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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創、黃安法
植祥堅、候倩儀、馮漢強

培英中學是基督教學校，校友會每年在十一月底便舉辦慶
祝聖誕節餐會，也是校友會每年盛大的活動；可是近兩三年參
與這活動的校友似乎不如七八年前熱鬧，前任會長李雪纖也曾
表達出任會長多年，每次活動都費盡心思，如何能吸引多些校
友參與，可惜都未能收到成效，結果都是那60多位熱心校友們捧
場。2015年的聖誕晚會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假座東方廣
場二樓國惠海鮮酒家舉行，幸得能湊到十席，場面亦十分熱鬧。
是日天公造美，沒有雪，溫度亦在零上三幾度。六時，大會幾位
委員；如植祥堅、黃安法、馮國光、黃 創、侯倩儀、馮漢強及
陳 正等在會場打點一切。
六時半後，校友及嘉賓陸
續駕臨，衣香鬢影，見到久違
的老友，互相擁抱道賀，有些
道及弄孫之樂 ，或講述夏秋期
間的旅遊樂趣。七時一刻，陳
正及侯倩儀兩位司儀宣佈晚會
開始，全體起立，唱加拿大國
歌及校歌 ( 以前每逢校慶或
聖誕晚會都是由陳尚賢及馬淑
華夫婦引領共唱，馬淑華抱恙多時，未刻
出席，只能把她美妙歌聲灌錄播放，並希
望馬校友早日康復，再和我們一起慶祝活
動。) 黃 創副會長致歡迎詞；余沛民
博士頒發獎學金，今年獲獎者是李月顏校
友的外孫張俊斌，而他因事不能出席，由
姐姐代領。其後，黃 創又介紹新會友是
廣州鶴洞 81年旭社伍雅蘭校友與大家認
識，校友會又多一名生力軍了。
李月顏委員領禱謝飯，晚宴隨即開
始。
衆人在享受美食間，
委員們舉杯向各來賓祝酒
道賀「聖誕快樂，新年進
步，身體健康。」本會
委員合資訂製一批「心意
筆」，準備贈送給與會各
位嘉賓，每人一枝留念，
奈何供應商不依時交貨；
馮漢強委員向來賓道歉，
並每檯送大蝦一碟，希望
各位吃得哈哈開懷，心意
筆日後補發送給各人。此
外，有余覺湛太太獻唱名
曲兩首助興，益智遊戲，
更正四字成語錯字及侯倩
儀推出的動腦根遊戲，笑
料多多，勝者有個人或全
檯獎。黃安法扮演聖誕老
人，派送禮物及抽獎，幾
乎人人有獎；尤以第十檯
最幸運，中獎最多，連全
塲頭獎亦落在這一檯。今
年晚會有培道及培正友校
代表參與，彼此聯系，好現象也。晚會至十時半，在一曲「珍重
再見」後，完滿結束，2016年4月校慶餐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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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服務的最高境界----老有所用

74'和社 高繼標

求。到過安老院的人總看到大群靜坐交誼室，面面
相覷，等吃下一頓飯，等洗澡，等量血壓，等家人
來探，等「循環再造」的老人家。
長者之中其實不乏心靈通巧、手腳靈活的「老
頑童」，他們除了滿足於生活上的照顧之外，最渴
望的是接觸精神上的安慰（這也是不少長者樂於參
與不同宗教團體來院探訪的原因）。
從組織長者樂隊的過程中，我深刻地體會到他
們對終身學習的濃厚興趣，願意用文化藝術作為人
生
下半場的方向指標，在金色年華裏擦亮生命的
光芒，開拓個人潛能之餘也把學習的成果歡天喜地
地回饋社會，身教子孫，同時為不一樣的人生價值
添加一頂又一頂閃爍生輝的冠冕。我以為「老有所
為、老有所用」的思維概念才是安老服務的最高境
界。
這類的安老活動豈限於音樂，廣而言之，幾乎
所有文化藝術的載體，包括：舞蹈、書法、繪畫、
太極、聲樂、編織、烹飪、園藝，都可以達到律動
耆英的目的，只要作些有計劃的統整，老人家在文
化藝術的「價值」上，肯定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
巨大動力。
北美耆英多如恆河沙數，長者長壽和健康指數
逐年攀升，長者再不是等待「循環再造」的物料，
「老有所用，老有所為」的安老工作應及早展翅，
帶引長者成為社會文化、道德、倫理的新動力，讓
長者在人生的舞台上展現滿有尊嚴的生活，煥發金
楓紅葉、熣燦生輝的夕照風姿。

