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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培正	(一)
	 廣州培正同學會會長朱素蘭

培正學校百多年來，一直是華南地區的一所名校，為國家培養了千千萬萬
的棟樑之才，享有“北有南開，南有培正”之美譽。革命先驅孫中山與培正學
校、培正先賢關係密切，孫中山先生的一些子孫和親屬，也是培正校友，有着孫
家“三代培正校友”的佳話。

英雄城市廣州因歷史的機遇，與孫中山的革命生涯結下不解之緣。正是在
此讀書、行醫時，孫中山先生痛感“醫人不如醫國”，由是踏上革命道路；武昌
起義前，他發起或領導的10次反清起義，廣州有3次；他三度在廣州建立革命政
權，兩遭挫折、三整旗鼓，不屈不撓，終於創建和保存了廣東“護法根據地”。

作為華南地區的一所名校，孫中山對培正學校懷有很深的感情，和培正先
賢也有著密切的關係。據培正小學前校長鄺樂生所述，孫中山曾擔任培正小學校
董事會名譽董事長。鄺樂生校長是廣東從化縣鴨鵲望鄉人。先翁為傳教士，自少
受薰陶。鄺樂生一生為培正服務，凡四十餘年。鄺樂生老師8歲為珠光里培正時
代之學生，1907	 年畢業培正師範傳習所，母校擇地東山興建後，即受聘為教員，
是為其畢生服務培正之始。1922	 年鄺樂生老師就任培正小學校長，是時，正是孫
中山擔任培正小學校董事會名譽董事長，孫中山曾贈他一幅大相片，上有“鄺樂
生校長惠存，孫中山敬贈”字樣。

與孫中山拜盟為兄弟的辛亥革命早期革命家陳少白，因倡言革命，被稱
為“四大寇”（孫中山、陳少白、尢列、楊鶴齡）之一。陳少白小時就深受其四
叔陳夢南的革命思想影響。除了當時必學的四書五經之外，他還從陳夢南那裡學
習了自然科學常識，並接觸到《獨立宣言》、《大英憲章》等西方政治文本和理
念，這是國內同時代的孩子所無法想象的。廣東基督教徒陳夢南，博濟醫院知名
校友，也是教會史上一位著名傳道人	 ，對侄兒影响至深。陳夢南說，“堂堂中國
紳士，怎好在外國人手裡受浸？”提倡教徒應自主傳教，自理自立，並發起成立
華人宣道會，為中國基督教自立運動之始。據李志剛博士（香港基督教文化學會
會長）的資料顯示：陳夢南先生在廣州可基里義浸信會開辦義學，培正學校創辦
人馮景謙牧師、李濟良牧師均為其學生。

華人教徒李濟良牧師、馮景謙牧師、廖德山醫生都是孫中山先生學醫的博
濟醫院同時同學。和孫中山先生一樣，他們受時代影響，追求新思想，同懷“醫
人不如醫國”的信念，棄醫而倡新學、拯中國。

李濟良牧師，廣東新會人，培正創辦人之一。少年時習醫於博濟，畢業後
在廣州執業。為人個性剛毅，篤信基督教，做事任勞任怨。是培正書院章程的起
草者。

馮景謙牧師，番禺新造人。自幼受外祖母撫育，長入博濟醫院學醫，畢業
留校服務。未幾，棄醫業，任傳道，旋被立為牧師，與李濟良、廖德山等倡議創
立培正學校，任培正書院總理（等於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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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德山醫生，廣東番禺人。前清同治八年生，為創辦培正發起人之一。畢
業於博濟醫院，孫中山的同班同學兼革命戰友，曾追隨孫先生加入興中會，民國
肇建，孫中山先生曾聘他為大元帥府顧問。廖德山主張“教育救國”。任培正書
院協理（副校長）時，校事多由廖醫生主持。在學校授衛生學，舉凡學生飲食起
居，無不親臨視導，視培正為其第二生命，醫生不獨不取校酬，且斥資助學，曾
資助學生多人，均已成材。

