麥主任服務本校二十餘年，對校務多所擘劃，溘然長
逝，傷悼同深，遺缺當即由校董會決議聘請鄺樂生先生繼
任。

是年秋，初中部主任馮棠先生奉校董會派赴美國再求
深造，馮主任奉命後於是年十月三十日啟程。

（四）香港淪陷時期
民國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事爆發，

是月廿五日港九全部淪陷，本校事前經被英政府徵封為後
備警察隊之用，結果未及佈置，而敵軍已大舉轟炸，迨敵
軍佔據九龍後，本校一部份校舍，被日軍波字第八一一五
部隊佔據，本校處於敵騎之下，不甘附敵，遂實行停辦。
是時正校業經遷澳，乃遣全體職員遷澳工作，港方校舍僅
由羅覺先、宋新明兩先生留守，備嘗艱險，至全校被敵軍
佔據，終被逼遷出，而全校校具圖書儀器均被敵人佔用或
破壞，損失慘重，非可統計。此為本校暫告停頓之時期，
而全體職教員在此非常時期避難澳門，仍能克苦耐勤與惡
劣環境奮鬥，使教育事業能維持於不墜者，實創校史光榮
之一頁。

三十一年（1942年）六月楊校長因事辭職，校董會聘趙
恩賜先生繼任。

（五）復員時期
第一期九龍塘復校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秋，港土

重光，兩廣浸聯會教育部旅澳董事林子豐、葉培初、譚希
天、鍾慕廉諸先生，即考慮復校適當步驟，是年九月中
旬，譚希天先生由澳來港，目睹港地學校稀疏，失學人數
甚眾，本校實有急謀復校之必要，遂即商借男青年會日
校，權作臨時校址，經林代校長子豐，在澳召集校董會會
議，決派孟標擔任復校工作，當在歷屆校董王國璇、王湯
寵靈、王文光、劉粵聲、杜照星諸先生指示下，開始策劃
進行。得視學官羅仁伯先生，特准先行開課，遂登報招
生，不料在考驗新生之前一日，此臨時校址，又被政府徵
用，設辦官校，在急迫另尋校址之時，蒙劉粵聲牧師暨吳
永康先生，蘇達明醫生之助力，商借銅鑼灣聖光堂副堂全
部及一切傢具，復蒙美華中學校董會主席翁挺生牧師慨允
將存堂校具全部轉借，惟林代校長顧慮深遠，認為將來收
回被徵校舍時，為求在學學生及一切校具易於復員計，仍
以在九龍方面另尋臨時校舍為宜，最後變更計劃，獲吳驥
牧師介紹，關心焉、關心民醫生昆季助力及九龍塘學校校
董之許可，遂借得九龍塘學校校舍全部，惜該校屢經浩
劫，校具蕩然無存，開課前三日，依舊一無所有，幸得主
內兄弟之幫忙，卒獲解決，而經費方面，又承林子豐先生
私人慨予挪借，一切均得迎刃而解，遂於十月廿五日復

課，計此次復課原定十月十八日在青年會開課，後雖中
變，曲折諸多，需用浩繁，而僅延一週即行開課。
設備困難.香港初復，市況蕭條，在物質與工匠兩皆缺

乏之下，校具之設備，水電之裝置，極感困難，且以一週
內之短促時間，欲求足供需要之設備，殊非易事，獲陳潤
生、林思齊兩先生努力奔走，購得舊檯椅百餘副，復蒙民
生小學校長黃連歡女士，慨借該校餘桌，使校具問題得以
解決，水電之裝置又獲英軍司令長官米勒少校Major.Miller
允予給函介紹，於廿四小時內，不費分文，一切裝置均告
妥善。
師資問題.際此生活程度高漲之秋，而待遇又復微薄，

人事之配置，殊非容易，且離亂甫定，人才缺乏，從粵聘
請人員，又因郵遞延誤，以致遲到，影響行政工作甚大。
中途更因中大復課，一部份同事升學，經一度更換，始克
完結一學期之工作。
收復校舍之過程.和平以後，林代校長子豐即由澳電請