自從退下香港的教席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之後，
想也沒有想過竟然可以在這片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
國家組織中國的民樂隊伍，更加沒有想過組織對象
是上年紀的長者。這珍貴的經驗不禁令人思考到「
安老服務」的定位問題。
自八、九十年代開始，由台灣、香港移居加
拿大的新移民按年遞增，其中不乏各方面的音樂專
才，擅長中國民樂和聲樂的高手比比皆是，提供了
發展民樂的的良好條件。不過，專業的音樂家大都
注目於高端的音樂範疇和市場，找尋以音樂演奏和
教學的謀生門路，無意在長者群發展和推動中樂的
需要。
這種現象並不是加拿大獨有的，凡以經濟、利
益為核心的功利社會，都有這種文化傾斜的慣見現
象。故此，長者樂隊永遠是「胸懷大志」的專業音
樂家望而生畏、無意問津的荒野之地。藝術家總以
為長者是有待「循環再造」的物料，就算是從「廢
物利用」的角度言，價值也不高。誠然，這也是在
某些角度下的客觀論判，無可厚非。
問題是，衡量「價值」的高低很視乎如何把事
物擺放在社會功能的那個立足點上。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壞、利害、是非、得失，只有
相亙比較、適度平衡，通過社會因素的考量，才可
以找到事事物物本身植存的特殊價值。
加拿大的安老服務可以說是較為出色的社會
制度，在國際間也賺得美譽，可惜的是，安老服務
的概念仍停留在「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的傳統思
維上，鮮有觸及長者在精神上、在心靈上的殷切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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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羊迎猴春茗聯歡晚會
出席的人已到，副會長宣佈晚會開始，略述校友會
近況，由李月顏謝飯後，菜餚送到席上；近年很多
人有此習慣，當餸菜放置檯上，先用手機拍攝，這
是近年手機大行其道的特色。雖然沒有高手獻唱，
進食期間仍有賀年歌曲相伴。熱暈羹湯後，幾位委
員在台前向各位祝賀新春愉快，身體健康，家庭幸
福。由植祥堅副會長設計的燈謎謎語，以每席為
主，題目很多共同猜中，則以搓「包、剪、揼」定
勝出，而我們定了一半以勝者得獎，另一半以搓輸
者得獎，過程攪笑而緊張，結果第一席代表馮遂令
不論勝輸，得獎最多，而第三檯空手而回。各參與
者都得到甜蜜歡樂的晚會，至十時，各人互祝猴年
快樂。最後要鳴謝一位熱心校友贊助會場費用四百
大元，謝謝!!!

今年是丙申猴年，是靈掌目十二生肖近乎人
的一種動物，靈敏活潑。自去年聖誕節晚會之後已
有近三個月，校友會沒有什麼活動。仍照往年的習
慣，在農歷年後，酬辦一次春茗聯歡會，讓校友們
又有機會相聚團拜祝賀, 趁機會作牙祭。今年晚會
於2016年2月27日(星期六)在東方廣場二樓國惠海鮮
酒樓；天公造美, 是日天陰，氣溫亦甚適宜不寒，
雖然是小活動，亦有40位校友及家眷參與，筵開四
席。六時，馮國光、植祥堅及黃 創等佈置場地及
調較音響。
校友們亦先後蒞臨，互祝賀新禧，身體健康
… ，原定音響是給愛唱歌好手一展所長，奈何大
家只記得吱吱喳喳，講來講去，或擁抱拍照，傳遞
微信給外地好友分享我們的歡樂。七時半，大部份

玆將該晚謎語節錄如后：
01.三人騎牛，牛無角。
02.正月沒有初一。
03.舌頭砍掉了。
04.三人傳聖火。
05.四川的角。
06.九十九。

07.欲言又止。
08.目字加兩點，別作貝字猜。
09.金木水火。
10.十六兩多一點。
11.獨眼龍。
12.何需殺人滅口。
13.竹林深處有僧家。

14.馨香飄逝，聞香無門。
15.安字去了蓋，莫當女字猜。
16.森林大火。
17.閻羅王。
18.兩兄立正站好。
19.曹操笑，劉備哭。
20.千里相逢。

答案見另一頁 (Page 9)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林麗明校友
致意

李麗娜校友
致意
3

校友來稿
校友消息
紐約培英校友2015
歐遊隨筆

年的聖誕節

紐約特約通訊植祥堅
73’安社

聖誕節晚會是我們紐約培英校友會的傳統慶祝節目。今年也與往年一樣，校友們踴躍報名參加這個溫
馨而美麗的慶祝活動。今年的活動選在東百老匯街的麒麟金閣酒樓的二樓，地方不大也不小，剛好夠我們
筵開16席。
下午五時左右，已有一部份的校友前來到酒樓，動手佈置和裝飾會場聖誕樹與其他的燈飾，將會場佈
置得美侖美奐，伴隨著輕快，悠悠的音樂旋律，頓時已增添了不少的節日氣氛。
7時左右，廣州培英，香港培英，以及臺山培英的學長們紛紛到來，他們不分年齡，不分地域，虛寒問
暖，盡顯我們培英白緑一家親的本色。大家隨著音樂翩翩起舞。還有的即興唱歌，都在盡情的享受著節日
的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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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英崙培英校友會慶聖誕