廖德山之女廖奉靈的廳堂裏，掛着一幅孫中山親筆簽名贈送給廖德山的大
照片。孫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廖德山的教導，對廖奉靈的一生有著極其深遠影響。
廖奉靈很小的時候，就受到父輩民主思想的薰陶。在她9歲那年，父親好友孫中
山曾握著她那胖乎乎的小手，親切地對她說：“肥靈，你要用心讀書，一生為國
爭光，做革命的好後代。”她衷心地崇敬這位民主革命家，牢記他的教導：“長
大後要為國家、民族貢獻力量。”她勤奮學習，熱愛祖國，一生獻身教育，曾執
教培正，是協和中學首任華人校長，著名教育家，	桃李滿園。

因此，謝哲邦所著的《廣州文史.廣州培正中學》一文特別提到：“培正書
院開學後，校務由董事共同負責，馮景謙任總理（等於校長），廖德山任協理，
負實際工作最多。廖是博濟醫院畢業，與孫中山先生同時同學，有人說：從廖能
有正確態度，對紀好弼（反對開辦培正的西方教士——作者注）和有自力更生辦
學精神看來，他受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影響，是有其一定的道理。”

培正學校由愛國華人教徒建立，後來因為經濟危機獻校給華人自立的教
會，其獨特的是培正中學歷任校長均為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教育家。20世紀前
半葉的廣州乃至中國，社會動盪不安，公立學校的校長隨著時局的變動，更換頻
繁，而培正的校長在穩定性和持續性上令公立學校望塵莫及。校長李錦綸在培正
中學的初期發展中功不可沒。其餘四位（楊元勳、黃啟明、趙恩賜、馮棠）都是
培正學校的畢業生，尤其是黃啟明，能力很強，在任時期是培正中學發展最為穩
定和快速的時期。1939年黃啟明校長積勞致疾，歿於香港，享年五十二。藏于澳
門培正中學校史室的《黃校長啟明哀思錄》中，刊有孫科等名人的悼詞，表達了
對培正黃啟明校長的崇高敬意。

培正學校歷任校長中，有兩位先後擔任過孫中山先生的秘書。

培正中學校長李錦綸，廣東臺山縣人，同盟會會員。生於美國紐約，畢業
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獲法律學士學位；又畢業於紐約大學，獲碩士學位。1908	 年
由美國回國任培正學校監督（校長）。任本校監督時，對校務擘劃殊多。他到任
後悉心整頓校政，開始收學費，積極籌款，建設學生宿舍，而更重要的是他給長
期閉關自守的中國帶來了許多新鮮事物。他對舊的行政機構作出革新，改換教
材，除自任英文教師外，亦聘請不少曾留學美國、對實用學科和國外教育潮流有
親身體會的人任教。他提倡體育和遊藝活動，活躍學生課餘生活，學生外出比賽
屢獲好成績。他在培正任職不久，被聘兼任外交部廣東交涉員和廣東海關監督之
職。為此，他去函美國國務院聲明放棄美國國籍，加入中國國籍。1917年廣東軍
政府成立後，任孫中山秘書。1918	 年	 9	 月，李氏以身任政府職務，不克兼顧校
務，故辭去本校監督之職。後嘗為滬江大學副校長，中國外交部代部長，三任次
長，駐墨西哥大使，駐葡萄牙及西班牙公使。在教育界與外交界，均著勛勞。他
成功地引進新學(西學)，其芳名與培正中學同垂不朽，被譽為篳路開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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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元勳（1892年培正校長楊海峰牧師之子)，1892年8歲入讀培正小學，1900
年留學於美國，分別獲美國列治文大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碩士學
位。1914	 年、1920	 年、1939	 年三度出任培正校長，楊校長以培正應有其光輝的
標誌，創制“紅藍”校色、校旗，並選歌譜，由李竹篌先生作詞，何安東先生改
編，製成培正校歌。楊校長也曾任孫中山先生秘書。

