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 正 創 校 120 周 年 校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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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母校創校120周年大慶
百廿載 慘淡經營 培育英才 喜迎環球桃李；
跨世紀 披荊建校 正匡軌道 齊頌美譽紅藍。

培 正 創 校
120 周 年 紀 念 暨
2009 世界培正同
學日上午10時在
琶州香格里拉大
酒店珠江宴會廳
舉行。會上由三
地培正校領導正
式 簽 署「 維 護 管
理培正商標協議」
，及頒發紀念120周年𡽪章設計、徵文（廣
州賽區）
、攝影比賽獎項；為紀念我國籃球國手盧荷渠舉行
的穗港友誼賽，由誠社社長朱叔齡、唐啟望頒發獎盃給冠軍
得主香港同學會代表隊。1939年級鵬社鑽譆、1959年級光社
金禧、1984年級智社銀禧行禮如儀後，舉行盛大文藝表演。
是日大公宴筵開138席，座無虛設，全球培正人又一次投入
節日歡欣喜悅之中。
培正創校120周年校慶，譜寫了一曲全球培正人大團結
的凱歌。藉著這一機遇，也促成我們穗、港、澳三地誠社同
學重新回到年前團結、和諧、融洽、合作的軌道上。在總結
過去經驗基礎上，2009年中，穗、港兩地社長，取得共識，
一致認為：今次誠社活動，也要按照母校120周年校慶大團
結的精神，廣泛動員全球誠社同學投身到校慶歡樂中。活動
要多姿多釆，分工組織，共同參與。成功地舉行一次穗港誠
社同學共80多人參加的海泉灣之旅。12月4日上午，在廣州
小觀園又舉行全球誠社同學大聯歡（詳見朱社長專稿）。
這次校慶活動，我自己亦盡情投入，在力所能及的情
況，協助一些級社搞好穗港兩地同學協調行動，先有1954
年級匡社，其次是1953年級誠社的旅遊，作好穿針引綫工
作，務使活動搞得盡善盡美，不負同學期望。
為了使校慶活動更具文化內涵，我嘗試組織一次詩詞
講座。荷蒙朱素蘭會長大力協助，12月4日下午四時，在東
山培正母校至正堂，組織高中二年級全體150位學生，在國
文科梁老師率領下，前來參加，更得到其他級社學長蒞臨捧
場，使講座取得圓滿成功。
去年初，我以個人名義投了一稿「培正與我」
，參加培
正 120 周年創校紀念香港中文徵文比賽，幸獲冠軍。又應
母校校慶籌委會邀請，用楷書、篆書、棣書寫成「培正創
校120周年紀念」橫幅書法呈獻，荷蒙多數籌委選中隸書一
幅，這就是在香港培正所有慶祝刋物、郵品、曾特首主禮的
主席臺，大公宴舞臺所見的那張橫幅。
11月27日上午，培正
小學舉行植樹紀念，我應
邀書成隸書碑記，詞曰：
干 雲 石 栗， 曾 見 菁
菁；新栽銀樺，必顯蒼蒼。
先 賢 創 校， 百 二 十
載，善正育才，主恩萬代。
能夠為母校校慶貢獻
綿力，不謹是我個人的機
遇，也是誠社的榮譽。
現在校慶慶典己經落下幃幕，歡樂和激情的場面，將永
遠留在全球培正人的心中。
吳漢榆（1953誠社） 2010.1.5 完稿