文：吳曼霞 圖：黃鐵鎰

紐英崙培英校友會(由廣州培英、香港培英、台
山培英中學在波士頓的校友組成)在2015年12月13日
假座華埠帝苑大酒樓慶祝聖誕。校友、嘉賓共六十多
人，歡聚一堂。
首先，由中文書記梁家蔚主持新一屆校友會職
員的選舉。他將“聯席會議”推薦的候選人，逐項逐
個提出，舉手表決。最後一致選出新一屆職員，衆望
所歸：新會長吳曼霞(一九四八年就讀於廣州西關培
英，六十年代畢業於廣州醫科大學，資深的西醫主治
醫師)；原會長丘雲達任名譽會長；副會長梁小娟、陳
策生、陳杏美；名譽顧問黃官羨、陳毓璇、劉惠龍、
陳日華、譚瑞乾；顧問劉華權；中文書記梁家蔚、劉
永佳；英文書記溫超俊；財政劉巧玲等三人；活動組
樊慕貞、翁惠莊等七人。
選舉結束後，慶祝會由波士頓中國鄉土舞蹈團團
長黃納斯主持。全體起立，播送培英校歌。隨後新會
長吳曼霞致賀詞。她首先感謝校友對她的信任、鼓勵
和支持。她説，紐英崙培英校友會發展到今天，全是
前輩校友、顧問鼎力支持的結果。她希望大家継續發
揚“信、望、愛”及“白綠一家親”的精神。並代表
新一屆全體職員及校友，感謝丘雲達會長在任職期間
為校友會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後，祝大家聖誕快樂、
家庭幸福、身體健康！
名譽會長丘雲達講話。他總結了任職會長八年的
工作和對新一屆職員及校友的期望，希望継續發揚“
白綠一家親”的精神；提拔新力軍，發展壯大校友
會。
豐盛的晚餐，美味品甞。聖誕老人分派禮物，皆
大歡喜。
職員合唱“平安夜”拉開節目表演的序幕，接
著是名譽顧問陳日華朗誦“聖誕頌詩”(二首)及名譽
會長丘雲達朗誦“聖誕感懷”為慶聖誕增添異彩；劉
永佳的手風琴演奏輕快的“波蘭圓舞曲”及他與寶姐
對唱粵曲“柳毅傳書”(林松波二胡伴奏)充滿家鄉風
味；翁惠莊與劉永佳表演風趣的新疆舞蹈“大阪城的
姑娘”，獲得全場的笑聲和掌聲；八十高齢的嘉賓陸
鳯金清唱粵曲“風流夢”寳刀未老；陳策生的台山民
歌，唱出了家鄉風情；愛好書法的譚健章送來墨寳，
筆法瀟灑自如；…等等，顕示出“培英人”多才多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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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前來助慶的波士頓中國鄉土舞蹈團的小舞
者是吳曼霞的兩個孫女黃嘉寶、黃嘉慧。她倆表演的
雙人舞“傣家小妹”，天真爛漫、優美的舞姿，跳出
雲南傣族的風情，傳承中華文化，博得全場熱烈的掌
聲。不過，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年紀才八個月的最小的
嘉賓黃嘉晞。祖孫三代同慶聖誕。吳曼霞最後一曲“
杜鵑花”(己故著名作曲家黃友棣詞曲)引起全場聼衆
的共鳴，與及對往事的美好回憶！
慶祝會最後由副會長梁小娟致謝詞。她多謝校
友、嘉賓對校友會活動的參加和支持；感謝贊助禮
金、禮物的校友和嘉賓。隨後切生日旦糕分派給每個
人。“培英全家福”由紐英崙培英校友會特聘攝影導
師黃鐵鎰先生拍攝。
培英聖誕餐會献詩
《聖誕感懷》
丘雲達
神光闪亮照华堂，
乐韵悠揚傳四方。
白綠家園联誼叙，
新知旧雨寿而康。
聖詩頌曲迎佳節，
曼舞輕歌賀吉祥。
四海歡騰平安夜，
五洲和睦賦新章！
《聖誕頌詩》两首 陳日華
（一）
糜鹿鈴聲聖院鐘，
琳琅禮物贈兒童。
佳音頻報平安夜，
萬户庭前一品紅。
（二）
欣逢聖誕笑顔開，
三九寒天故友來。
聆聼詩歌聖母頌，
新知旧硯共亁杯。

