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教職員向李校長唱出「跨出闊步只因你」 李校長接受堅社學長致送紀念品

校董會主席羅永祥博士致辭 校監陳之望博士致辭 浸聯會總幹事徐彼得牧師代表浸聯會致送紀
念品予李校長

李仕浣校長榮休李仕浣校長榮休
培正小學李強光副校長

李仕浣校長（1963年級真社）是香港培正小學首任校
長。1968年大學畢業後回母校服務，在中學擔任英文科
老師。1974年獲林英豪校長推薦，到小學先後擔任小學
助理教導主任、教導主任及小學主任。1984年，中小學
行政各自獨立，分別註冊為「香港培正中學」及「香港培
正小學」，李校長擔任小學校長一職，直至2012年1 月，
在母校服務達四十四年之久，貢獻良多。

為表達對李校長之謝意，校董會、同學會及小學聯合舉
辦「李仕浣校長榮休晚宴」。晚宴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假何文田百樂門宴會廳舉行，筵開五十八席。李
校長縱橫教育界四十多年，相識滿天下，當晚出席的嘉賓眾
多，包括香港浸信會聯會總幹事及委員、現任及前任校監、
現任及前任校董、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及各級社學長、海外
校友、香港培正中學校長及同工、培正專業書院校長、澳門
培正中學校長、澳門培正同學會會長、廣州培正中學校長、
廣州培正同學會會長、浸聯會友校校長、恩典浸信會教牧同
工、培正道浸信會教牧同工，中小學家長、退休同工、小學
及幼稚園全體教職工等，場面熱鬧。
晚宴開始時，全體一同唱校歌，然後分別由香港浸信

會聯會總幹事徐彼得牧師、校董會主席羅永祥博士、校監陳
之望博士、香港培正同學會呂沛德會長、香港培正小學張廣

德校長、香港培正小學教職員會主席劉敏儀老師致辭。隨後
觀看短片，片中播放了李校長在培正四十四年服務的點點滴
滴。接著由各單位致送紀念品予李校長，包括香港浸信會聯
會、校董會、香港培正同學會、澳門培正中學、廣州培正中
學、澳門培正同學會、廣州培正同學會、浸聯會友校、各級
社及中、小學教職員會等。
為多謝李校長對培正的貢獻，學校特別設立《李仕浣校

長榮休培才基金》（詳見另文），推動學生在各學科、體育藝
術、科學創作、環境教育等各方面的發展，並於席間進行啟
動儀式。除了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會率先捐出港幣五萬元
外，顧明均學長亦慷慨捐出港幣二十萬元，而宴會期間也陸
續收到校友的捐款。接著由李校長分享四十多載在培正服務
之經歷，校方亦借李校長之手送上一束鮮花獻給背後默默支
持他的太太，當校長獻上情深一吻時，全場報以熱烈掌聲。
徐彼得牧師謝飯祈禱後，各人即享用菜餚，言談甚歡。

席間，李校長逐一到各席與來賓合照，留下美好的回憶。音
樂科科主任陳春玲老師偕夫婿黃穎文先生為李校長榮休創作
了一首紀念歌，名為【只因你】。全體教職員為李校長獻唱
此歌時，場面溫馨感人。另外，校友曾慶瑜小姐專誠從台灣
飛返香港，為她當年的英文老師李校長獻唱數首歌曲，並細
訴當年往事。
李校長別具心思，訂製了精美鎖匙扣贈予每位赴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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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長與一眾嘉賓合照

培正體育會送上紀念品

感謝顧明均學長捐出二十萬元予「李仕浣
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葉賜添校長代表中學向李校長送上一幅對聯

學校以一束鮮花多謝李太多年來對校長的
支持及體諒

曾慶瑜校友與李校長細談昔日往事

眾嘉賓一同舉杯祝願李校長榮休後生活愉快

呂沛德會長代表同學會致送紀念品給李校長

士，以作紀念。鎖匙扣上印上李校長喜歡的聖經金句──我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4:13）這節金
句可說是李校長四十多年在培正工作的總結。他靠着神加給
他的力量，無懼各種的挑戰，迎難而上，在校舍、設施、課
程等各方面，將培正小學帶進新里程。
除了一月十四日榮休晚宴外，教職員會、家長義工隊及

愛家園地於一月三十一日在九龍灣Mega. Box御苑皇宴為李
校長舉行了另一次榮休晚宴。當天晚宴筵開十九席，小學老
師、幼稚園老師、家長義工隊及愛家園地家長各自預備了表
演節目及紀念品，向李校長表達謝意。
此外，當日的學生集會堂亦舉行了「李仕浣校長榮休歡

