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ptember 18, 2008
Dear Relatives and Friends,

We’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our father, 

David Yue Kwong Wong 黄汝光 went to be 
with the Lord on Tuesday, September 16th, 
2008. He passed away at the Atherton Baptist 
Homes, Alhambra, California, where he had 
been a 15-year resident, and in its health 
center for the last year. At 98½ years young, 
he was alert, cheerful, content and in good 
spirits and relatively good health, except for 
his asthma and being hard of hearing.

Dad and Mom celebrated their 75th wedding anniversary 
in July, and on Sunday, September 14, our family gathered for a 
small but joyous Moon Festival dinner.  It was fi lled with lots of 
good food, fun and laughter, especially when Dad happily recited 

Lee Bai 李白之《靜夜思》（床前明月光）poem and a familiar 
children’s rhyme 月光光  about the moon. He ate two kinds of 
ice cream（his favorite） with moon cake for dessert.

As was her daily routine, our mom Lillian would sit with 
Dad in his room from mid-morning to night, reading, chatting 
and enjoying each other’s company. Each night, before she left 
for her own room, he would hold her hand and as she kissed 
him goodnight, he would press her to return soon. Mom said 
goodbye to him the same way for the last time on Monday 
night, September 15. Early Tuesday morning around 4 a.m., a 

nurse heard Dad coughing and went to get his 
medication, and just that quickly,  Dad died 
peacefully.

We are extremely gra te fu l to Dad 
for all that he gave to us: life,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above all, a stellar model of 
Christian faith and principles. To celebrate 
the Lord’s wonderful blessing of our father 
with our family and friends, we will gather 
in thanksgiving on Saturday,  September 27, 
2008 at 11:00 a.m.  Sky Rose Chapel (Gate 1) 
Rose Hills Cemetery, 3888 Workman Mill 

Road, Whittier, California 90601
In lieu of flowers, donations can be made in David YK 

Wong’s name to the organization of your choice, or to one of the 
following: 
 Chinese Grace Baptist Church:
 337 W. Pomona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Atherton Baptist Homes: 
 241 S. Atlantic Blvd., Alhambra, CA, 91801
 World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80 Waterloo Rd., Kowloon, Hong Kong
Best regards to all,

Jean Woo 胡黄献真 and Norman Wong 黄文輝
532 Via Del Monte, Palos Verdes Estates, CA 90274
Phone: 310-791-1828; Cell: 310-614-7606 Email: n.wong99@cox.net

前廣州東山培正中學校董、香港培正、培道、浸會書院校董會主席、香港培正校監、世界浸聯會會長黃汝光老學長
（1927會仁社），於2008年9月16日清晨，安睡中返天家。

香港培正同學會舉行追悼會，藉以紀念這位謙虛熱心和靄老學長的具意義典範平生。

培正同學會舉行黃汝光學長追悼會

日期：2008年10月8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準七時正
地點：香港窩打老道80號培正小學

 程序：
 1. 肅立、默哀
 2. 祈禱  ...........................................何建宗校監
 3. 讀經  ...........................................葉賜添校長
 4. 悼辭  ...........................................雷禮和會長
 5. 憶述  ...........................................陳賜耀牧師
           ...................................陳力行前副校長
            ...........................................李仕浣校長
           ...........................................鄺文熾顧問
 6. 成立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
 7. 躬躹致敬  禮成

生 平 傳 略    雷禮和 

黃汝光博士，廣東清遠人，1910年1月10日於廣西省梧
州市誕生。

黃家四代均與浸信會、培正淵源深厚，黃博士令先祖
心堂公參與培正學堂傳道活動；令先尊翁啟信醫生，在培正
學堂就學後習醫，承兩廣浸信會託，於梧州創立培正學校；
令先四叔啟明碩士，培正畢業後升學嶺南，被保送往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深造，1918年返培正任校長，由珠光
里遷校往東山，創建西關培小、多次出國募捐，把東山培
正發揚成為海內外民僑推崇的中學，其後1933年建立香港
培正，1938年建立澳門培正。1939年積勞成疾，病逝香港。
其夫人趙碧蘭及女秀貞均服務培正。

汝光老學長於培正畢業後，升讀嶺南，翌年獲美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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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U. of Redlands獎學金負笈美國，畢業後轉往加州理工學
院（Caltech），於1933年取得碩士學位，是年夏，在美國加
州羅省，娶得當地僑領名媛張家四小姐靈新，在羅省第一
浸信會舉行婚禮，婚後與師母鶼鰈生活75年。

