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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同學總會成立五十周年賀辭 
吳漢榆 

 
 
 
 

培正同學總會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在香港成立，迄今 
五十周年。半個世紀末，總會秉承世界各地同學會代表之託， 

為求推動全球培正兒女發揚紅 藍精神，組 成一 個中心組 織， 

以收聯絡溝通之效。 
 
 

香港 培正同學會受各地同學會前賢之 重 託，承擔溝通各 

地培正同學會之任務，負責編印〈培正同學通訊〉，向世界各 

地同學傳遞 培正母校的訊息，其中重要事件，如 10 年來反對 

花都 商學院（後改名廣 東培正學院）搶 註 培正校名事件 ; 最 近 

〈維校譽，保護培小新大樓〉事件等等。都得到全球校友的響 

應和支持。 
 
 

為慶祝 培正同學總會成 立 五十周年 華誕，謹 綴 賀辭乙首 

而祝之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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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舉辦乙未年新春聯歡晚會
2015年3月6日假座尖東御苑皇宴大酒樓舉行乙未年新

春團拜，筵開47席。

四 . 舉辦旅行活動
為加強校友的聯繫，本會今年舉辦旅行活動，於暑假期

間本會特邀常務理事博社區珮瑤學長奔跑聯絡，組隊參觀國
泰城，本次活動感謝在國泰航空公司服務的1985年級博社吳
秀蘭學長、曾廣財學長、梁斌學長的安排和接待，共有四十
餘學生、校友及嘉賓參加。

暑假期間組團前往本會會長黎藉冠學長位於東莞大嶺山
的重來山莊作一日遊，最受校友歡迎，分別在2015年6月28
日及8月1日每次有�50多名校友及嘉賓參加，賓主共歡。

五 . 舉行興趣學習班及活動
本會今年嘗試舉辦不同的興趣學習班，邀請校友分享心

得，教導本會會員不同的興趣活動，大受歡迎。於2015年已
舉辦的學習班包括：
1.國畫班：由剛社梁培堅學長教授，因各校友對國畫具濃厚
興趣及學習精神，將延續開班。
2.楊式太極班：由仁社鮑寅學長教授。

六 . 與培正體育會合辦體育活動
紅藍盾籃球、足球比賽在6月初完成賽事，有24隊參加

足球賽，19隊參加籃球賽，盛況空前。

七. 舉辦 2015 年同學日及大公宴
為慶祝培正同學總會創會50周年，本會於11月14日（星

期六）舉行一年一度香港培正同學日，歡迎各地紅藍兒女同
回母校聚首話舊及進行畢業二十五周年銀禧加冕；同日晚上
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2015年香港培正同學日大公
宴」，筵開百餘席。

八 . 出席活動
1.廣州同學會主辦之春節聯歡活動
2.澳門同學會主辦之春節聯歡活動
3.香港小學盛社成立慶典
4.澳門小學盛社成立慶典
5.2013年廣州培正同學日
6.2013年澳門培正同學日

本屆常務理事會得各前任領導學長擔當顧問提供卓見，
各位常務理事及特邀理事襄助，各地校友鼎力支持，會務推
展尚算順利，發揮「紅藍兒女是一家」的精神，本人現謹報告
年來同學會工作。

培正同學會主要有兩大宗旨，分別是聯繫所有培正同學，
及關心支持母校的發展。現謹從此兩大方向，簡略報告本會
工作。

甲. 聯繫所有培正同學

一 . 舉行月會
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三舉行月會，邀請各屆校友到會演

講，與大家分享他們在不同領域方面的專長與心得。

2014年12月至2015年11間曾經舉辦的月會包括：
1.十二月：義社翁志輝主講《攝影與同學會的趣味》；學社陳
翠茵學長介紹學社暨各級社助學基金
2.一月：昕社徐兆敏主講《徐兆敏_2015世界培正同學日在澳
紐》；
3.二月：禮社陳穎之主講《空氣污染》；
4.四月：勇社劉漢滔主講《2008後香港葡萄酒工業的演變及
作為品酒師的條件》；
5.五月：晶社董愛麗主講《認識「惜食堂」》；
6.六月：英社余國樑主講《乒乓球多面睇》；
7.七月：騰社袁兆禧主講《國內大型综合發展項目�－�介绍
與案例分享》；智社林世松主講《國內零售物業發展的新格
局－網購對國內零售消費的影響》
8.九月：a）恭賀學長受勳�b）賀老師榮休�c）捷社譚日旭主講

《新校長談培正》；
9.十月：基社冼棟榮主講《假牙認知》；
10.十一月：�頌社李詠姿主講《發掘香港好去處》。
＃註：�三月份月會休會（由於3月6日春節聯歡）；八月份月會
休會（由於適值學校暑假）�

二 . 出版培正同學通訊
同學通訊：2015年9月出版第180期培正同學通訊。本

年繼續由編輯委員會採用軟件自行彩色排版，再交印刷公司
承印，節省不少開支，電子版亦已上載於本會網頁。

新春特刊：在2014年�2�月出版慶賀新春特刊，在同學會
新春團拜中派發。

香港培正同學會
2014－15年會務報告

黎藉冠會長 201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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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同學會
2014－15年會務報告

7.培正中學陸運會
8.培正小學運動會
9.中小學水運會
10.中學畢業生謝師宴
11.香港培道中學同學日

九 . 持續優化本會網頁
在年內持續進行優化本會網頁工作，作為同學會聯絡各

校友的重要橋樑，除不斷更新網頁內容，使各校友能及時了
解本會消息外，亦已委託承辦商完成重新設計網頁版面，務
求各位校友使用更順暢更方便。

乙 . 關心支持母校發展
一 . 維權

本會常務理事會於2014年9月17日議決成立「浸聯培專
事件後續行動委員會」繼續跟進向香港浸聯會提出的訴求，
並採取適當行動，年來亦有多份文書往來（詳見180期同學通
訊夾附專刊）。

2015年10月25日（星期日）澳紐世界培正同學日於澳洲
悉尼市Westfield�Mall�6樓舉行各地同學會代表交流會議，會
上通過會議共識宣言：呼籲香港浸聯會（培正辦學團體）�改組
香港培正小學目前的管理委員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指引為本，成立具透明度、公正公平的校董會，管理香港培
正小學。

二 .合辦「培正校友網絡」計劃
本會與培正中學學生會合辦「培正校友網絡」計劃，旨在

邀請不同工作界別的校友或專業人士主持講座，讓高中同學
了解各行業的特性，以便選擇適合自己志向的專業發展。

三 . 繼續管理及頒發由校友委託同學會處理之各項中小學獎
學金，以獎勵後進。

本屆常務理事會仝人年來盡心盡力為校友服務，為母校
提供多方面無私支援；期望在來年繼續得到各位校友的支持
與指導，常務理事會全體幹事自會繼續努力！

Highlights of Financial Results of The Hong Kong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Limited 
 
 

 
Result for the year ended 30 June 2015 
 Income : Y2015 HK$2,198k vs Y2014 HK$2,497k, -12%. 
 Expenditure : Y2015 HK$1,515k vs Y2014 HK$2,293k, -34%. 
 Surplus : Y2015 HK$683k vs Y2014 HK$204k, +235%.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0 June 2015 
 Net Assets : Y2015 HK$1,412k vs Y2014 HK$729k, +94%. 
 Trust Assets : Y2015 HK$3,250k vs Y2014 HK$3,113k, +4%. 
 
 
 
 
 
* Full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available on PCAA’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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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同學會財政報告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