王國璇、王文光先生等，相機接收校舍，並荷杜照星、張
榮光、岑祥光先生等，親自交涉，並由新亞酒店派出店員
準備於日軍退出時，即行接收，不料英軍登陸後，復被金
冕多第四四營進駐，雖經多次交涉，仍無眉目，及後孟標
奉派來港，一面在九龍塘臨時校舍復課，一面再向英軍當
局交涉多次，亦無辦法，至十一月幸得嘉理慰牧師幫忙，
直接函請夏愨總司令，准予發還，復承教育司窩頓先生、
視學官佘芸、唐紹源先生等協助，遂於一九四六年二月
十五日正式收回。

離別多年之校舍，收復以後，幸尚完整，獨惜內部間
格，畧有改變；門鎖與水電裝置，多已損毀，尤以厠所方
面，損失為大，全部如照建築圖則裝修，非數萬金不辨，
而校具方面，在英軍遷出後，堆積八室，旋由林代校長子
豐親向敵產管理處處長請求解封，但原有書桌、檯椅、鐵
床及理化儀器，各科教具，生物標本等，幾蕩然無存，接
收之日，歹徒逾百，集合校外，伺機闖進，迫得走請軍警
當局，立即派隊保護，同時電請捷和鋼廠，派出工友十餘
人，前來協助守夜，得免損失，誠屬幸事。

接收以後，一面整理、修葺、粉飾補置，迅速從事遷
校上課，一方面則檢討失散各物，力求補充，經一年多之
計劃努力，始算粗具規模。
長官蒞校視察.本港教育司窩頓先生，在本校收回校舍

後開課前，曾駕臨本校視察各處，對於本校之損失，極表
同情。

僑務委員會，教育處處長周尚先生，廣東省教育廳廳
長姚寶猷先生、饒督導、王專員等，在本校開課後，相繼
蒞校作周詳之視察，各長官對本校在此困難環境下短促時
間中，能規復
如 此 設 備，
對教職員管教
之奮勵，與學
生求學進取之
精神，深予嘉
許。
學 生 人

數增加戰 後
香 港 復 員 迅
速， 舉 凡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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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建成七十周年紀念樓，連接當年的後座

禮堂

1950年建成禮堂

小學部（前座、中座兩樓三層樓，其中的二、三樓作宿舍用）

大操場

育、交通、衛生，商業等於短期內即復舊觀，僑民相率來
歸，溯本校於三十四年度上學期復課後，全部學生僅得
三百三十三人，下學期進至九百四十七人，三十五年度上
學期學生一千一百五十七人，下學期進至一千二百四十九
人，三十六年度上學期學生一千二百三十八人，下學期增
至一千三百零三人，教職員由二十人遞進至七十三人，學
生人數較戰前增加三百餘人，而教職員人數反為減少，此
固全體同仁之精誠合作，要亦由於經費所限，不得不如此
也。
興建水廁擴充辦公室本校位處九龍何文田區，政府向

不准設置水廁，惟本校以衛生問題，關係綦重，於民國
三十六年（1947年）春，請求香港教育司及衛生行政當局協
助特准設置，旋奉香港教育司轉准工務局來函特准，當即
進行設計，是年八月奉校董會核准於中座左側興建，計全
部可供一千六百人之用，為香港水廁中之最大規模者，建
築費共達八萬元，預計半年可以竣工，後因化糞池開鑿工
程超出預算關係，延遲三月至三十七年（1948年）五月，始
告竣工，對清潔衛生問題裨補甚大，是年並於後座前辦公
室兩旁各加建一室，以供辦公及教員休息之用。
馮校長榮旋.民國廿九年（1940年）秋，原任本校初中部

主任馮棠先生奉派赴美深造，期以二年，迨後因太平洋戰
事爆發，返校之期，因而延阻，遂在美繼續留學，民國卅
五年（1946年）夏，趙校長恩賜因事辭職，遺缺由校董會聘
請馮棠先生繼任，並就近在美為學校募捐，經馮校長之奔
走呼籲，足跡遍四十四州，共籌得捐款美金約十二萬元，