在冼錫鴻《記辛亥革命前後我所經歷的一些事》一文中記載過：

	

澳門培正學校前校長鄺秉仁先生（1934年蔭社同學）服務培正五十多年，
他的先父鄺卓廷先生曾任培正校董，為維持培正貢獻良多。關於先父曾追隨孫中
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為孫中山先生當牙醫的事，鄺校長回憶道：“先父是留美
學生。民國初年（大概是20年代），他赴美攻讀牙科畢業後，希望能夠在三藩
市取得醫生執照，但當時美國人十分歧視中國人。他們曾向先父說：你們是黃
面佬，只可以在唐人街內掛牌行醫，其他地方一律不行。當年，先父是一名熱血
青年，剛完成醫科學業，還沒有結婚，由於他的愛國思想，所以追隨了孫中山先
生。先父樂意協助孫中山先生募捐和宣傳其思想。……其後孫中山回廣州任大元
帥，還沒有當總統，當時元帥府位於河南士敏土廠附近，孫中山患牙病，也要先
父為他診治。先父當年的醫務所設備已電器化，但由於出診時不能帶電鑽，所以
要攜備腳踏的牙鑽。”

出於對培正之情有獨鍾，中山翠亨有一間鄉村學校就叫培正分校，是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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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孫中山由上海率海軍
南下護法。孫中山被非常國會選為大元
帥。當時我在培正學校任職員和教員，
當時的培正學校校長李錦綸兼任大元帥
府的對外交際員。有一天由李領我去黃
埔見孫中山先生。我們在一個小山上的
亭子裏談話。這是我們首次見面。他還
提起他聽到我在紐約時同保皇黨辯論
的事情。他問我回國後幾年內幹些什
麼。我告訴他，現在培正學校任教員和
職員，兼做些小生意，李錦綸就說明，
是他約我到‘培正’工作的，現在離不
開培正。孫中山先生表示在教育界工作
比較好，不必走政界。辦學校辦實業也
是國家的根本事業，應當幹下去。我即
表示我也不想做官，學校有很多事情要
做。後來李錦綸同他再談一會，就告
辭。從此以後我未再看過他，但同孫科
則接觸比較多。孫科住在東山，又是培
正學校董事，每月都有機會見面。”

冼錫鴻老師的回憶，記錄了孫中
山先生對培正的關心和對教育事業的重
視。也記錄了孫科——孫中山的長子，
擔任過培正學校董事的史實。

					    
   										1910年孫中山先生和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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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兄長孫眉出錢辦的，地點是翠亨兼善祠內。1921年6月20日《香山鐵聲
報》有《翠坑鄉之宗教教育》報道：翠亨村培正分校1919年後，“校中款項，全
由孫總統捐助……”

培正中學國文老師梁寒操，1923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後，孫中山更加重視青年工作，每週必到廣東省高等師範學校（中山大
學）大禮堂作新三民主義演講，梁寒操老師每週必回“高師”親聆恭聽演講。梁
老師受當時廣州市市長兼廣州市特別市黨部主任孫科賞識重用，出任廣州市特別
市黨部青年部幹事、國民政府秘書處工作兼宣傳員，為孫中山先生秘書。以後，
梁寒操成為孫科知己，兩人經常一起籌謀黨國大計。	 1925年3月，在廣州東山公
園舉行的一次規模盛大的追悼孫中山的大會上，梁寒操為追悼會親撰挽聯：“時
勢造英雄乎？英雄亦造時勢；國人負夫子耳！夫子不負國人。”挽聯懸掛於大會
場中，高度概括了孫中山的偉大氣概和為國興邦的崇高思想，挽聯傳誦廣州城內
外。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在國共兩黨的推動下，廣東的革命運動蓬勃發
展，很快就影響到教育界，“廣州學生經常有巡遊”。在廣州1925年6月23日的
反帝大遊行時，許多教會學校已放假，但留校學生“很熱烈地起來參加了”，“
嶺南、培正、培英、聖心等教會學校的學生都列隊到場，而且隊伍甚為整肅……
。”遊行中，五十多個中國人失去了生命，其中有嶺南大學一師一生，培英一學
生。在這種氛圍中，培正到處可聞打倒帝國主義的言論，還召開了“討論打倒帝
國主義的大會”，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培正青年會禮堂，第一次掛上了孫中
山的遺像和國民黨黨旗。人們開始用嶄新的目光注視教會學校和教會學校的學
生：“變化也在其他教會學校發生著：校方不再制止學生在校內議論時政、參加
紀念日的遊行、組織學生會了。”
			