培正母校始創於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歷經先賢辛
勞播種，幾代培正人努力耕耘，終於在穗、港、澳三地開花
結果。一百二十年來，慘淡經營。抗日戰爭時期，為保弦歌
於不綴，播遷鶴城，澳門、坪石而桂林，歷盡艱辛，紅藍旗
幟始終不倒，造就了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遍佈海內外，譽
滿全球。
2009年欣逢母校創校120周年，全球培正人，翹首期待
這一大喜日子。穗、港、澳三地母校早於今年初、便成立籌
備委員會，統籌三地校慶活動，並通報全球培正人，務使
120周年校慶，成為團結全球培正紅藍兒女，開創培正歷史
新篇章的盛事。
120周年是兩個花甲子了，校歌有幾句歌詞：
「萬千氣象
方蓬勃，鼓鑄羣才備請纓」
；
「愛我培正謨謀遠，永為真理之
干城」
，很有啟發，簡言之，我們要藉此大好形勢，團結及
鼓動全球培正人，為母校教育事業作好長遠規劃，永遠成為
教育界堅持真理的標幹。
圍繞著這一目標，三地母校自去年三月至十二月以來，
組織了一系列慶祝活動，以頌贊先賢的教育熱忱，並勉掖後
進薪火相傳，𠄘先啟後，繼往開來。
其中三月底穗港澳創校120周年紀念的中文徵文比賽，
五月的紅藍攝影比賽，９月中在廣州培正中學體育館舉行的
三地同學會三球聯誼賽；9月抄在澳門奧林匹克游泳館舉行
的三地聯校水運會；11月中下旬在香港浸信大學會堂舉行的
穗港澳音樂匯演中學及小學專場，都辦得十分成功。11月
24--25日兩天，在三地培正中學禮堂，由校友中的知名人士
舉行學術講座，主題是 < 永為真理之干城 >，充份體現培正
人的空前團結，合作無間，開創了培正歷史的新篇章。
校慶活動的高潮，從 2009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6 日，在
港、澳、穗三地依次舉行。11月27日香港「明報」及「大公
報」，以四個版面的篇幅，套紅專文「培正創校百二截，紅
藍精神耀寰宇」
，全面介紹了穗港澳培正中、小學的發展，
培正同學會遍及全球的網絡圖，凝聚全球培正校友。他們愛
培正，關心母校的發展，使人感奮。
11月27日上午11時，在培正中學運動場，來自全球各
地的會長、代表及1933至2024年級社代表持旗列隊，恭迎
特首曾蔭權先生及嘉賓主持校慶活動的啟動儀式。主禮嘉賓
按動「火箭騰飛升空」的按紐，將「百年春雨，至善至正」的
八個大字，展現在教學大樓前，為培正未來教育事業的騰
飛，獻上衷心的祝願！
11月28日下午在培正中學禮堂，按照傳統舉行了2009
年培正同學日。
晚上在赤鱲角亞洲博覽館舉行大公宴，由政務司司長
唐英年校友（1970謙社）主禮，點燃紅藍聖火火盤，寓意紅
藍薪火，世世相傳。今晚筵開237席，來自全球各地愈三千
校友及嘉賓，濟濟一堂，挑燈夜宴，共話當年紅藍舊事，
展望培正美好將來，至午夜始盡歡而散。
12月28日移師澳門，舉行感恩崇拜。澳門政府郵政局
為培正 120 周年校慶發行官方紀念郵票。下午按傳統舉行
2009同學日，晚上在漁人碼頭舉行大公宴。
12月5日 再移師廣州，繼續舉行校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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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母校及同學會慶培正百二華誕
澳門培正同學會供稿
春華秋實一百二十載，培正中學迎來雙甲子校慶。二零
零九年十一月廿九日，澳母校舉辦「培正創校120周年紀念
感恩會暨開放日剪綵禮」
，並隨後舉辦校慶郵品發行儀式，
下午舉行四個級社的加冕慶典，晚上則舉行同學日大型聯歡
晚宴，培正紅藍兒女濟濟一堂。
十一月廿九日上午十一時，
「培正創校120周年紀念感
恩會暨開放日剪綵禮」在澳母校最新落成的「培正創校120
周年紀念大樓」禮堂舉行，典禮嘉賓雲集，一眾政府官員、
社會人士及大中小學校長或代表出席觀禮。不少來自世界
各地的培正同學會代表，專程返母校參與慶典，共同唱詩祈
禱。
剪綵禮首先由王大為牧師宣召唱詩，校董會主席何建宗
博士領禱，校董楊國雄博士讀經，繼而由校監羅永祥致詞。
羅校監致詞時稱，回歸十年澳門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亦致力
提升教育素質，促進學生全人發展。澳母校在政府支持下逐
步實現「發展優質教育，創建美好校園」的教學改革，校園
充斥一片新氣象。
繼而由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唐榮敏牧師證道，他回想小
學頑皮猶幸得老師教導及陪伴之事，為大家帶出感恩之道。
李天慶校務顧問憶述培正簡史，從「羊城話舊」說到
「澳校春秋」
，憶述培正在日軍戰火中遷校澳門以保弦歌不
斷、繼而校務日漸興隆的校史，並感謝前賢不懈付出，使培
正由慘淡經營至今天的發展，場面溫馨熱鬧。
高錦輝校長致謝詞時稱，學校深明教育資源「取諸大
衆、用諸社會」的道理，故將把學校資源回饋社會，例如圖
書館將社區化開放。

