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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同學會 

2020-2022 年度會員大會會務報告 
 

                                                      劉詩韻會長 

                                                    2021 年 11 月 20 日  

 

受着新冠疫情的影響，不少日常生活細節都產生了明顯變化。而在限聚令的約束下，過往

恒常的月會晚飯聚會、同學日的大公宴、新春的團拜、以至世界同學日等活動均需要取消或繼

續延期。然而在此抗疫時刻，正是同學會應要發揮力量，要為校友帶來更多關懷，及為校友與

校方帶來更多彼此溝通的機會。 

 

在慣常活動收入減少的情況下，特別感謝永遠名譽會長顧明均學長、朱自明學長、鍾信明學長、

黎藉冠學長等，與及光社、剛社、謙社等禧慶班的慷慨捐款，讓同學會可以完成及繼續推動工

作。 

 

一.    2020‐2021 年度的主要活動撮要如下: ‐   

1.  紅藍教師寒疫送暖活動  (潘嘉衡副會長主理) 

  我們利用新春特刊所得廣告費及退休老師關懷基金，探訪多位退休老師及在校職員，並 

贈送口罩及賀年食品。不少校友們從 facebook 上看到老師們的近照，都表示希望疫後 

可安排相聚。在此感謝向退休老師關懷基金捐款的校友支持我們繼續向退休老師問候聯 

繋。 

 

2.  青年校友計劃之紅藍兒女補習訊息平台  (李韶虞常務理事主理) 

大家都是紅藍兒女，最知大家所需所想，温起書嚟事半功倍啦!  想揾補習學生或想揾補習

老師，上網填 Form 啦!  現在剛畢業的年青校友揾補習工作及在校的同學想揾補習老師，可

填交網上表格，雙方都可在同學會壁報版及網頁揾到對方資料自行配對了! 

 

3.  青年校友計劃之學長計劃  (劉焯霆常務理事  /  潘嘉衡副會長主理) 

   離開熟悉的母校生活後，不少年青校友無論在大專院校就讀或踏足社會工作，都迎來不少

挑戰及迷惘。我們通過問卷調查後展開了聯繋工作，呼籲有心有力的學長為我們的年青校

友提供不同行業範疇的職場資訊  /  工作體驗  /  生涯規劃指導。為使雙方有效利用機會交

流學習，我們安排會面及期望管理。感謝以下校友支持薪火相傳，以提擕後輩的精神，參

與此計劃:  晶社劉榮祖、德社袁思勇、曦社李建邦、樂社劉焯霆、廉社袁正豐、禧社馬億

洋、哲社蘇翠。超過 30 位青年校友參加計劃，以商科組、文化組、醫護組等不同組合展開

交流互動，現預期於今年十二月月會分享活動心得。 

 

4.  月會講座 

月會後的飯聚活動至今仍未能回復，可幸月會已能由年初的網上廣播回復實體講座形式。

亦感謝小學支持，讓我們可使用在新大樓八樓更寛敝舒適的演講廳並提供器材人員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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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今年已舉辧的月會活動: ‐ 

十二月  昕社曹志鵬學長主講金融科技和電子貨幣發展帶來的影響和機遇 

一月   曦社李建邦學長主講創傷骨科新里程 

二月   仁社黃漢強學長主講「交椅洲填海工程」Plausible Deniability: <2020/2021 年施 

政報告/財政預算>2020 Era 之孵化、發展造地科技、創科產業 

三月   頤社廖詩颺學長主講香港究竟是否適合發展創新科技 

四月   勇社陳耀慶學長主講如何成為網絡紅人 

五月   誠社吳漢榆學長主講<烽火歲月>的誕生歷程  –  全球培正人合辦創作紀錄 

六月   凱社陳以天學長主講漫談常見的血液疾病 

七月   剛社宋立功學長主講港區國安法大幅改變特區政治生態 

九月   捷社黃耀華學長主講現代嫦娥奔月及火星探索 

十月   凱社梁志成學長主講數碼轉型-由你開始 

 

5.  同學日及級社加冕(潘嘉衡副會長主理) 

考慮校友的健康及受限聚令的局限下，2020 年同學日無奈取消。猶幸疫情近月漸漸受控，

亦得校方全力配合，現預期於 2021 年 11 月 20 日一併舉行去年及今年禧慶班的嘉冕儀式，

幹事們已全力配合禧慶班制作他們的紀念冊，培正口罩亦正在推出供校友選購。 

 

6.  世界同學日(雷禮和副會長主理) 