1992年任職廣州培正中學的趙經良校長在	 《發揮學校優勢辦出培正特色》
一文中提到：培正“解放前是一間很有名氣的私立學校。許多開明人士、愛國華
僑都為學校集資建校舍，很多著名專家如冼星海、馬思聰等都曾在此任教，有‘
北有南開，南有培正’的美譽。孫中山一家對培正中學也十分讚賞，他的孫子、
侄孫共七人先後到培正就讀。廖仲凱、鄒韜奮、李宗仁等著名人士的子女也曾在
此就讀。”其實孫中山一家在培正就讀的不止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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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梧州培正學校是嶺南（粵港
澳）培正系列院校唯一設於粵西梧州
的學校，創辦於清光緒三十一年（西
元1906年），為廣西首辦的新式學堂
之一。

1921年11月孫中山先生蒞臨梧州
視察，非常關心梧州的民生。在梧期
間，在孫夫人宋慶齡陪同下曾視察了
培正學校的宏道幼稚園(後改名明新小
學幼稚園),看望了教師和小朋友,還和
培正校董理力善及思達醫院院長畢濟
士(均是美國人)合照留念.（據陳侃言
撰	《	梧	州	培	正	學	校	校	史》）

孫中山先生和梧州培正校董理力善及思
達醫院院長畢濟士(均是美國人)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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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孫中山家族譜系圖上可以看到，孫中山先生的子孫輩，不少都與百年培
正有着密切聯繫。

孫婉（1896～1979），孫中山與原配盧慕貞所生的次女。據資料所說，孫
婉生於1896年11月12日檀香山，與父親同月同日誕生。孫婉的童年是在檀香山渡
過的。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隨母遷居香港九龍牛池灣。清宣統二年（1910）
，與母離開香港來廣州與父親團聚，曾在培正學校讀小學，後隨父訪滬、鄂、
閩、粵等地。	同年7月，與兄孫科、	姐孫娫同赴美國求學。	1915年與王伯秋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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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結婚，生女王纕蕙、子王弘之，後離異，隨母定居澳門。1921年3月與戴恩賽
在澳門結婚。3月11日宋慶齡致函孫婉：“你父親和我很高興聽說你們的婚禮即
將在澳門舉行。希望你們將會十分幸福，寄給你禮金四千元，或者，如你父親所
說，這是你的‘嫁妝’。”

	 	 	 	 	 	 	 													 	

學長黃聯安2002年11月26日在中山日報發表過一篇題目為《孫中山的嫡
孫、侄孫和侄曾孫》的回憶錄。全文如下：

從二十年代起，孫中山先生的後裔和親屬，曾經陸續在廣州東山培正中學
讀書。根據培正同學總會出版的第106期《培正同學通訊》記載，孫氏家族在培
正求學的，最早為1925年畢業的孫振；其次是1927年畢業的孫滿、孫乾，他們
兩兄弟是孫中山的侄孫，即孫眉的孫子；再次是三十年代就讀的孫治平、治強兄
弟，他們是孫中山的嫡孫，即孫科的兒子；還有在四十年代就讀培正附小的孫必
達，是孫中山的侄曾孫，即孫乾的三公子。