香港浸信會聯會義務處理總幹事徐彼得牧師向大家送上
祝福後，由一眾嘉賓上台進行剪綵禮，由澳門培正中學校董
會主席何建宗博士、澳門培正中學校監羅永祥博士、澳門郵
政局劉惠明代局長、教育暨青年局代表中學暨技術職業教育
處梁慧琪處長、澳門檢察院代表黎健恩主任、澳門培正同學
會會長暨澳門培正中學校董黃漢堅先生、澳門培正同學會會
員大會主席暨澳門培正中學校董崔世平博士、澳門培正同學
會名譽會長暨澳門培正中學名譽校董劉衍泉先生、澳門培正
中學名譽校董暨澳門培正同學會顧問謝志新先生、澳門培正
中學校董楊國雄博士、澳門培正中學名譽校董李沛霖、香港
培正中學葉賜添校長、香港培正小學李仕浣校長、廣州培正
中學呂超校長、香港培正同學會雷禮和會長、廣州培正同學
會朱素蘭會長、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唐榮敏牧師、香港浸信
會聯會義務處理總幹事徐彼得牧師、澳門培正同學會陳滌非
副會長、澳門培正中學李天慶校務顧問、康顯揚前校長、李
祥立前校長及高錦輝校長一同主禮。
隨著「培正創校120周年紀念感恩會暨開放日剪綵禮」
隆重舉行後，澳母校隨即舉行「創校一百二十周年紀念郵
品」發行儀式，這是澳門郵政局發行首次以本澳中學為主題
的郵品。同日在校內展出上述郵票設計圖稿及印製過程，
郵品設計師黎鷹應邀出席簽名會，郵政局並在校園內特設
攤位發售並設蓋紀念戳及即時投郵服務。
「培正中學創校
一百二十周年」郵品凸顯了培正百二載傳承創新的校園特
色，吸引衆多校友、學生現場購買收藏。另外，澳母校亦出
版了由同學設計的校慶明信片。
離校多時的校友常返回母校，與師友共敘，今年返校
舉行慶典的包括鄺秉仁校長蔭社金鑽禧晉五、離校六十周年
的堅社、離校五十周年的光社、離校四十周年的謙社、離校
三十五周年的昕社、離校二十五周年的智社。十一月廿九
日下午三時舉行的澳門培正同學日，舉行了蔭社的金鑽禧晉
五、謙社紅寶石禧、昕社珊瑚禧、智社銀禧等慶典。
今 年 為 鄺 秉 仁 校 長 蔭 社 金 鑽 禧 晉 五（ 即 離 校 七 十 五
年）
，鄺校長九十多歲，仍豐神瞿鑠，風采超然；謙社穿著
自己設計的社服，精神抖擻地回校加冕；而昕社同學亦興高
采烈，共聚歡慶。
離校二十五周年的智社笑容一致，團結同心。大家由昔
日任教的老師主持加冕儀式，別具意義；其後一起拍攝大合
照，留住值得紀念的一刻。期間各位社友與兒時同學歡聚一
堂，暢談校園往事，更增添歡樂氣氛。而堅社已提前於十月
十五日在澳門新世界帝濠酒樓舉行六十周年鑽禧加冕慶典。
鑒於二零零九年是堅社畢業離校六十周年，剛好達一個甲
子，在創社起點的澳門舉行慶典，別具意義。光社亦提前於
同月廿八日返澳母校新教學大樓之禮堂舉行五十周年金禧加
冕慶典。
十一月廿九日晚上七時半，
「培正創校一百二十周年紀
念暨同學日聯歡晚宴」假漁人碼頭會展中心舉行，晚宴筵開
一百六十多席，多位澳門政商界、教育界人士及來自世界各
地的培正同學會代表出席。
來自世界各地的培正同學會代表包括：美國二埠培正同
學會羅根合會長伉儷、美國南加州培正同學會潘其平會長、
美國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周榮超會長伉儷、澳洲悉尼培正同學