送會」。小四至六年級同學往中學禮堂參與歡送會，而小一
至三年級則在課室觀看視像直播。在歡送會中，李校長與學

生作坦誠的分享。各級老師及同學親手製作不同的紀念品，
由學生代表致送給李校長。在學生表演的環節中，同學分別
以普通話及英語朗誦，表示對校長的敬意及謝意。最後，全
體學生献唱【只因你】。歡送會結束時，同學在操場及走廊
依依不捨地揮別李校長，並與校長拍照留念。
李仕浣校長數十年來與培正結下不解之緣，忠心服務，

建樹良多，深信他榮休後仍心繫培正。但願上帝繼續賜福
李校長的退休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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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培正中學及同學會向李校長送上紀念品 澳門培正同學會致送紀念品

教職員會送上五萬元大支票支持「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李校長伉儷與兩名公子及媳婦

86號窩打老道，百樂門宴會廳酒樓，大家一定不會陌
生，每人付上HK$320，才可入席。筵開58席，有老師、學
生、家長、歷屆學長、學姐、學弟和學妹，香港、澳門、東
山、台山培正同學會一眾（包括前會長、前副會長）、浸聯
會各校校長、校董、校監，一句話：冠蓋雲集。
之前曾旁聽李校長在1月4日的同學會講座，「香港培正

悉尼培正同學會徐兆敏會長

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李校長（1963真），畢業於中大聯合
書院，回香港培正服務44年，最有資格講這題目，「前無古
人」，我不敢說，因聞已故李孟標校長（1924群社），也幹了
多年，終於1974年，一計有四十多年；「後無來者」，加上
李校長就讀培正歲月，這個紀錄怕誰也破不了。我不敢問
李校長貴庚，培正人數學好，自己回去做加數。李校長外型
黑實，腰又直，中氣足，思路敏銳，猜六十歲的人，大有人
在。
李校長當上小學校長於1984年，培正中、小學分家，

小學和幼稚園，變成專業管理，兩文三語，加上香港培正一
條龍的辦學態度，今年6000人排隊，爭240個幼稚園入學資
格，這不爭的事實，代表社會對我校正面評價。校友梁孔
德學長（1965耀）說得好，「你們送子弟來培正是冇錯，培
正人多行正軌。」前校監何建宗（1975昕），說了兩句精句，
「校監的工作是什麼？有事幫培正坐監。」「李校長你辦事，
我放心。」所以李校長從1968年回培正，做中學英文老師，
1974年往小學部，一直為培正守龍門，培養人材。小弟未有
機會做他的學生，上過他的課，首次接觸也是離校十年，扶
輪會籌款電影晚會，麗星戲院都改建成商場，他和太太，跟

落台的身影，比上台重要
2012年1月14日李仕浣校長榮休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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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培正中學校長何澤乾和太太陳婉素，一起來撐場。
另一項，李校長辦事能力，不能不提，這是葉校長說

的，中學部想有一個游泳池，作為首席中文中學，應有的
設備，那來地方和錢，方案一個接一個，都未能成事，有
想過在大球場中間挖空建泳池，上面建跑道徑和籃球場，
有一天開會，李校長回覆，泳池項目有定案了，就是今天
的陳伍婉蘭泳池的位置，校董會通過了，捐助金又有人認
頭，水到渠成，今日的小學新貌，李校長和陳力行原副校
長，籌款、監工、一腳踢，李校長常掛在口裏說：「全靠校
友們合眾人力和物力，各同學在外，給人優良印象，家長
和社會人士的尊重，才成事。」但魔鬼總是在細節裏，每件
工程，從投標到完工，有多少頭痛事，天天都要解決，非
要有魄力的人做不了。

也從李校長口中得聞培正秘史，林子豐校長跟葛量洪總
督老友，故取到中學部的用地發展，但也得要付錢建校，故
此，培正也有借銀行貸款，當年幾萬銀，可以買一幢樓，在
一月份同學會例會， 「培正過去」，有提及跟嘉華、中銀借超
過16萬元。另外，李校長提到，何宗頤副校長年代，培正
數理科的建立，何副校長和朱達三學長來自燕京大學，回校
服務，替培正重訂數理科課本，故此在1950-1965年間，培
養不少今世當代的世界級人材，打下來的基礎，一直留傳到
今天，所以「培正將來」，希望各教授級的校友回校，繼續
指導學弟和妹。我跟李校長同一見解，有人說， 「現今最佳
學生，都走財經科」，但人類過去的發展，有賴數理科學技
術，定義和基礎（見第173期第25頁會長號外：如何走出今
年的困擾），當然，對數理不感興趣的同學，也應因材施教。