1982年退休後移居美國，定居羅省與子女團聚，其哲
嗣文輝（60正社），女獻真，在美均熱心襄助父親，參與推
動當地紅藍活動。

自1933年學成歸國，投身祖國路政建設，抗戰時期，
經越南轉往大後方，獻身參與滇緬公路、滇緬鐵路、中印
公路的建造，及在川桂兩省，參與軍用機場趕建工作，克
苦艱辛共國難。

勝利復員後，回穗參與黃埔港的建設，期間不忘為東
山培正校務發展而勞心；解放後與家人遷居香港，取得香
港建築師執照後，展開自己的事業，參與嘉道理爵士於加
多利山住邸的建造工作，自此，締結了與嘉道理家族集團
旗下公司的設計建造關係；大家熟悉的半島酒店新翼、舊
太平山頂纜車站船型大樓、嘉道理農場、九燈青衣發電
廠⋯⋯，均有黃博士的參與設計。

此外，浸會書院在九龍塘覓地，校舍籌建設計，浸會
園、九龍城浸信會、培正馬子修體育館等的建造，均由黃
博士策劃參與，最為培正人膾炙熟悉者，乃為香港培正中
學E座60呎高的圓型樓梯設計，隨山形由山腳在屋內蜿繞

各地培正同學會會長、各級社社長級代表：
前廣州東山培正中學校董、香港培正、培道、浸會書

院校董會主席、香港培正校監、世界浸聯會會長黃汝光老
學長（1927會仁社），於2008年9月16日清晨，安睡中返天
家。

香港培正同學會將在2008年10月8日（星期三），晚上
準七時正，假香港窩打老道80號培正小學舉行追悼會。

黃家四代均與浸信會、培正淵源深厚，黃汝光老學長
學成歸國，未幾逢抗日戰爭，即奔赴大後方為滇緬、中印
拓路勘建而獻力，復員後，公餘不忘服務培正，解放後居
港，輔隨前香港培正校長林子豐博士，帶領培正，由滲淡
經營的私校，闢擴荒嶺為今日培正而奠基，其卅年來的耕
耘，實功不可沒。

汝光老學長，畢生為聖道而弘揚，為國難而獻身，為

而上，予人高深宏大的觀感，乃他與彭滌奴（1933奮社）老
學長、及Partner簡觀燦建築師的作品。

汝光老學長潔身自愛，為主作工，其積極策劃，參與
創辦「浸會書院」的無私貢獻，嬴得其母校U. of Redlands 
在1965年，頒贈LHD名譽博士榮銜，是年，子文輝在該校
畢業，父子同日同台同領受學位，成為佳話。

世界浸聯會世界大會，五年一屆，黃博士畢生為浸信
會服務，於1965年被選為世界浸聯男子部（弟兄部）副主
席，展開跨越國界的事奉，1970年被選為主席，並於1974
年出任首屆世界浸會弟兄大會籌辦會主席，該大會的成
功，獲得世界各國浸信會的肯定。

於1975年在瑞典斯德鹹（Stockholm）舉行的第十三屆
世界浸聯會大會中，以「平信徒」身份，被選為新一屆的會
長，為首名亞洲人出任該職。

汝光老學長，輔隨戰後香港培正校長林子豐博士，憑
藉林博士在政府、社會上的脉絡及崇高地位，加上對培正
的熱心愛戴，高瞻遠矚，自政府手中獲批何文田荒山，親
以力行地開拓，把野地變為E座、C座、宗教館、體育館、
大操場，帶領培正，由滲淡經營的私校，轉制為政府津貼
中學，闢擴資源成為今日培正的奠基，其卅年來的耕耘，
實功不可沒。

九十年代中，老學長花近十年時間，搜憶其不平凡的
一生，寫了「蒙厚恩的人」，交後學梁崇瑜學長（62真社），
編輯成厚300頁的回憶錄，在這書中，使我們對民初、抗戰
時期、戰後香港、浸信會、培正 ⋯⋯ 的變局增加瞭解。

去年夏，他更親撰當年參與把「香港培正」交托「香港
浸信會聯會」管理發展的經過，書成合乎法規的範文，使這
段培正重要的史實，不致湮忘。

誠如其哲嗣文輝所言：「家父一生無憾，活得精彩豐
富，在夢中安然而去，實積享天福。」我們在哀痛中，也欣
慰老學長積享天福，安返天家，實為蒙主厚恩，祈  師母及
文輝、獻真節哀，保重身體。