值培正創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際，特撰對聯一幀
及詩詞各一首，可供同學會年刊考慮選載，請參閱附
件。
李祥立（真社）

（一）對聯

培後進 辛勤百二載 堅持素志
正前程 引領萬千徒 廣樹英聲
（二）詞 鷓鴣天

培正創校一百二十週年
百二春秋證志堅，良師凝聚育才賢。
學思齊進毋偏重，德行修為要領先。
勤講習，重科研，輔仁以友手同牽。
紅藍俊彥馳中外，培正英聲道遍天。
（三）詩 七絕

紅藍精神
紅藍兒女一家親 百二春秋遵奉神
善正叮嚀常記掛 毋忘教誨法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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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長葉喬生會長、澳洲墨爾本培正同學會陳秉麟會長、澳
洲坎培拉培正同學會龍基逸會長、加拿大多倫多培正同學會
施永輝會長、加拿大渥太華培正同學會程慶生會長伉儷、紐
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李文田會長伉儷、台灣培正校友聯誼
會劉安乾會長及藍之光前會長、洛杉磯培正同學會潘其平會
長、星加坡培正同學會鄭保卿會長、廣州培正同學會朱素蘭
會長、香港培正同學會雷禮和會長等。
在激昂的音樂下，黃漢堅會長手持培正同學會會旗帶領
各級社代表進場，為當晚的同學日晚宴拉開序幕。參與儀式
的六十一位代表級社的校友，各社代表光榮地手持所屬級社
的社旗，進行「紅藍火炬永相傳」儀式，寓意紅藍精神薪火
相傳永不斷。
澳門培正同學會黃漢堅會長致詞歡迎大家的來臨及感謝
同學們的大力支持，並十分榮幸得以連任會長，承諾將會繼
續努力與各執委上下一心盡心盡力把會務做得更好。黃會長

希望作為培正人的我們繼續發揮紅藍精神，薪火相傳，延續
母校「至善至正」的美譽。
接著由澳門培正中學高錦輝校長致謝詞，他希望紅藍精
神代代相傳，讓學生在基督的關愛下成長，擴闊視野，創造
普世價值。
最後進行賀母校120壽誕切蛋糕儀式，由母校及同學會
負責人主禮。隨後，澳門培正同學會會員大會主席崔世平博
士致祝酒詞。崔主席為培正的紅藍精神繼續發揚光大、為母
校百二載薪火永續相傳及澳門社會繼續繁榮安定而舉杯，在
座一百六十多席約二千多人共同舉杯慶賀，繼而各主禮嘉賓
拍大合照留念。
晚宴上，培正學生歡歌載舞，同時舉行豐富的大抽獎。
晚宴上向長期服務的教職員致送紀念金牌，以及向紀念徽設
計、中文徵文、攝影比賽獲獎者頒發獎項。紅藍兒女共聚師
恩友情，場面熱鬧歡慶。