故此，李校長榮休成立培才基金，目標二百萬港元，希
望培育下一代的培正數理能人， 他也提到一個大道理，學生
很受學校環境主導而傾斜，今日資訊何其多，家長交昂貴學
費直資名校，為何成主流，人人爭入學，如何各取所需，培
正將來的定位母語教學何等重要，顧明均學長（1966皓），
即捐二十萬，寫支票支持培才基金，之後也有多名學長認
捐，請看今期174的培正通訊。

我坐第六席，同席還有葉賜添校長（1973勤）、岑錦康
（培正專業書院校長）、譚日旭（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1976
捷）、區元正（中電社區關係經理）、蕭文波學長（1957輝）、
陳紹衡學長（1959光）等11位， 因中餐是圓桌，故未能跟每
一位交流，但也藉著晚宴方便，增加了對香港教育和「培正

將來」的認識。岑校長，非培正人，就讀星加坡大學IT博
士，也任教星洲大學，現Pui Ching Academy在加士居道42
號授課，待我們的高廈Block K完成後，他主導IT和影視
Editing, High Diploma 課程，美國學分制，共21個科目，每
個科目三分兩年完成，四個學期，已得到香港考試評核局批
准認可，將來晉升為大學級學位。

譚日旭也念過昕社，留了班，今日貴為校長，英雄莫
問出處（見172期，從一小角看母校三十五年的轉變），莊潤
祥副會長，又是一個好例子，校長是也。區經理和我都是南
海縣人士，交流了中電加價的計算方式，環保操作的成本增
加，中電因澳洲11月通過，Carbon Emmission scheme操作，
要在澳洲投資虧損備多少，中電的大客，是醫院大學，因培
正有恆溫泳池，電費相對高，但中電對教育事業等，有減價
的，想澳洲未來電費加30%，比香港加7%多一大段，蕭、
陳學長和我，都曾同事於MTR，陳學長更從MTR退休，故
此有免費乘坐地鐵咭，他也是當年MTR，第一位中國人，
Resident Engineer，今日替培正做Project Manager，看緊新
廈進度，從他口中得知未能收到完工紙，主因消防項目的改
動未批，李校長本來訂了2012年一月退休，同學會和學校
請他留至入伙紙「出世」，才真真正正退下來，我想李校長
退休旅行，又要延期了。

最後要替李校長正名。李仕「浣」多年我們讀李仕「丸」 
Lazy，其實我們念錯了，應該是李仕「碗」，九龍也有條街
叫「浣」花街，李校長自己解釋，因當年取身份證，英文字

「Yuen」而被誤讀。此外，久違了曾慶瑜同學，她某年坐過
我的鄰座，宴上她為李校長高
歌兩首，真的不知她歌喉那麼
好，我則中一音樂科補考，多
謝馬國臨老師， 一早知道不是吃
演藝界飯的人。曾同學台上說，
念過勤、基、昕三社，都不知那
一社會收留她，培正大家庭，你
能有三社同學做朋友，真令人
羨慕才對。今次回港，留港最
長，參加多次捷、敏社高球活
動，捷、敏社的高球高手也有昕
社的影子，他們笑說可以讓我
轉捷社，編我入隊，保証年終
培正高球比賽，得冠軍，Well，
確 實 年 齡 可 以 減 一 歲， 很 化
算。                18th Ja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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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曾慶瑜臺上照片

校長與基社同學在臺上大合照

大家都習慣叫李校長做李仕「遠」校長，但我清楚記
得，梁崇榆老師教過，「浣」讀作「碗」；無論是「浣紗」，或
詞牌「浣溪紗」，那個字都是唸「碗」，不是「遠」；我於是一
直都執著的叫校長做李仕「碗」校長，別人聽來，感覺怪怪
的。今晚，李校長的同班同學陳元廣學長，上台第一件事，
便是更正大家的謬誤，為校長「正名」。
這晚，在百樂門宴會廳，雲集了李校長真社同窗、幾代