《聖誕餐會》
陳日華
重逢叙旧最欢欣，
白綠同窗情誼真。
帝苑華筵迎聖誕，
培英兒女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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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校友會慶聖誕新年
難忘缺水經歷 71'台基 彭國華 滿地可通訊員
舉行歡宴暢聚同窗硯誼 反正這裡氣候乾燥，無須擔心南方那樣的蟲
從小就知道中國西北地區缺水，那是在小學上
地理課時獲得的信息，實際上的缺水境況如何？未
蟻和黴變。從小在南方吃白米飯長大的我，驚異地
有直接感受。上世紀七○年代中期，因工作調動來
發現世界上竟還有這樣的「吃飯法」，不免感慨萬
滿地可培英校友會於2015年12月7日(星期一)
滿地可培英校友會創立於1966年，迄今亦有
到了西北黃土高原，做了幾年「西北人」，才真正
端。
中午，假座華埠紅寶石大酒樓，舉行一年一度的
半個世紀，當時以50年代早期來此謀生的台山培英
直面西北地區令人驚訝的缺水生活。
水的制約體現在各方面。記得第一次與同事到
新年聖誕聚餐，是日天助我也，天朗氣清，到會38
校友為骨幹，談起昔日坐船或由歐美輾轉來加的情
那個地方的海拔高度大都接近兩千米，還算是
附近村民家作客，主人特地為我們燒了一壺開水，
人，筵開4席，新知舊雨，笑語歡聲，按照約定俗
景，可謂創業維艱，備嘗滄桑，昔日風華正茂，如
條件較好的城市郊區，但初踏此地映入眼簾的景況
倒水前，主人很誇張地用手指頭抻著衣袖在水杯裡
成，先食後講，邊食邊講。由校友會正副主席劉認
今垂垂老矣！「人重晚間晴」，在聚談中，大家津
還是令我吃驚。春寒料峭，周圍的天地灰濛濛的，
面轉一下，以示杯子已「擦」乾淨，可省下涮杯子
民，余榮瑞、李艮娟主持及致詞，共祝新年快樂！
津樂道，那短暫而難忘的培英校園生活，彷彿又走
山頭都是光禿禿的土褐色，平地的植被極少，更看
的水。
繼由名僑領、校友會永遠榮譽主席李植榮致詞，談
進時光的隧道，重溫倒流半個多世紀的那些溫馨和
不到任何與水有關的河、湖、溝、泊。村裡的人身
當時的情形真讓我目瞪口呆，因為我看到主人
及半世紀前創會經過和母校、紐約、多倫多和溫哥
厚重的故事；同窗共硯，相互砌磋，花樣年華中的
上似乎都積澱著經久未洗的塵垢，乾裂的嘴唇，黝
那髒兮兮的衣袖口，不知有多長時間沒洗了，那個
華校友會聯絡近況；自由講話中，先由資深校友48
往事又宛如昨天，女校友中有的喜好書法，能歌善
71'台基 彭國華
黑粗糙的皮膚，以及被颳風時漫天捲起褐灰色沙
倒胃口的揩杯子動作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屆(群社) 畢業校友譚振樵學長講述昔日校園生活，
舞者，被喻為才女；有長得高大，長於運動，馳騁
塵嗆到的種種情景，這一切告訴我，這裡真的很缺
當時出於好奇，我曾以調侃的口吻問過當地的
濃郁的學習風氣和紮實的數理基礎，幫助他順利
球場，被喻為「女籃5號」。說不盡的話兒，興緻盎
反正這裡氣候乾燥，無須擔心南方那樣的蟲
考入北京清華大學。駐屈臣氏藥房的何燁輝中醫師
然，大家快樂唱起久違的校歌和份外親切的校園歌
水。
朋友怎麼解決洗澡問題，誰知每每問到，對方總是
蟻和黴變。從小在南方吃白米飯長大的我，驚異地
深入淺出地講授中醫經絡養生知識，使大家深受啟
曲，正是「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這讓我想起臨行前聽到有關此地缺水的描述：
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地說，這裡乾爽不出汗，不用
發現世界上竟還有這樣的「吃飯法」，不免感慨萬
發。
「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石頭跑。」我是
怎麼洗澡。
端。 培英中學是國內一所歷史悠久的教會學
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鄉河川湖海裡「泡」大的，從
後來我覺得這樣問實在有點多餘，看看他們的
校，1879年美國長老教會傳教士那夏禮牧師於廣州
水的制約體現在各方面。記得第一次與同事到
未感知過缺水的滋味，我意識到面對的生活環境將
「膚色」早就有了答案。即使我們條件相對較好，
花埭創立培英書院，1926年正式於廣州白鶴洞開設
附近村民家作客，主人特地為我們燒了一壺開水，
意味著什麼。
不也十天半個月才洗澡一次？何況是村民！
培英中學，繼而台山、江門、香港、澳門及廣州西
倒水前，主人很誇張地用手指頭抻著衣袖在水杯裡
剛開始覺得我們單位內部生活用水保障還好，
因為我的人生有過這樣一段缺水的生活體驗，
關開設分校。台山培英中學創立於1930年，學生多
面轉一下，以示杯子已「擦」乾淨，可省下涮杯子
有一口百多米深的機井，然後把井水抽到水塔裡，
故在以後的人生歷程中，對水有著別樣的敏感，
為附城的華僑子弟。培英以「信、望、愛」為校訓
的水。
日常用水無憂。但後來用著用著就常常出現井水乾
知道人類世界其實早已潛伏著缺水危機的威脅，以
（誠信、希望、博愛），以白綠為校色（純潔、和
當時的情形真讓我目瞪口呆，因為我看到主人
涸而斷供現象，這時候只能用水車到很遠的地方拉
至後來有了世界環境日「水——二十億人生命之所
諧），教育以理科為重點，當時西風東漸，啟中西
那髒兮兮的衣袖口，不知有多長時間沒洗了，那個
水救急，水車供水，杯水車薪，為此常常爭水爭得
繫」的主題，由此獲悉目前全世界竟有二十億人面
文化交流之先河，嚴格的校風，濃厚的學習氛圍，
倒胃口的揩杯子動作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熱鬧，常眼巴巴地目送水車出發，然後端著臉盆拎
臨缺水的嚴峻形勢。
百多年來為國家和社會培育了眾多的專業人才。
當時出於好奇，我曾以調侃的口吻問過當地的
著水桶焦急地等待水車歸來，再端著盆子叫罵著跟
所以這些年來，不論到了哪裡，我都堅持克己
朋友怎麼解決洗澡問題，誰知每每問到，對方總是
在水車後面狂追。
守儉節約用水，並且以自己的言行影響家人及周遭
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地說，這裡乾爽不出汗，不用
因為年降雨量不足一百毫米，僅相當於南方的
友人。
71’ 基社
馬淑華
怎麼洗澡。
一場降雨量，又抽取過度而造成水位下降，井裡常
這絕非危言聳聽或杞人憂天，地球上留給我
後來我覺得這樣問實在有點多餘，看看他們的
抽不到水，所以總端著盆子狂追運水車的尷尬情景
們的生活用水，確實不多了。
我與陳尚賢已有兩年沒參加校友會的活動了,原
我還要四處找他，不知他踱到那裏去了。偶爾不適
「膚色」早就有了答案。即使我們條件相對較好，
差不多成為常態，成為一道備受揶揄的風景線。
因是我患了癌症。這兩年來我曾留在香港及墨西哥
著他買菜，回來是 “買碌蔗又生蟲。買件鹹煎餅又
不也十天半個月才洗澡一次？何況是村民！
可老天爺太吝嗇徒歎奈何？只好向深度進軍，
治療，陳尚賢也東奔西走的陪伴照料我。去年十二
穿窿”那種”。煑好了飯要叫好幾次才出現，但拿
因為我的人生有過這樣一段缺水的生活體驗，
將水井向下挖掘到二百多米後，供水方又回復到
月我們回多倫多，又重新開始一連串的治療。體弱
起碗湯又走回去對著電腦。現角式轉移，家務雜務
故在以後的人生歷程中，對水有著別樣的敏感，
正常；但一、兩年之後，便又故態復萌，後來一不
的我全依賴他來照顧，所以他忙得昏頭轉向，無暇
他一手包辦。一星期自己去超市 數次買新鮮蔬果。
知道人類世界其實早已潛伏著缺水危機的威脅，以
做、二不休挖到三百多米深，才終有了一勞永逸的
參加校友會的活動。
每晚有滋潤湯水，還能做出好幾款色香味俱佳的菜
至後來有了世界環境日「水——二十億人生命之所
效果。可以設想，挖成三百多米的井深，資金投入
這病雖可怕但卻使我明白自己是非常幸福。自