何厚鏵為澳校新大樓揭幕
斥資近一億五千萬元、歷時兩年建成的澳門培正中學
「創校一百二十周年紀念大樓」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上
午十時隆重舉行揭幕感恩會，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
厚鏵等一眾嘉賓主禮，並參觀大樓各項教學設施。
感恩會先由曾家求校董祈禱，楊國雄校董讀經，繼而由
校董會主席何建宗致辭。他表示，今年欣逢國慶六十周年暨
澳門特區成立十周年，亦是培正創校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感
謝特區政府、社會各界及校友家長的鼎力支持，
「創校120
周年紀念大樓」於2007年7月動工，2008年10月平頂，經過
近兩年的施工，如今已順利落成。
教育暨青年局蘇朝暉局長演講時回顧一百二十年來先賢
走過的道路，感謝母校一直以「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
神為澳門培育人才，現在的一百二十周年紀念大樓是一個里
程碑。
其後，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何厚鏵、培正中
學校董會主席何建宗、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主任譚俊榮、
教育暨青年局蘇朝暉局長、中聯辦宣傳文化部部長劉曉航、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何桂鈴、澳門霍英東基金會代表
崔世昌、澳門大學校董會主席謝志偉、培正校董楊俊文、校
董劉永誠、名譽校董區宗傑、名譽校董黃志成、名譽校董馬
有恒、名譽校董謝志新、校董陳滌非、校董楊國雄、校董黃
漢堅、校董鄭成業、校董曾家求、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唐榮
敏、香港浸聯會義務處理總幹事徐彼德、香港培正同學會會
長雷禮和、香港培正中學校長葉賜添、香港培正小學校長李
仕浣、新域城巿規劃暨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阮傑亮、

建新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經理黃國基、澳校前校長康顯
揚、李祥立及校長高錦輝一同為新教學大樓剪綵。繼而由行
政長官何厚鏵主持大樓紀念碑揭幕儀式。
最後，由澳校校長高錦輝致詞感謝特區政府的大力支
持。揭幕禮完成後，一眾嘉賓參觀新教學大樓部分設施。
此外，澳校舉行了一系列的創校120周年紀念活動，如
十月三日及四日一連兩天下午三時舉行「培正創校120周年
紀念音樂會」
，由投身音樂專業的海內外校友聯同學校管弦
樂團學生擔綱演出不同曲目，紅藍兒女共聚一堂，妙韻傳
頌。演出的校友包括廖國敏、洪思敏、梁樂鳴、孫仲佳、梁
迪嘉等，聯同學校管弦樂團、管樂團爵士樂隊、小提琴啟蒙
班學員等，演出項目包括管弦樂、小提琴獨奏、大提琴獨
奏、小號獨奏、鋼琴獨奏、古琴合奏、古箏獨奏、古箏重
奏、鋼琴四手聯彈、爵士樂等，內容豐富。而在十月至十一
月期間舉行了四場以「永為真理之干城──廿一世紀知識發
展」為主題的「培正創校120周年紀念學術講座」
，邀得四位
在各專業範疇有卓越成就的培正校友主講，每場講座均有約
近四百人參加。包括香港培正中學校友，資深華裔科學家吳
宣倫博士主講「廿一世紀知識發展──荒謬的世代」
；由世
界著名華人數學家、澳門培正中學校友蕭蔭堂院士主講數學
範疇主題「封神榜，羅素，與哥德爾」
；校董會主席、香港
培正的校友何建宗教授主講「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環保危機
──南北極科研探索中的第一身體歷」
；澳門立法會議員、
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培正校友崔世平博士談「舊城新貌」
，
四場講座均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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