的學生、學校教職同工、校董、同學會同仁，以致浸聯會的
領導層，筵開近六十席，為校長四十多年來服務母校，春風
化雨，奉獻教育而濟濟一堂，獻上感恩。

李校長1953年入讀培正，1963年中學畢業，1968年開
始服務母校，先在中學任教英文科，1974年調任小學部主
任，1984.年培正小學獨立後，出任第一任校長，領導全校
師生，教學相長，英才輩出，懋績崇勛。2012年1月底正式
榮休，服務母校逾四十三年，創下培正「健力士」紀錄，不
但前無古人，後亦難有來者！
我中學時無緣受校長教誨，與他的往還，是近二十年的

事，尤其是在同學會的活動中不時踫頭。每次見面，校長都
是格外熱情親切，總是搭著肩膊說話，溫馨流露著老師對學
生的體貼與關懷；說到興奮處，那瞇成一線的雙眼，更蕩漾
著學長學弟間無拘無束的笑談。教過基社同學的老師，他是
最後一位退休的了！
席前，除了有同學會、校董會、與浸聯會代表上臺向

校長致敬，表達謝意外，校長亦細細訴說他超過半個世紀的
培正情。多年來，無論是興建校舍，改善設施，加強教學、
推廣活動，發揮團隊，以致校務瑣屑，事無巨細，校長都傾
心盡性，殫思竭慮，以「靈德智體群美」六育並重的全人教
育理想，將小學建立得有聲有色，備受社區和家長肯定與讚
賞，每年爭相入讀者不計其數。學校豐茂茁壯，碩果纍纍，
校長可謂無憾；但在欣慰中卻始終遮不住他眉宇間緊緊鎖著
那一抹拂不去的愁雲。校長牽掛著的，是中小學的銜接，他
語重心長的一再叮囑：千萬不可「斷龍」！簡淡的說話，卻

讓大家都深深體
會到校長愛護母
校那份情之深、
切。
海峽彼岸的

曾慶瑜，今晚特
別趕過來參加盛
會。慶瑜此行，
匆匆幾小時，是
摰誠的為校長送
上祝福。這天，
臺灣為了總統大
選而鬧得沸沸揚揚，慶瑜在早上投過票後，馬上飛過來，以
歌聲獻心，然後又趕乘最後一班飛機回去臺北。她不但專程
來港獻唱，更自掏腰包，請人設計裝置場地的音響。她一個
星期前告訴我她這份心意，叫我感動不已，馬上請同學會安
排配合；可惜基社兩席是坐在大堂最後面，場地嚌嚌嘈嘈，
根本無法欣賞慶瑜的歌聲。反而在大會開始前，我六點鐘到
達會場時，慶瑜正在唱歌試音響，歌聲優雅，情韻延綿，讓
我靜靜的享受了短短的個人演唱。
我在前一晚按網上資料草擬了慶瑜的簡介，準備給司儀

介紹；慶瑜只看了一眼便皺眉說悶，接著從手袋裡拿出自己
草擬好的簡介。我沒有那份手稿，只記得她自稱是香港「製
造」、香港「交貨」的香港土產，並強調她是歌者而不是歌
星；而其中最感到自豪的，是主持了臺灣電視史上最長壽的
節目：「點燈」（十八年）；至於香港小姐的榮譽，反而隻字
不提。慶瑜履歷中，最叫我艷羨的，卻是她自詡近年都是以
遊戲為正職！
我那一代在培正唸過小學的，都會記得慶瑜令慈楊錦

文老師，教我們「說話」，也就是現在說的「國語」，或「普通.
話」。當年，香港在殖民地教育下，很少學校有「普通話科」；.
母校高瞻遠矚，規定小五、小六都要上普通話課，雖然學得
也真是挺普通，但從小訓練語文，打好根基，終身受益。

李振強和關溢康都說楊老師兇，說「從來沒
有人未被她罵過」。溢康對楊老師印象尤其深，氣
憤憤的說他有一次上課談話（大概以為「說話」堂
是可以說話吧），被楊老師抓個正著，罰抄課文七
次。但溢康居然置之不理，結果一星期後加刑至罰
抄十四遍；可溢康卻仍然繼續搞對抗，楊老師勃然
大怒，一個禮拜後又再加刑至二十一遍！最後，溢
康只好動員全家老少，但凡識寫字的都要動手幫忙
抄寫，終於如期交貨；但一份功課出現了五六種字
跡，楊老師一眼便看出，結果當然是要見家長！
今晚基社訂了兩桌，但與同學會的溝通有誤，