至卅六年（1947年）十二月十七日，始行返國到任，並在美
定購新勞作科機械暨理化儀器一批，撥交本分校應用。

溯本校自創辦迄今垂十五年，在此十五年當中，雖未
能凡事均獲預期之效果，惟在淪陷時期，備受摧殘，仍能
迅速復員，苟非獲.神恩引導與全體同工羣策羣力，曷克臻
此！今後固仍應一本過去精神，一心一德，共赴事功，使
底於「至善至正」之域，榮耀父神，於此謹寄與無窮之希
望。 本文轉載【培正中學港校十五週年紀念及

復校第二屆運動大會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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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起香港培正中學的誕生：學校主持人事前既沒有預

定的決策，沒有既定的計劃，沒有充分的籌備，及事情來
臨，又未能踴躍參加，悉力以赴的辦理。它的誕生，卻完
全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神的作為所造成的，實在像傳
奇式的故事，簡直是神蹟。是否筆者故意說得神化一點？
使讀者有驚奇感，但是事實如此真確，卑微無用的我又親
歷其事，做了神所使用的工具，所知最詳，絕不是故意神
乎其說。由於處理一宗與教育和培正絕不相關連的事，在
偶然倉卒無意間的演變，造就了培正中學誕生在香港，從
此在不斷進展中，到如今，得天之佑，成為一間人所共
知，人所重視，無可否認數一數二的私立中學校。在誕生
的過程，開始的經歷，時人得知者甚少。為事實的傳留，
和頌揚神能，表彰神蹟，感謝神恩起見，趁着七十周年紀
念校慶，作詳細敍述，公諸大眾，謹此言明，作為交代寫
作本文的動機和用意。

（二）
在一九三一年二月的一個禮拜日，我們在香港堅道浸

信會做完了禮拜後，王國璇先生和他的夫人，請我們到他
在九龍太子道的府上午膳，用膳後開了一部汽車，載我們

到九龍何文田窩打老道，看一幅廣大的地皮（即培正現在
之地址）。該地皮位置在九龍半島中心，前臨馬路，後枕小
山，風景幽靜，環境甚好，當時附近甚少建築物。王先生
和他夫人，發了宏願，擬向政府承購該地，建造一所禮拜
堂。看完了該地皮後，他徵詢我們的意見。我們見他倆有
這等善意，所做又是絕好的事，地方也不錯，故大家十分
同意他倆的主張，於是王君遂進行辦理向政府購地工作。

是年四月下旬，政府定期開投該地，每英方尺定價七
角五分，共地二萬一千餘方尺，需地價一萬六千餘元，限
兩年內由承購人建上蓋四萬餘元。結果由王君代表教會，
照價投得。投得後即繳交購地價銀，當時教會沒有存款儲
備，捐款又恐緩不濟急，唯一的辦法，祗有借錢購地，於
是教會商決向國民銀行借用該款。但國民銀行主持人對於
教會團體借款，必須覓有信用和富有的人三位，署名擔
保，方允借用，於是由教會推舉王國璇、林子豐和筆者三
人，聯同署名保證，借用該款。王、林兩位，確屬富有，
推選他至為適當，至於我則非富有。他們強我冒充闊佬，
實不可解，而我自己亦莫名其妙的，有此斗膽，簽署保證
二萬元的借約。款已借得，地價亦已交妥，購地手續，算
是圓滿解決。

購地後轉瞬又歷一年餘，堅道浸信會因香港仔基址申
請准予成立自理教會事，會友發生了嚴重的歧見：一派主張
立即照准，一派主張暫緩辦理，辯論商討得異常劇烈，歷
時兩三月，結果卒通過准予立即成立教會。會友意見由此
不能一致，且表現出不愉快的情緒，建何文田禮拜堂的興
致，就影響到一落千丈，沉寂無聞。但購地加建上蓋，政
府所規定期間，為時無幾，逾限不建，即由政府依例將地
沒收歸公，會反對此，都似乎不甚關懷。倘若該地被政府
沒收，對於向國民銀行所借購地的款，自然是要我們三名
保證人償還。王、林兩位，俱是富有，對此也不大擔心，
着急的恐怕祗是冒充「闊佬」的我，因為要我負責拿數千元
來抵償所借購地款，真是一件不平凡不容易的事，因此我
那時常常為這事擔心，常常為這事思慮。