式。每晚煲中藥兩次,白天送我去覆診，治療及練氣
繫」的主題，由此獲悉目前全世界竟有二十億人面
的天文數字可想而知。
有病以來，家人對我的關懷愛護,不辭勞苦的遠道來
功，天氣好便陪我出外散步。真想不到自己 原來這
臨缺水的嚴峻形勢。
當地老百姓的缺水窘境，更是帶給我心靈難平
照料我以及朋友的支持和鼓勵，令我深深體會到自
麽幸運。
所以這些年來，不論到了哪裡，我都堅持克己
的衝擊，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打深水井，只能靠天的
己是身在福中。
很多謝校友們對我們的關心及支持。待精神體
守儉節約用水，並且以自己的言行影響家人及周遭
恩賜下雨解難。
尤 以陳尚賢的改變令我體會到患難見真情的可
力轉佳我們便再參加校友會的活動，希望能再為校
友人。
我注意到，每個村子的兩頭都挖有一個大坑，
貴。以前家務由我負責。即使一起去超市到付錢時
友們一同遊戲及表演節目。
這絕非危言聳聽或杞人憂天，地球上留給我
夏季儲雨水，冬天儲雪水，每逢下雪後，全村男女
們的生活用水，確實不多了。
老少齊出動，把雪掃到土坑裡化水，土坑裡的水便
是村民生活用水及牲畜飲用水的唯一來源。
至於水乾不乾淨，已無從選擇；即便這樣，村
民們也是惜水如金，舀上一瓢水來，其用途幾成固
定程序：先洗臉，再洗衣，洗完腳後澆莊稼。
非但如此，日常伙食裡也吃不上青菜，一來因
為缺水難種植，二來洗菜太費水，故村裡的人根本
就沒有吃青菜的習慣。主食更是見證了水的寶貴，
平時寧可吃炒麵粉，就是用舌頭舔著吃，也不捨得
費水將麵粉加工成別的花樣，或是將高粱、玉米麵
烙成厚厚的大餅，摞放在廚櫃上，十天半個月都不
用做飯，誰餓了就去揪一塊，就著鹹菜疙瘩胡亂咬
上幾口，就算是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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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不能開過去，車內旅客就必須走出車外，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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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不能開過去，車內旅客就必須走出車外，幫
到車頂，然後，屁股便跌撞回到木椅上；嚴重的發
到車頂，然後，屁股便跌撞回到木椅上；嚴重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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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頭暈嘔吐，其苦難言。現代的交通車都用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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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安全帶，一旦遇到路障如石頭，陷坑時，汽
現在眼前的迪拜沙漠，汽車在大小不平的沙丘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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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勢必有很大的跌蕩。記得在抗日戰爭時期，故鄉廣
又可以選擇乘越野車享受 ”衝沙之旅”，穿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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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車頂，然後，屁股便跌撞回到木椅上；嚴重的發
州淪陷，我家逃難到粵北韶關，要乘木炭車到連往因動
高低起伏不平的沙丘上；我們選擇乘越野車走進沙
時，就不能開過去，車內旅客就必須走出車外，幫
高低起伏不平的沙丘上；我們選擇乘越野車走進沙
生頭暈嘔吐，其苦難言。現代的交通車都用汽油，
力不足，遇到公路上有斜坡時，就不能開過去，車內旅
丘區時，開到近深溝處，汽車似有突然傾覆向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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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區時，開到近深溝處，汽車似有突然傾覆向下之
客就必須走出車外，幫助推車前進過斜坡。那時的木炭
動力大，坐軟席，乘客都繫上安全帶，十分舒適。
勢，司機卻迅速扭轉方向盤而向著鄰近的沙丘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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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面避開了深溝，使大家感到有驚無險，別有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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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面避開了深溝，使大家感到有驚無險，別有一番
高低起伏不平的沙丘上；我們選擇乘越野車走進沙
奇趣，雖然如此，也沒有人頭暈嘔吐，司機靈巧避
到車頂，然後，屁股便跌撞回到木椅上；嚴重的發
都踫撞到車頂，然後，屁股便跌撞回到木椅上；嚴重的
奇趣，雖然如此，也沒有人頭暈嘔吐，司機靈巧避
丘區時，開到近深溝處，汽車似有突然傾覆向下之
過深溝，真是技術一流。正是：昔日乘車越障過沙
生頭暈嘔吐，其苦難言。現代的交通車都用汽油，
發生頭暈嘔吐，其苦難言。現代的交通車都用汽油，動
過深溝，真是技術一流。正是：昔日乘車越障過沙
勢，司機卻迅速扭轉方向盤而向著鄰近的沙丘衝上
丘，提心吊膽，驚慌吃苦頭，如今卻是尋找刺激樂
動力大，坐軟席，乘客都繫上安全帶，十分舒適。
力大，坐軟席，乘客都繫上安全帶，十分舒適。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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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稚園玩滑梯板呢！
而發出悅耳的響音而得名)
。人們從沙丘頂滑下到
高。本地人並不多，反而遊客卻不少，從而增加消
山腳，其樂趣勝過兒童們在幼稚園玩滑梯板呢！
費和收入，發展沙漠的經濟。例如我曾旅行”絲綢
現在眼前的迪拜沙漠，汽車在大小不平
之路” ，在新疆時經過吐魯藩，有鳴沙山奇景(因
的沙丘上行駛，勢必有很大的跌蕩。記得在抗日
為當地有風從地上吹，將山麓的散沙隨風向上滾動
而發出悅耳的響音而得名) 。人們從沙丘頂滑下到
山腳，其樂趣勝過兒童們在幼稚園玩滑梯板呢！
現在眼前的迪拜沙漠，汽車在大小不平
的沙丘上行駛，勢必有很大的跌蕩。記得在抗日