黃汝光老學長，為聖道而弘揚，為國難而獻身，為紅
藍而盡心，足為我等後學們敬仰。培正同學會將籌辦「黃汝
光博士紀念基金」，藉以紀念這位謙虛熱心和靄老學長的具
意義典範平生。

紅藍而盡心，足為我等後學們敬仰。
培正同學會籌辦「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藉以紀念這

位謙虛熱心和靄老學長的具意義典範平生。
希  會長及同學們支持為盼！
香港培正同學會
會    長   雷禮和
副會長   吳漢榆  陸志中  廖約克 陳德華  呂沛德  張

廣德
暨  全體常務理事  敬啓
2008年 9月 28日
註：捐款如用支票，抬頭請書「香港培正同學會

有限公司」或「HONG KONG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並於支票背面註明捐助「黃汝
光博士紀念基金」

44

培正同學總會消息



林英豪（鵬社）

培正一九二七年級會仁社學長黃汝光博士，紅藍元
老，四代培正，他先叔父乃是我們最敬重的黃啟明故校
長，黃學長一生離不開培正。五十年代初期歷任香港培
正、培道中學校董、校董會主席、培正校監多年，對策劃
校務，建築校舍 ⋯⋯ 工作，數十年如一日，建樹良多，
七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司署邀請香港卅六間私立中學（包括
培正、培道、嶺南、培英、真光⋯各校）轉為資助中學（即
津貼中學）。黃學長以校董會主席身份，多次聯同香港培正
同學會召開聯席會議，徵詢校友及有關人士對學校政策之
意見，因公忘私，備極辛勞。在五十年代中葉與當年港校
林子豐校長及幾位西教士合力創辦浸會學院（即今日之浸信
會大學），並兼任董事會主席多年，由此可見黃學長對教育
事工有很大的貢獻。

黃學長一生事業發展乃在工程方面。培正畢業後升讀
嶺南大學（英社），隨後留學美國，入CIT（加州理工學校）
深造，學成返國，在國內多個大城市從事建築鐵路工作。
戰時更遠赴雲南，參與建築滇緬公路及滇緬鐵路。其時昆
明乃戰時大後方重鎮，物資由印，緬甸到再轉送前綫。當
年以有限人力、物力、且限時間，建成此西南大動脈。工
作極為艱辛，能參與此項偉大工程，享有崇高的榮譽也。

解放後黃學長合家返港定居，自設則師樓營業。業務
遍社會各階層，尤多參與興建教堂與學校校舍。矗立於培
正道旁之港校E座校舍乃是黃學長策建。校舍內圓形樓梯，

懷念黃汝光學長
設計新穎悅目，極獲參觀校舍人士們之讚賞。

黃學長伉儷生長於基督教家庭。在港時一同事奉有
三千餘會友之九龍城浸信會，並任執事會主席多年，作興
旺教會聖工，不辭勞苦，一九七五年黃學長被選為世界浸
信會聯會會長，任期五年，是第一位華人任此聖職，該會
會友四千萬，包括百餘國家及地域。黃學長上任後，偕夫
人自費訪問多個會員國家，行程歷數月。在秘魯首都利馬
時，獲秘魯總統接見款待。又曾在美京華盛頓與當年卡特
總統同在一教會參加主日崇拜，一時傳為佳話。

黃學長熱愛培正同學會，對同學會舉辦各項活動大力
支持，曾多次訪問海外多個同學會。二○○六年十月，羅
省培正同學會舉辦首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黃學長將其
鉅著「蒙厚恩的人」（黃汝光回憶錄）百餘冊在會上義賣，所
得全部書款捐作大會經費，愛心可敬，紅藍精神之表現。

黃學長為人謙和，厚道、藹然可親，人緣廣結，平日
踵門求排解糾紛者眾，魯仲連不易為也。而國學修養，根
基深厚，書法秀麗，自成一家。一生愛好運動，晚年經常
練習哥爾夫球，此亦獲長壽健康之道也。