（三）
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思慮，仍想不出妥善的對策。有一

天，在辦公暇時，忽然靈機一觸，計上心來，想出了一個
金蟬退壳，脫身卸責的辦法。緣當時香港中國人自辦的中
文學校，有如鳳毛麟角。基督教人士所辦的學校，更少之
又少，連我自己的兒女，都要去天主教所辦的學校念書。
當時培正中學在廣州辦得甚有成續，如能在香港開設分
校，倒是迫切需要，適應環境，最有機會有前途的事業。
當時地價亦趨漲，如培正能照時價承購該地之一半作建校
用，不特可解決還了國民銀行的債，而且向政府負責加建
上蓋的條件，也同時解決。這是一舉兩得，兩全其美的辦
法，主意決定，遂安心靜候黃故校長來港時，面談商決這
事。

大約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中的一天，黃故校長真的由廣
州來港，到德輔道中嘉華銀行經理室找我坐談。我就把我平房及後座四層樓是當年的中學部

香港培正中學的誕生
——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神的作為所造成的。——

（錄自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培正中學創校七十周年紀念特刊）
 譚希天（1901元老．前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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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擬在港購地建辦分校事向他獻議，列舉怎樣的需要，怎
樣的有利和有把握，並且說及教會有地，即可購買進行，
說得頗為合理動聽。黃故校長聽說後亦有同感，但他說廣
州培正現正因擴展建設尚欠下人家很多的借款，實無力可
撥移款項，來港開設分校。假如在港就地有人能負責代籌
得款項，他亦甚贊同開辦。我即問他合共要籌借款若干，
才能足夠開辦？他說：購地、建築校舍、置校具、連開辦
費，合共約六萬餘元。當時我又莫名其妙的毅然答允負責
替他籌借該六萬元，作開設培正學校之用。當時培正在港
校董事共有三人，除我之外尚有王國璇、林子豐兩位。黃
故校長即用電話徵求王、林兩校董意見，王、林兩校董亦
一致同意培正在港開辦。計劃大致已定，祗候黃故校長返
廣州召開全體校董會議通過，即可作實進行。

 （四）
黃故校長返廣州，即召開全體校董會議，一致通過在

港開設培正分校，並推選我兼任港校義務司庫，協助黃故
校長在港籌借款項，負責辦理建築校舍，籌備開辦。我受
委託後，用學校名義，先向國民銀行商借二萬元，即蒙
答允。其餘所需鉅款，決定在嘉華銀行透支借用。款項
有着，即進行購地，堅道浸信會將向政府所投得之地，出
讓壹萬弍千玖百餘英方尺與培正，每方尺代價九毛八仙
一五，計共用購地價壹萬弍千捌百弍拾肆元叁毫。該地即
現在由窩打老道入校門AB兩座樓房的地址。黃故校長感覺
祗得地一萬二千餘方尺，實不敷辦學之用，遂與予商決，
另行向政府投買相連後幅餘地，即前建平房和初中課室的
地址，計共叁萬弍千叁百柒拾方尺，以每英方尺七角半的
價投得。價錢相當便宜，緣當開投時，得港紳黃耀東在場
協助，力勸在場的競投者不必競投，因此地投承出來，是
辦理慈善之用，故當時無人競投，遂照底價投得。黃故校
長，眼光遠大，深慮來日發展，地有不足，力勸浸會主持
人，將前沽餘的地九千餘方尺，即現在大禮堂的地段賣給
培正，得款另行在別處購地建禮拜堂。堅道浸會，卒答允
他的請求，將餘地盡行賣給培正，得款另在尖沙咀山林道
購地建築。培正三次購地計共五萬四千餘尺，黃故校長仍
以為未符理想，因為想辦一間完備的學校，須有廣闊的運
動場，但繼續購地，恐力有未逮，不得已向政府租賃學校
後邊的山地數萬尺，開闢作運動場。校地問題，遂告一段
落，獲了圓滿的解決。