遊迪拜憶往事

作者背後是七星級帆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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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稿
穎社跨越64載暨同學畢業50周年

66/67 馮漢強

慶祝穎社跨越64載暨同學畢業50周年, 全球穎社同學匯聚香港, 為期長達二週的
活動在2016年4月13日晚上,揭開序幕.周國平兄在一年多前開始策劃這個盛會, 振臂
一呼後得到各地同學一呼百諾的熟烈响應, 再獲十數位香港同窗共同組成籌委會, 同
心戮力下玉成這盛事, 功不可沒. 參加這次活動同學們, 無言感激之餘, 於此再向他
們致以衷心的的謝意.急不及待的同窗, 下午四時稍過即魚貫到場, 負責接待的同學
立刻把手寫的名牌與綠色印上培英中學與校徽的彩帶奉上. 白綠相襯, 意思得很. 很
多是五十年不見, 但肯定不會五十年不變, 相逢原是曾相識, 祇看名牌知是誰, 籌委
們的細心, 撃節讚賞!佳餚不及美酒, 美酒昇華昔日同窗之情,携來珍藏者, 供諸同好,
雖是點滴, 意暖盡在心頭. 言笑晏晏, 説不盡的離情别話尚有十餘天可以暢所欲言.
美食過後, 彼此群集拍照留念, 帶着愉快心情别去.參加首次團聚晚宴達 112 人, 嘉
賓有專程由加拿大返香港參加的陳雅纯老師(1954 憲社), 杜鑄安老師和方鏡熹老師,
校董會致送紀念品（碟） 校董會李偉庭主席, 香港培英林淑芬校長, 香港培英校友會柳勤榮主席, 沙田培英校
友會許綺文主席, 沙田培英四位校友, 十一級社同學和穎社同學 70 人. 發揚白綠一家親精神, 不遺餘力.

接踵而至的項目及参加人數:
2016年4月15日至22日山西8天游 ( 63人)
2016年4月23日星期六 元朗盆菜宴 ( 130人)
2016年4月25日星期一校慶晉升金禧元老晚宴 ( 103人)
2016年4月27日第二次團聚晚宴 ( 62人)
籌委會委員

陳雅纯老師與1960年學生合照

穎社跨越64載暨同學畢業50周年金禧同學合照

參與穎社跨越64載暨同學畢業50周年金禧同學大合照

祝

賀

穎社跨越64載暨同學畢業50周年環球團聚
舉辦成功

當時祗道尋常事 而今回思更有情
馮漢強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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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稿
白綠楓訊簡訊
*

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15日

張金雄、張雯霏校友 ( 67駝社 ) 榮昇岳父母。
3月27日千金出閣，社友齊往酒家祝賀。

* 滿地可曹秀霞校友 (67駝社) 年初返港
與方鏡熹老師、杜鑄安老師及社友們茶聚。

* 陳輝齡、巢國容校友 (71基社) ，於復活節期間
返港渡假，與基社同學飯聚言歡。

香港培英校友會2016年春，汕頭美食遊。

蝦跳魚躍小河溝

71’台基

彭國華

我的家鄉在珠江三角洲水鄉，村野的田疇阡陌間，塘、泊、湖星羅棋布，河、渠、溝縱橫交錯，古往今來的文
人墨客，都把它描繪爲土肥水美的魚米之鄉。少年意識裏的“魚米之鄉”，可能就是地裏有稻米、河溝有魚蝦的緣故
吧，而我最神往心動的，是河溝裏那永遠也撈不完的魚蝦。
田疇阡陌間那些用來引水灌溉用的小河溝，在南方水鄉其實壹點也不起眼，寬和深大多也不過兩、三尺，膝蓋以
下的水深，因年代久遠，兩壁水草茂密叢生，以及曠日持久積澱下來的各類腐敗生物、微生物，形成了溝底厚厚的淤
泥，又惠澤了野生魚類得天獨厚的棲息地。
溝小水淺，卻處處都是臥虎藏龍之地，孩童時期我就可據經驗“看水斷魚”，水渾濁的河溝，是魚蝦在下面搗騰
的結果，此時只要隨意截取壹段，在河溝兩頭用泥巴堵住，然後把水流幹，便水退魚現，各種小魚在溝底的淤泥蹦跶
跳躍，好不熱鬧，什麽“銀雪白”、“青烏黑”、“七彩花”，有名字、沒名字的等等，很容易便統統捧到竹簍裏成
爲囊中物。
逮完淤泥上面的小魚小蝦，然後循序扒開溝底的淤泥，再擒隱藏在泥巴底下的黃鳝和泥鳅，幾乎每扒壹、兩下，
黃油油、胖都都的泥鳅、黃鳝便騰地竄了出來，手疾眼快下，使出“鷹爪功”，獵物便應聲入簍，用不到壹個時辰功
夫，便把河溝裏的獵物收拾個遍，心滿意足地提起沈甸甸的魚簍子回家。
到家後，把鐵鍋燒熱，將小魚煎熟至兩面焦黃，除了加點鹽外，幾乎不需要添加其他調料，便奇香無比，吃在嘴
裏那種酥脆噴香的鮮美感覺，在那個年代可說再沒有什麽比牠更爲好吃了，現在每每想起不免吞口水。
每逢春夏，河水潺潺，是這些小魚蝦最旺盛的季節，壹有空我就帶上工具到地裏的河溝中轉悠，看准哪個河溝
有“貨”便動手，經觀察總結，幾乎都可手到擒來，滿載而歸，在那個低水准的艱苦年代，差不多每天都有壹盤這樣
的小野味佐餐，加上自己種的蔬菜，都不用再發愁去買什麽別的菜肴了。
更令人稱奇的是，小河溝裏終年流水淙淙，魚蝦不斷，今天剛搜羅過的河溝，過壹、兩天再光顧，依然又是魚蹦
蝦跳，小小河溝年年代代演繹著地球上物質不滅的永恒傳說，像變戲法似的，總有逮不完的魚蝦，故也常納悶這魚蝦
到底哪來的？最簡單的答案該是老農們“有水就有魚”的經驗談吧。
只是可惜，我們沒有感恩和珍惜這樣的無私饋贈，在生命繁衍和生活發展進程中的過度“索取”，生物鏈終不堪
其擾，繃斷了。如今家鄉小河溝裏再也難覓魚蝦的蹤影，它曾演繹的輝煌已寂然落幕，取而代之的是不忍目睹的汙泥
濁水和使人掩鼻而去的不快，往日魚躍蝦跳的歡騰景象，終至成爲停留在腦際壹道深沈久遠的美麗回憶。

