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校 1889 德政街「培正書院」

由廣州浸會三位教友李濟良、馮景謙、廖德山創立。

馮景謙校長

1893 改名「培正書墊」，遷至珠光里。
楊海峰校長

1904 更名為「培正學堂」。

1905 經費無著，暫時停辦。

1906 復辦，定名「羊城培正師範傳習所」。

廖卓菴校長 

1907 於東山（廣州培正現址）購地建新校。

1908 東山白課堂時代（遷入新校舍）

創辦者把學校獻予兩廣浸信會，培正自此成為教會學校。

李錦綸校長

1912 改名「培正學校」（相當於小學）。

1914 楊元勳校長 

1916 增辦中學部

1917 李錦綸校長（自美籌款回任）。

1918 黃啟明校長（另友校培坤女校成立）。

1922 培坤女校改稱「培正女校」，另接管培道蒙校，改為「培正國民學校」

1924 培正女校、培正國民學校併入培正學校。

1928 更名「私立廣州培正中學」，而所屬的三家學校分別改稱

「附屬高級小學」、「附屬初級小學」及「附屬女子小學」。

「北有南開，南有培正」，先後有燕京、嶺南、滬江等六所國內高校和

部分外國高校，許培正高中畢業生免試入學。

1931 設西關分校(小學)

1933 港分校創辦小學

黃啟明校長

1938 開辦初中 1937 東山四校因戰事遷鶴山 1937 因戰事暫停

1938 澳門開設分校

鶴山四校遷澳門

1939 楊元勳校長

1940 增設高中部一、二年級 1939 黃啟明校長病故任內

1941 淪陷，港校停辦 楊元勳校長

1941 集七校員工共度時艱 1942    桂林培聯 1942 坪石培聯

1942 趙恩賜校長                                    培正培道聯合中學 溫耀斌校長 培正培道聯合中學 

趙恩賜校長

1944 林子豐代校長                       1944     淪陷，停辦

1945 8月,抗戰勝利

1946
香港分校復課小學部及

初中部
1946 澳校保留小學部 1946 東山四校復課 1946 西關分校復課 1946 停辦

趙恩賜校長 趙恩賜校長 趙恩賜校長由贛返穗主持 趙恩賜校長

馮棠校長 馮棠校長 校政後辭職，由馮棠校長繼任 馮棠校長

1949 復辦高中一年級 1947 增設初中部 1947 合併三小學，統稱「培正小學校」 1947 改稱西關培正小學校

1949 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 港校更名為「香港培 1950 更名為「澳門培」 1950 馮棠校長病逝，林瑞銘校長繼任

正中學」 正中學」

林子豐校長 李炎玲校長

1952 香港首屆高中畢業 1953 傅漁冰校長 1953 轉為公立學校
1953擴建校舍奠定港校基礎 開設高中部             培小改名「東區 1954 仍為私辦，余作校長

            第四中心小學」 1955 轉公立，改名「第十三小學」

1958 改棣香港浸信會聯會 1958 1956 改名「蓬萊第二小學」
1960  再改名「保安街 小學」 1958 改名「恩寧路第一小學」

1965 李孟標校長 1962 林湛校長                1962

1974 林英豪校長

1975轉資 1966 1966     改名「育紅小學」

1976轉五年制 1968 改名「反帝小學」

1984 中小分家 1984「香港培正小學」分立 1969 1970     改名為東湖街小學  

李仕浣校長 1972 改名「秀麗一路小學」

1974 鄺秉仁校長             1979 1979 改名「恩寧路小學」

1982

1984 1984      東山培正小學復名 1984 西關培正小學復名
              陳兆熙校長 何美頤校長

1985 何澤乾校長        1985 康顯揚校長 1986 衛汝熙校長

1990 張子江校長 1988 陳思岳校長

1991 鄭成業校長               台山培正中學
1992 轉七年制           1992

1994 創校

1995 李祥立校長             1995  吳琦校長 1998   葉爾安校長 1995 陳之華校長 副校長: 余勁雄、

                1996 劉伯玲校長 陳子強、梅紹文

1999   李超英校長 1998 陳子強校長

2001 梁延南校長

2002   張淑華校長 2001 伍兆庭校長

2003 葉賜添校長

2009 轉三三四學制 2006   呂超校長 2006 林燕慧校長

2010中學轉六年制 2007 高錦輝校長

 2017   葉志丹校長 2016 簡建鋒校長 2010 雷活釗校長

2011 張廣德校長

2015 譚日旭校長 2013 黃北健校長

2019 陳 容校長

2018 何力高校長

2019 葉展漢校長

2021    張志紅校長

             屬香港浸信會聯會管理及擁有 屬內地所在地市教育局管理及擁有

                  1920 - 1930 年代

  培中改名                                             

  廣州第七中學                                     

 市七中遷出東山

 原校址開辦「廣州師

   範學院」

   師院遷出，廣州僑

   光中學在原址開辦

   改稱「廣州市人民 一中」

    更名「廣州市第五 十七中」

 趙經良校長

 各地校友聚於東山校址

 慶祝培正90周年校慶

  恢復五年制

   廣州市培正中學復名

   賴成德校長

穗 港 澳 培 正 中 學

及 台 山 培 正 中 學

校 史 系 統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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