 （五）
校地解決後，建築校舍自應迅速進行，尤其是購地的

款，概是息借得來，延期建築，則多負利息，殊不上算。
於是即進行劃則建造，由黃耀東君介紹香港有名而可靠的
奇勒劃則師行，繪就圖則，呈工務局批准作合。該圖則採
現代式，純用三合土鋼筋造成，簡單穩固。內容有課室、
宿舍、飯堂、辦事處等，外表亦可觀。圖則繪妥批准後，
即招商估價，當時估價擬投承建造者凡三家，以乾生公司
鄺光超所估的承建工料價壹拾萬伍千元為最低，奇勒則師
行保證乾生公司誠實可靠，獻議交與承造，卒由董事會決
定交鄺光超照價承建，另由王校董國璇，介紹一人任監
工。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時，舉行奠基典禮。黃
故校長由穗偕鄺樂生、麥會華、吳寶靈三主任，和學生銀
樂隊，到港主持奠基典禮。是日來賓參加者，有香港教育
司暨梁視學官世華、尹視學官耀星、翁挺生牧師、張文照
牧師、民生校長黃映然、鹽業銀行行長倪士欽暨校董等，

凡百餘人，極一時之盛。禮畢並拍照紀念，該紀念照片學
校未有留存，作者保留一幀，經已送交學校保存，以留紀
念。

一九三三年九月中，香港培正學校建築完竣。由奠基
至落成，僅歷時五個月，工程可謂迅速。在這五個月建築
期間中，黃故校長主持正校，分身來港時間無多，又因節
省經費，亦未有另派別人到港主持，衹靠一監工監視建造
工程而已。黃故校長曾托我就近常到巡視照料，但我工作
也相當繁忙，往察看的時間也不多，幸而乾生公司鄺君，
尚屬可靠，並無偷工減料，延悞時間等情。建築依約順利
進行完成，培正學校遂誕生在香港，矗立在九龍半島。

由購地建築，至落成開學，共用去港紙十二萬餘元，
與黃故校長初預算定六萬元的數目，超過甚鉅。我允諾負
責代為籌借，不能不要籌足運用，除在國民銀行借用二萬
元外，其餘十餘萬元，也不費甚麼的力，都是在嘉華銀行
透支借用。是年九月上旬，正校派委麥會華君任香港培正
分校主任，來港主持招生開學一切事宜。甫經招生，學子
源源而至，座無虛位，且爭相留宿，每學期收入，相當可
觀。由收入所得，陸續清還所欠，三年餘所借鉅款，已不
欠分毫了。這出乎人意料外的所得，實在是神的恩賜。開
始創辦時主持的黃故校長啟明，麥故主任會華，先後為天
父所召，榮歸天家已久。追憶往事，懷念故人，不勝感慨
和敬悼！

（六）
寫完了香港培正學校誕生的過程後，在我腦中有幾個

問題自問：
一...為什麼我要答允簽署擔保借款契約？
二.. 既然要卸擔保責任，為什麼還要負更重籌借十餘萬元

的責任？
三.. 為什麼黃故校長暨校董同人這麼輕信我在港設校的建

議？
四.. 在籌借、建築、開辦、還欠的進行中，為什麼如此的

輕而易舉，不大費力的就順利完成？
這幾個問題，若用人的意見能力，和個人的利害觀點

來解答，就甚難自解、甚難自圓其說，最後我思維再四，
然後確定的答案是香港培正的誕生，明顯地是神的旨意，
神的安排，神的作為所造成的。培正學校，是神的事業。
我們應忠誠謹慎盡力地來支持協助辦理它，使它發揚光大
造福人羣。願由培正所得的一切榮耀與頌讚，都歸於最高
的父神。

再輯錄自1962年8月譚希天著 《希天文輯》

大禮堂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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