答案: 01. 奉
11. 省

02. 肯
12. 丁

03. 古
13. 等

04. 焱
14. 聲

05. 觸
15.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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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白 07. 認
16. 焚 17. 瑰

08. 賀
18. 競

09.坎
19.翠

10. 斥
20. 重

校友來稿
香港培英何去何從

67’駝社

馮漢強

近半年來收到各地校友會, 校董會, 校友們公開信, 與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違約協議書, 個別校友和聯署支持
培英取回辦學權信等.各抒己見.有指責, 有漫駡,有剖白,有按事論事,也有表示支持,洋洋大觀 (請参閱是期附件), 看
至眼花繚亂. 有謂片面之詞, 不可盡信, 現得悉一切,必須重新過慮和分析.身處海外, 由各函得悉校董們有爭端, 港
培校友會上屆主席離任後, 網頁與資料全被消失,區會藉口應沙培持份者要求, 把沙培分割出去, 成立了法團校董會,
但會内無一是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司董事.並言“辧學團體的身份是教育局所賦予的(註: 事實是培英邀請區會辦學) ”,
這是校友目前至需要明察和關心的問题. 培英不能被分裂,白綠是一家, 團結一致, 要為培英克服困難, 討回原是自己
的, 常言有云兄弟鬩牆, 外禦其侮,不論校友們誰是誰非, 衹要你是培英人, 即要挺身而出, 秉棄成見地去支持香港培
英向違約的區會, 爭取交還辦學團體權.
區會至今仍未處理辧學權移交事, 並間接把華富邨的培英弄至每況愈下,責任無可推御. 誠非培英人樂見.前任港
培校長,不由區會安排,由校董會選出, 結果2015年成績大為進步, 考入香港大學二人, 樹仁大學一人, 國内大學三人,
赴台升讀大學七人及香港各學院三人. 與某些校友到處散佈謂只考讀得副學士, 誤導校友, 絕然不同. 惟校長事有所
成後卻因是非纏身, 被迫引退.
香港培英何去何從? 視乎各校友的同心戮力去支援. 還是袖手旁觀, 仍是那句”兄弟鬩牆, 外禦其侮”, 心平氣
和之際, 發揚白綠一家精神, 希全球各地白綠兒女各發一個備上姓名,级社的電郵到
info@pyaa.org.hk 註明支持
香港培英取回辦學權
香港培英已被蠶食及分裂中, 唇亡齒寒,得不到各校友支持, 勢被鯨吞, 有噬臍莫及之虞!
敬請鼎力支持, 為母校的完整而努力, 謝謝!