  原訂去年底舉辦的第六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在台北受疫情影響，現已順延至明年 2022 年 6 月

19‐25 日(星期日  ‐  星期六)舉行。期待全球疫情進一步受控，世界各地校友能參加此盛事。 
 

7.  暑假戶外活動 

七月十七日於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舉行了一日活動。  承蒙黎藉冠永遠名譽會長贊助

活動經費，讓中學畢業班、哥爾夫球會及禧慶班校友近 70 人參加此活力十足的戶外活動。 

 

8.  同學會興趣工作坊 

今年五月起回復有剛社梁培堅老師指導的國畫工作坊，與參加的校友分享繪畫山水、花鳥

的心得。 

 

9.  會章更新  (何浩元前會長、黎藉冠前會長兼現任副會長、劉詩韻會長主理) 

我在新任會長致辭時已提及起動對會章的修改，朝著配合公司法法例的要求、希望更符合

目前以級社為投票單位的狀況、能開拓渠道給更多會員參加會務、轉為中文版方便閱讀，

並加入監察機制等目標下推進。在此感謝皓社顧明均學長贊助律師費。會章修訂版將於 10

月 16 日交理事會審議並期望於 11 月 20 日特別會員大會上獲得通過。 

 

10.  獎學金派發 

2020‐2021 年度頒贈培正中學獎學金合共 HK$45,000。另感謝仁社伍健學長蒞臨八月份月會

頒贈 2021 年 DSE 成績優異學生獎學金予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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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培正同學通訊〉及辛丑年新春特刊 

  期間完成編刊第 190 期及 191 期〈培正同學通訊〉及辛丑年新春特刊。感謝級社及校友贊

助廣告及供稿。1990 騰社熊暉校友設計排版及以優惠價刊印。 

 

12.  會堂閣樓翻新  (黎藉冠副會長、潘嘉衡副會長主理) 

  考慮到培正百年歷史，校友在校就讀時留有不少值得保育保存的相片、文稿、書刋及物品

等，需專業地存放。得到朱自明永遠名譽會長為首的校友們的部份捐款支持將閣樓裝修以

便提供防潮控温房間及玻璃櫃架存放相關物品。我們正制訂捐贈守則，希望日後能妥善保

存珍貴文物供校友緬懷及分享昔日生活點滴。裝修工程期已剛完成，暫先接納金禧班提供

的文物，預計來年逐步完善設備及藏品。 

 

13.  其他活動簡介: ‐   

  a)  邀請各地同學會會長輪流拍攝簡短視頻，將當地情況與各地校友於 Facebook 上分享。 

  b)  校友訪校活動包括安排曦社、博社學長訪校並了解中小學發展及設施所需。 

  c)  同學會會堂招牌重置完成 

  d)  向小學校工捐贈藥油(感謝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捐贈) 

  e)  電腦軟硬件審視，並申請政府 D‐Biz 基金，添置電腦器材 

  f)  7 月 7 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推薦校友代表成為中學校友校董 

  g)  陸續制訂更新工作指引，包括完成修訂校友校稿規則及指南、培正同學通訊免責聲 

明、獎學金管理及運用章則、刋物小組內部指引等。 

 

二.  2020‐2021 年度的財務狀況 

  同學會財務狀況可見於凱社孫文輝學長編寫的獨立核數師報告。儘管不少實體活動均因疫

情情況需取消，同學會幹事及常務理事會同僚們仍積極推出切合校友所需的各項活動。年

內同學會大概維持全職聘用三位幹事執勤，在少了以往的收入及會員年費補貼下，尤幸有

不少學長及級社的慷慨捐贈及刊登新春廣告，亦衷心感謝先賢的智慧，留有收租物業讓同

學會有一定穩定收入。 

 

  以下為今年度主要捐款: (捐款超過$2,000 元) 

‐ 1959 光社捐助同學會經費港幣拾萬元正 

‐ 1971 剛社畢業離校五十周年金禧獻禮港幣五萬元正 

‐ 1965 耀社鍾信明永遠名譽會長捐助同學會經費港幣叁萬元正 

‐ 1953 誠社捐助同學會經費港幣式仟元正 

‐ 誠社吳漢榆學長另捐出 200 本著作供同學會義賣籌款的得益撥交同學會運作用。 

 

三.  2020‐2021 年度常務理事會成員變動/幹事變動/小組分工 

    同學會的運作有賴蕭寅定總幹事帶領幹事們的默默耕耘，及各副會長及常務理事的鼎力



2020-2022 年度會員大會會務報告-20211120                                       P.4 

協助。八月份伍思琳幹事辭任，伍學長為同學會多年奔波勞碌，特別是推動年青校友關注

及參與會務。在此再次感謝並期望伍學長在另一層面繼續支持同學會。 

 