黃學長與張靈新女士結婚七十五載，恩愛逾恆。黃夫
人治家有道，協助黃學長事業發展，共同弘揚聖道，蒙主
厚恩。八十年代初合家定居美國羅省，家庭和睦，四代同
堂。筆者服務港校時，得黃學長提拔與指導，終生感激。
七十年代中期，忝主校政，黃學長任校監，對筆者信任有
加，予全權處理校務，內心敬佩。黃學長九八遐齡安返天
家。我們紅藍兒女痛失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然他一生偉
大事業與為人典範，常存我們心中，我們永遠懷念他。筆
者謹撰短文，簡述黃學長生平，限於篇幅，冰山一角，急
就文章，敬盼讀者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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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校就讀時期所認識的黃校監，除了E 座和螺旋樓
梯是他設計外，就是他總是在台上我們在台下；或從照片
中看到他和家慈（當了多年培道校友會會長）在培道中學和
培道校友會的活動。八十年代黃校監退休後移居洛杉磯，
遇到黃校監夫婦都是在培道一九三五年嘩嘩社的聚會，他
們與趙福真姨和羅雪婉姨相熟；我只是作母親的車夫，校
監對我們後輩是多麼平易和親切。記得有一次，他還當柴
可夫跟她們跑到老遠的Oxnard 探望她們的社友林淑慧老
師呢（林子豐博士胞妹）。有一次到他們以前的住所，是浸
信會為退休牧師預備的平房，環境優靜，屋內更充滿讀書
人的雅氣，文房四寶在桌子上，牆上也有黃校監的書法。
當時心中想著若他送我一幅就好了，但作為後輩卻有一點
難於啟齒。記憶中牆上有一幅黃校監的書寫〔基督是我家
之主〕， 但願也能常常提醒我們，更昐望我們各同學的家都
能專主為大，有一個更溫韾的家。及至參與洛杉磯培正同
學會活動，最少也可以在每月的茶敘遇上黃校監，初時他
還自己駕車，近幾年來都是由同學接送。雖然我也間中有
參與，但許多時都是由吳秉銳蔡敏儀夫婦接送，很值得學
效他們的愛心。試過幾次問黃校監喜歡吃什麼，他先環視
桌上的點心，然後說「鳳爪」；以後我們都先替他預先準備
好鳳爪。現在我也學黃校監多吃鳳爪，更喜歡家中的鳳爪
花生湯。別人說黃校監聽覺不大好，其實他只是右邊耳朵
不靈，跟他說話坐在他左邊便成。我常開玩笑說黃校監長
壽之道，除了多吃鳳爪，便是一切閒言和不應該聽但卻聽
到的，便左耳入右耳出。零六年十月第一屆全世界培正同
學日在洛杉磯舉行，黃校監很興奮地熱心出席大多數的活
動。為了星期六早上的講座「培正與我」，黃文輝學長告訴
我校監更「棟起床板」預備至凌晨四時多；他對培正的熱
誠，為同學辦事態度的認真，委實令人肅然起敬。

當時香港培正中學剛剛出版《黃汝光回憶錄》，各同學
都爭著搶購，務以先睹為快。黃校監從八十二歲時開始，
花了差不多十四年，把他過往的歲月，慢慢的親自用手寫
成；由記憶過往，每一次的經歷，更深一層的體會上帝的
恩典，數算不盡，故以《黃汝光回憶錄》書名為「蒙厚恩的
人」。回憶錄中由數算恩典，至教會侍奉，令我想起黃校監
對上帝的厚恩，由受恩，到悟性的知恩，算恩，心裡的感
恩，口裡的謝恩，更以生命行動報恩賜恩者。書中第五章
提及黃金歲月中不單以事業為重，更以侍奉，探訪三軌並
進。我更欣賞黃校監並不是說「事奉」而是「侍奉」，但願我
們都能學效黃校監，無論是教會中的執事，同學會的辦事
委員，都能謙卑的以「侍」作事。黃校監在回憶錄中第五章
第八節題目是家庭蒙福，努力侍奉，第十節是鍥而不舍，
弘揚聖道，他親身力行地教導我們，「恩典更多，愛  主更

敬愛的黃汝光校監

深，侍  主更殷勤」。
零七年林英豪校長剛好在洛杉磯，我到酒店接他然後

一起參加黃校監夫婦的宴會，在車上林校長打開賀咭，裡
面我提了詩篇一百十六篇第十二至第十四節：「我拿甚麼報
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
耶和華的名。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How 
can I repay the Lord for all his goodness to me? I will lift up 
the cup of salvation and call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I will 
fulfill my vows to the Lord in the presence of all his people.

Psalm 116:12-14 黃校監在回憶錄中提及的探訪，和
多次的出訪五洋四洲，是在眾民面前稱揚耶和華的名。不
倚老賣老，有修養，有才德的長者，是令人無法抗拒的敬
愛。

晚輩
六七年恆社 潘其平
09/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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