	
　　上述孫氏子弟，只有孫振一人在《孫中山後裔親屬世次表》中，沒有找到他
的名字，不知是培正同學會弄錯，還是編表人疏忽，須進一步弄清楚。

	
　　三十年代前半期，我曾在廣州培正中學求學，是和孫治平、治強兄弟同時代
的，但不同班級，治平是有些印象，但治強就不認識。當時的培正是一間寄宿學
校，他們兄弟家在東山，是走讀生，只是上課時來校，放學就回家，他們都很少
參加公共活動，但由於和孫中山的關係，還是格外受到同學們的注意。

	
　　有一年的中秋節，學校童子軍大隊部帶領我們一部分同學到孫治平的花園裏
開賞月會。這是在二沙頭對面的一座華麗別致的花園別墅，當年曾經是赫赫有名
的廣東省員警廳長魏邦平的公館，後來被孫科買下了。

	
　　現在，治平、治強都在臺北，治平曾任廣播電視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治強則
任中央信託局顧問，然而他們都已年逾古稀了。

	
　　對孫乾，他給我的印象是較深的。我讀初中時，他早已畢業離校，但由於他
是一位排藍球宿將，	不僅在全校，	而且在全國都聞名的。				他和一些校友如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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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婉與戴恩賽生女戴成功、子戴永豐。1929年，
參加孫中山奉安大典。1968年蔣介石派員赴澳門勸孫婉
移居臺灣安度晚年，孫婉以自己年老體弱、移居困難為
由婉拒。1971年孫婉在家中摔傷盆骨，行動不便，需長
期治療，但又無力支付昂貴的醫療費。澳門知名人士何
賢得知此事，即將孫婉送入澳門鏡湖醫院治療，並報中
共中央有關領導。後中央人民政府負擔孫婉在鏡湖醫院
的一切治療及調理費用，並通過駐澳門機構南光行每月
撥款3000元港幣資助孫婉生活費。1979年6月10日孫婉
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殯禮由何賢主持，並宣讀祭文。
孫婉葬於澳門氹仔孝思永遠墓園。1989年4月15日，遷
葬於香港華人基督教會薄扶林道墳場中路右34級戴家墓
地與戴恩賽合葬。 孫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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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趙善勝、黎連盈、羅南科等排球好手組成了校友隊，經常回到學校練球。由
於他們都是遠東名將，往往吸引不少同學觀戰，這一校友隊，實力雄厚，在廣州
是所向無敵的。

	
　　孫乾體格魁梧，球藝出眾。他原是培正排球隊的主帥，1924年全國第三屆運
動會，廣東隊以培正全隊人馬代表出席比賽，並且獲得全國冠軍，以一間中學的
球隊稱雄全國，這是沒有先例的，孫乾身為隊長，其功勞是不小的。1927年第八
屆遠東運動會，孫乾被選入國家排球隊，與日本、菲律賓隊對抗，又榮獲冠軍。
從此孫乾躋身於排球國手之列。1981年7月15日的《體育報》，發表了《昨日的
球星孫乾》一文，對孫乾有很高的評價。

	
　　前幾年，75歲高齡的廣州培正同學會會長冼子恩曾訪問了美國的校友，回國
後寫了一篇文章，敍述他在洛杉磯的一次聚餐會，見到了孫乾。他寫道：“我一
進門就遇到一位身材高大結實的老同學。他第一句就問：‘阿恩，你認得我麼?’
我抬頭一看，真未想到1942年夏天在韶關見面後，過了43年，經歷了重大的變
化，還能見面，使我十分激動。我立即回答：‘是孫乾大哥，化了灰也認得。’
我們兩人都熱淚盈眶，親切握手。”老校友異國相逢，同窗之情，倍感親切。而
孫乾，已是近九旬的老人了，身體還是很健康呢。