 

我們亦感恩羅志明副會長剛退休後願意辭任副會長並出任為幹事，推動執行各項繁重會務

工作。 

 

不少會務工作亦得常務理事會副會長、常務理事及校友親自推動及參與，附件是今年運作

中小組主理名單。 

 

四.  其他事項報告 

1.  校名、校徽、校譽、校產 

  校名、校徽、校譽、校產的保護及使用，是校友十分關心的事項。上一屆同學會提出三大

訴求，包括希望重新恢復培正校名校徽管理委員會的運作、培正小學能成立法團校董會及

培正專業書院更名。其中培正專業書院於今年九月終於改名為香港浸信會聯會專業書院。 

 

同學會密切關注由校友皓社顧明均學長訴訟的數個個案，並認同從公開判詞上反映小學的

辦學團體在管治上並不理想。為此同學會相信剩下的二大訴求對保護「培正」至關重要並

會持續向辦學團體提出訴求。 

 

2.  鳴謝 

容許我繼續在這裡感謝校友，畢竟同學會收入有限，卻又很想多辦服務，義工及捐贈對我

們來說是十分重要。首先希望大家會發現我們的推廣宣傳及形象工作上有所改進。多謝勇

社何偉濤學長免費設計及提供世界同學日的櫥窗海報。另外，我們有幾位年青校友也積極

協助我們，包括君社張翠倚、臻社張悅心。在改善電腦設施及軟件使用上，IT 小組曾嘗試

向政府申請撥款引入會員系統，並多次討論報價。惟考慮報價及後續費用昂貴而卻步，猶

幸得到晶社崔珮怡學長慷概贊助提供及支援會員系統的開發，目前幹事正忙於整合會員資

料。而我們這半年有不少工作都要義務律師提點意見，感謝騰社周明寶、禮社周紹榮及希

社鄭湘的幫助。敏社倪學仁學長及晶社曹康正學長代表同學會向小學提供 C 座的重建專業

意見等。Facebook 的訊息更新上，感謝凱社伍思琳學長繼續花心思為校友帶來有趣、驚喜

及互動訊息。 

 

3.  悼念 

  我們尊敬的周國強顧問和永遠名譽會長何壽南學長分別於三月和六月仙逝。我們銘記學長

多年來對同學會的指導及貢獻。 

 

 

五.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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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各地對疫情的掌握及適應，我們期待儘早回復節日飯聚及安排戶外活動。數個構

思中的工作，包括設立一間 S.88 慈善公司、義工獎勵計劃、會員著數計劃、電子通訊等會

繼續作出討論，並希望成熟後逐步推出。 

 

 

2020-2021 運作中工作小組(更新至 1/10/2021) 

名稱 召集人 目前組員 

IT 小組 郭秀山(騰) 丘至剛(展)、崔珮怡(晶)、杜逸倫(亮)  

同學會形象與傳訊 李詠姿(頌) 
李韶虞(頤)、賴慧琦(愛)、張翠倚(君)、 

蔡心悅(臻)、周朗軒(君) 

青年校友工作計劃系列 –  

補習老師 
李韶虞(頤) 

潘嘉衡(智)、陸迪生(健)、劉焯霆(樂)、 

張翠倚(君)、周朗軒(君)、黃嘉雯(奕)、 

羅浚樂(盛)  

青年校友工作計劃系列 –  

學長計劃 
劉焯霆(樂) 

潘嘉衡(智)、陸迪生(健)、張翠倚(君)、 

周朗軒(君)、黃嘉雯(奕)、羅浚樂(盛)、 

李韶虞(頤) 

章程修改 / S88 研究 劉詩韻(晶) 黎藉冠(凱)、何浩元 (勁) 

世界培正同學日 雷禮和(仁) 潘嘉衡(智) 、羅志明(傑)、蕭寅定(忠) 

同學日 潘嘉衡(智) 陸迪生(健) 

刊物小組 劉詩韻(晶) 郭秀山(騰)、羅志明(傑)、蕭寅定(忠) 

招募義工助手 – 義工積分

計劃 (籌議中) 
劉斯琪(勇) 

陸迪生(健)、丘至剛(展)、劉榮祖(晶)、 

周朗軒(君)、周巍立(勇) 

著數計劃 (籌議中) 陸效民(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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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務小組 陸效民(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