竟然只安排了一席給我們！幸好我到得早，蕭寅定
學長又特別幫忙，將旁邊那桌調給我們，兩桌同學
坐在一塊，熱鬧哄哄，樂趣融融。基社同學特別買

記2012年1月14日李仕浣校長榮休晚宴

菁莪樂育‧桃李騰芳菁莪樂育‧桃李騰芳
1974年級基社  田榮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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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Mont.Blanc原子筆與鮮花向校長致意，由馮國華與林仙韻
代表我社同學獻禮，再請曾慶瑜獻花給師母，並送上香吻與
擁抱給校長，聊表敬仰微誠。
李校長榮休後，由張廣德校長接棒。張校長有理想，有

幹勁，對教育滿懷熱誠，實為不二人選；他自幼稚園即加入
培正大家庭，1976年中五畢業，1985年回母校服務，與李
校長及全校上下，同心同德，默默耕耘，為年幼學子送上祝
福。今接任校長之職，大家都深慶得人，有信心他必定能夠
帶領母校更上層樓，承傳紅藍這脈薪火，發揚光大！
菁莪樂育，桃李騰芳。獻身教育的李校長實當之無愧！

衷心感激校長多年勞苦，誨人不倦，弼教育才，培育了一代
又一代的紅藍精英！摯誠祝福校長卸下工作重擔後，生活如
意，身體健康，主恩永偕！

*. . *. . *. . *. . *

1963年真社畢業同學錄，對李校長有如下的描繪：
李仕浣
別號浣姐，但無女子之氣，性溫有禮，熟慮深
思，上課專誠，下課輕鬆，尤其愛好文學，曾為
本班生活，領導得生氣勃勃。以君之力，以君之
性，拂高天之雲翳，抑日月之光輝，期可待也。

基社出席同學：區春生、陳劍鳴、陳祿開、陳佩明、
周美亮、鍾希潔、馮國華、何志明、許友明、關溢康、李振
強、李志賢、梁香蘭、梁崇禮、林仙韻、倪林春、田榮先、
鄭徽、黃正坤、黃景怡、黃循紅、葉豪華、余家材、陳志文
（攝影）、江若蘋（勤社席）、江漢文（勤社席）、羅志強（校
董席）、曾慶瑜（表演嘉賓）

李仕浣校長秉持着紅藍精神，在港校紅藍校園默
默耕耘，春風化雨，為母校作育英才，四十多年來如
一日，桃李滿門，碩果纍纍，功不唐捐，留下美好的
足跡，實在令人敬仰。還記得李校長在2012年1月4日
（星期三）.香港培正同學會的月會作臨別贈言，將母校
百年來的校史娓娓道來，讓我們走入時光的隧道「母校
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呈現在校友眼前。葉賜添校長
在會後報告讚揚李校長實現中學建游泳池的夢想，儘管
這個夢想中的游泳池已在小學落成使用，但李校長卻不
為此邀功。李校長在.「與培正一起的日子」文中強調中
學、小學、幼稚園是不可分割的一體，一條龍的教育模
式要堅持延續下去，讓幼稚園畢業生可直升小學，而小
學畢業生經過升中派位後有百分之八十五中一學位讓小
學畢業生選升。李校長於2012年1月底榮休，但仍然負
責跟進新教育大樓的施工，如此勞心勞力，退而不休，
讓我感到有承擔的領導人「點只做好呢份工咁簡單」.，
敬業樂業值得紅藍兒女學習。李校長的榮休標誌着一個
階段的結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香港培正小學第二任
校長張廣德（1976敏社）接任。

為了妻女當年要移民加拿大，1995年8月辭任中學
圖書館主任之職，展開另一階段的新生活。大女致琁及
細女致苹都是母校小學畢業生。如今致琁任職物理治療
師，致苹則任職室內設計師，心裡仍忘不了當年為她
們打好紮實根基的小學老師。我則忘不了當年中學老師
林英豪、單倫理、黃逸樵、古容軒等恩師，他們都是
以校為家，可以說是「經師」、「人師」兼而有之，能不
感恩，進而為校爭光。. .母校中、小學有不少老師、工
友，他們的服務年資都超過30年，甚至40年以上。換
句話說，在母校服務是第一份工作，也是最後一份工
作。面對「培正培正何光榮，萬千氣象創輝煌。」.的挑
戰，有賴中、小學員工發揮團隊精神，向着至善至正的
標桿直跑。紅藍幼苗在校園能夠茁壯成長，成為各行業
的中流砥柱。今日你以培正為榮，有朝一日培正以你為
榮。
踏入2012年1月12日，在此向紅藍兒女拜個早年，

祝願龍年順景，心想事成，中、小學校務蒸蒸日上。

李仕浣校長榮休有感
羅桂森1968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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