	
　　1985年7月，《羊城晚報》連續3天刊登了一篇訪問記，孫乾老先生的兒子
孫必達提到他父親孫乾是孫中山和宋慶齡撫養成人的。當年，孫中山親自送孫
乾入培正讀書，孫乾後來又親自送孫必達入培正讀附小。1948年（注：孫必興
先生指正為“1949年”）孫必達離開祖國隨父親到美國（注：孫必興先生指正
為“香港”）定居，後來就讀于美國康乃爾大學旅館管理學院，並獲商務管理碩
士學位。以後曾分別在美國和香港多家著名飯店擔任領導職務。1980年他重返祖
國，籌建北京長城飯店，並任總經理。長城飯店是一座具有國際一流水準的大型
旅遊飯店，它造價達7500萬美元，共24層，擁有1007間客房，包括兩個總統套
房。1984年美國總統雷根來訪時在這裏舉行答謝宴會，隨同訪問的記者團及其他
工作人員450人就住在這飯店，長城飯店由此揚名世界。

	
　　人們都渴望知道一些孫中山後裔和親屬成長的情況，這是對孫中山的尊崇和
懷念。我這裏僅憑個人記憶以及從培正通訊和報章上收集所得，作為對這位中國	
革命的偉大先行者略表崇敬之忱而已。

學長黃聯安的回憶，記錄了孫中山的後代們在培正讀書的史實。

按照學長黃聯安的回憶，在培正求學的孫中山後代有：

	 1.					最早為1925年畢業的孫振；
	 2.				其次是1927年畢業的孫滿、孫乾，他們兩兄弟是孫中山的侄孫，即孫		

眉的孫子；									
	 3.	 再次是三十年代就讀的孫治平、治強兄弟，他們是孫中山的嫡孫，即						
孫科的兒子	；
	 4.	 還有在四十年代就讀培正附小的孫必達，是孫中山的侄曾孫，即孫乾	
的三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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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孫振，學長黃聯安的回憶中提到“孫振一人在《孫中山後裔親屬世次
表》	 中，沒有找到他的名字，不知是培正同學會弄錯，還是編表人疏忽，須進一
步弄清楚。”

在孫中山的侄曾孫孫必勝記錄的《關於家世的答問》中，寫到“孫滿：當
婉姑姐要出嫁時，他們帶戴恩賽去見叔公（即國父）的那一天，剛巧亦是我們三
人去訪叔公，三人即我、阿乾及孫振。孫乾：孫振即林少容的舅父。……		孫乾：
孫振與林少容的母親（孫秀英）為兄妹。”可見，孫振是孫家族人。

在張詠梅、鄒佩叢所著的《略論學術界對孫中山祖籍問題的爭論及我們的
看法》記載：

“孫振系孫贊生之子，早年在廣州培正中學讀書，後在上海滬江大學學習
期間病死，生前與孫乾來往頗多，1999年4月孫乾回翠亨期間，筆者曾請他證實
了他們之間的關係”。

經查證，孫振是孫中山堂伯祖孫尊賢的曾孫，為孫中山的侄輩。孫尊賢祖
父為孫殿侯，是孫中山十四世祖孫殿朝之胞兄。孫尊賢生子孫富成、孫萬成。孫
富成有女無子，孫萬成生子孫梅生（字德修）、孫贊生，均僑居檀香山。孫梅生
生子孫華祥、孫帝景。孫華祥收藏有《翠亨孫氏先祖牌位紙》，其妻女與孫治
平、孫滿有所來往；孫贊生生子孫振，1925年畢業廣州培正中學，後於上海讀大
學期間病死。《孫中山與培正	(二)，因篇幅有限，留待下期刊出》

	 	
左起：葉賜添校長、朱素蘭會長、呂沛德會長

同學會獎學金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歡迎各校友子弟申請，資格
限於今年(2012)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欲申請，請與陳淑
賢理事	415-681-7309	 (H),	 415-939-4363	 (C)	聯絡。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有
文件，請在9月1日前寄達同學會郵箱: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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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FPCAA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0083

 地址更改: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_		社名:	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費(2012)	$15		:	$	________	

	 永久會員	$150		:	$	________

															通訊捐助										:	$	________

	 	獎學金捐助						:	$	________

	 						合共		:	$	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SFP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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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二年春季聯歡午餐

日期:	 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十一時半	 	 	 	 	 	

地點:	 香港香樓海鮮酒家 (Flower Lounge)   

51 Millbrae Ave., Millbrae, CA    Tel: 650-962-6666

 
餐費:		 每人二十五元		(學生:	每人十五元)	入場時付費

報名:		 三月二十一日前，請與各級社代表聯絡或直接向三位會長報名:
戚嘉慧 (510) 701-6368  (C) gugu823@prodigy.net

 勞錦儀 (510) 206-3709  (C) kamyee912@aol.com
 蘇學勤 (408) 391-4876  (C) stanleyhso@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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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下列永久會員:

						1971年			剛社			嚴培人

多謝各位校友的捐款:

同學會基金捐款名單：

						1946年			雁社			周素芳						$				50					 					1946年			雁社			冼玉佩						$			50
						1946年			雁社			周亮高						$				50	 					1946年			雁社			吳維國							$			50
						1946年			雁社			陳英祿						$				50	 					1951年			明社			社友仝人		$			50
						1961年			善社			社友仝人		$		650

獎學金捐款名單：

						1951年			明社				蔣健生						$	100	 					1961年			善社				楊謙珍						$			10
						1961年			善社				梁潔貞						$			10	 					1972年			勤社				社友仝人		$	200
						1973年			勤社				張菊偉						$					5	 					1973年			勤社				許永懋						$					5
						1973年			勤社				湛兆平						$					5	 					1973年			勤社				郭原威						$					5
						1973年			勤社				羅應權						$					5

通訊捐款名單：

						1933年			奮社				鄺文熾							$	100	 					1939年			鵬社				林英豪校長		$			50
						1940年			毓社				區				東							$	100	 					1944年			昭社				李美煥老師		$			30
						1946年			雁社				黃錫文							$	100	 					1946年			雁社				吳鴻玉										$			85
						1949年			堅社				曹傅忠樂			$			40	 					1951年			明社				黃琪植										$			50
						1951年			明社				譚振德							$			50	 					1951年			明社				霍紹東										$			50
						1951年			明社				譚潤頤							$			40	 					1951年			明社				徐素明										$			20
						1952年			偉社				韓定一							$			20	 					1954年			匡社				梁錦琪夫人		$			20
						1959年			光社				吳錦鍚							$					5			 					1959年			光社				陳炳璋										$					5		
						1959年			光社				陳文端							$					5			 					1959年			光社				莫耀華										$			15		
						1959年			光社				趙中和							$					5		 					1961年			善社				馮啟生										$					5
						1961年			善社				黃鎮棠							$					5	 					1961年			善社				胡炎章										$					5
						1961年			善社				甄旭輝							$					5	 					1961年			善社				李威漢										$					5
						1961年			善社				許惠翠							$					5	 					1961年			善社				余光源										$					5
						1961年			善社				余定一							$					5	 					1961年			善社				楊謙珍										$					5
						1961年			善社				梁潔貞							$					5	 					1961年			善社				周哲賜										$					5
						1961年			善社				許				行							$					5	 					1963年			真社				陳訓勤										$			50
						1965年			耀社				林錦添							$			15	 					1969年			昇社				寇懷信										$					5
						1971年			剛社				曹仲欣							$					5	 					1971年			剛社				吳淼垚										$			20	
						1971年			剛社				史振達							$					5	 					1971年			剛社				郭耀褆										$					5
						1973年			勤社				湛兆平							$					5	 					1973年			勤社				勞美妮										$					5	
						1973年			勤社				梅健全							$			30	 					1976年			敏社				寇懷志										$			10	
						1980年			穎社				顧文豪							$			15	 					1991年			勇社				江勁翔										$			25
						1991年			勇社				葉麗斌							$			20	 					嘉賓																			鄧偉廉先生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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