尊敬的培英體系學校校長、培英中心同仁、各位培英校友：
培英137周年校慶到臨在即，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簡稱香港培英）董事會同仁，謹在這裏感謝各位一直以來
愛護母校的心意和付出。
香港培英自國家將所有學校收歸國有，國內不存在有培英的時候開始，就肩負起承傳培英的責任，成為培英辦學
的總部。自各體系培英逐一恢復校名開始，香港培英董事會一直都是培英體系學校的領導。 香港培英董事會每年都委
派不同地區的培英學校籌辦校慶慶祝活動，并予以資助。香港培英董事會主席，一向是所有校慶活動的最高領導。但
今年江門培英籌辦的慶典中，香港培英董事會主席竟被拒於主禮人的門外。我們對這種違反傳統的安排，深感驚訝，
同時極爲憤慨！
我們不排除有人故意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簡稱區會）擡舉為兩所培英學校的法定代表。事實上區會是香港
培英在上世紀50年代邀請來協助辦學的團體。在2013，區會已與香港培英簽訂協議把「辦學團體」的身分交還培英，
但卻背信棄義，一直拖延執行，還單方面暗中把沙田培英分裂出去。區會和其合夥人的所作所爲實在令人髮指！
如此違反傳統、漠視憲章的校慶慶祝活動，本董事會暨香港培英中學決定不會出席由江門培英校慶活動執委會舉
辦之慶典！特此通知。
香港培英中學董事會主席 李偉庭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一群沉默而實幹的培英人──致全球校友書
我們都知道培英是那夏禮博士（那公）于1879年在廣州花地創立。香港培英是廣州培英于1937年在香港設立的分
校。由於時局變遷，香港培英承傳了那公教育事業的血脈，于40年代末在香港註冊爲有限公司，定名爲香港私立培英
中學（即現時香港培英）。其後國内所有培英都一一易名。香港培英遂成為培英體系的總基地。
香港培英在50-60年代，以堅毅的精神，把培英拓展成一所知名的中文學校。在60年代中，香港培英爲了傳頌那
公的恩德，開始籌建一所百年紀念學校。當時的經濟環境并不充裕，學生們負擔的學費已經比官校爲高，老師的待遇
又偏低，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于在創校百年紀念的前一年（即1978年）， 建立了沙田培英。時至今日，沙田培英除
政府資助的日常經費外，大都由香港培英有限公司提供。正因培英有限公司的無私貢獻，才得以成就今日傑出的沙田
培英中學。
80年代初，香港培英又再次籌集出巨額資金，給國内有關單位，恢復了廣州、西關、江門、台山各地培英的校
名。
培英人的付出，衹因愛母校，愛後繼的培英人，未想過要得到任何回報。又爲了持守校祖以基督的愛心辦學，于
50年代中，邀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暫爲辦學團體。今天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不單不依協議把辦學團體交還香港
培英，更強行把由香港培英艱辛建立的沙田培英分割出去。
香港培英還有出資主辦歷年的校慶活動（包括130校慶），全資建立溫哥華培英中心，及每年注資給培英體系學
校持續發展有限公司（簡稱：培英持發公司）支援各地校友。而每次籌款，各地校友都紛紛積極響應，充分體現出白
綠一家的精神。
在購置培英會所時，香港培英又投入了一筆主要資金，使交易能夠完成。培英會所出售后，香港培英又不取回分
文，而讓所有款項投入培英持發公司。我們懇請培英持發公司公開財產來源及交出核數師報告，以澄清在各地校友中
所云有人在爭權奪利的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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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稿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培英)致全球校友書
各位關心培英母校的學長們 ：
近月以來，全球各地學長詢及有關母校發展近況、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以下簡稱區會)侵奪培英兩校「辦學
權」等事。為免校友們對事件有所誤解，本人特以培英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名義(並董事會同寅)，向全球校友竭誠披
露真相，申明吾儕同心護校(護母校資產、護母校辦學權)之決心。
回溯溫金銘校長主政時期，培英有限公司為確保母校以基督教精神辦學，遂邀請區會協辦培英中學，並在15 席
董事中給予區會8 席；但學校的開辦經費及運作，實際全由培英有限公司負責，而區會則向教育署登記為「辦學團
體」。(註：沙田培英中學除興建黌舍外，至其開辦費用及歷年資助辦學經費，超過三千萬，均由香港培英支付。)
惟據 2004 年教育(修訂)條例，「辦學團體」需對辦學團體擁有的資產及使用，保持全面的控制，因此區會即時
失去其為「辦學團體」的資格，於是雙方協議，將「辦學團體」交還培英(附協議書副本)。詎意簽定協議書前，2012
年，區會曾不動聲色，擅自向教育局填交兩培英「法團校董會」組織表格，成員盡是區會人士，無一培英董事，則其
司馬氏之心，早已昭然若揭矣。及後，於2015 年7 月，由區會單方面以辦學團體名義成立「沙田培英中學法團校董
會」（手續已辦妥）；該法團校董會中，辦學團體所佔的8 席校董，全部由區會代表擔任，培英有限公司佔0 席。換
言之，區會肆意鯨吞沙田培英中學，培英38 年所付出資產心血，全然無端慘遭掠奪。是可忍耶！不可忍耶！
至若全球校友亦詢及有關胡美三興起訴訟事宜：事緣2014 年胡校友在出席有限公司會員大會後得悉有關「金銘
樓翻新工程嚴重超支事件」，並懷疑事件中有董事違法進行工程，同時對部份董事資格存有疑點，遂向法庭申請以「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的名義控告其中三位涉事校董。董事會中人亦有同感，同樣憤慨，但鑒於校董成員彼眾我
寡，無可奈何而已！今胡校友護校愛校，不畏財勢，維護法紀真理，本人當代表
本公司致以萬分謝意。 各位校友學長們，培英有限公司董事會現正處於多事之秋；區會強搶沙田培英，別有用
心者更向海內外散播種種謠言，離間校友，只希望謠言能止於智者；董事同寅們只憑一顆愛校的心，排除萬難，努力
向前拚鬥，人神共鑑，且冀盼各位明察！今日培英景況，正如詩經所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
悠蒼天，彼何人哉？」我們信神仍賜福與眷顧培英的。誠心所願！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培英) 與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區會)
協議書
1.保證培英中學及沙田培英中學(兩所培英中學) 永遠為基督教學校。
2.確保培英中學及沙田培英中學持守自校祖那夏禮牧師創校以來的「信望愛」校？及「白綠」精神。
3.培英確保會邀請區會委派與培英相同人數代表出席兩所培英中學的法團校董會，以體驗彼此尊重與互相合作。
4.兩所培英中學的法團校董會校監必須是基督徒，分別由區會代表及培英代表經董事會選舉出任。
5.兩所培英中學的校產乃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所有。
6.培英歡迎區會所屬兩所堂會基和堂及基富堂繼續在沙田培英中學及培英中學內運作。
7.區會執行委員會通過培英中學和沙田培英中學的辦學團體轉為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並於2013年8月10日或
以前，去信教育局通知有關辦學團體之轉變，而本協議書的所有條文均於教育局批准辦學團體之轉變後即時生效。
8.區會承諾會根據教育局指示盡其所能協助培英獲取教育局批准及登記為該兩校辦學團體。
9.此協議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律訂立，如有爭議，必須根據香港法例解釋及受香港法院所
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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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李偉庭主席致全球校友書的回應］
仝人捧讀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李偉庭主席發出致全球校友公開信後，悲憾交織。母校當前所面對的
問題盤根錯節，匪夷所思。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和香港培英 中學有限公司於爭奪華富邨培英和沙田
培英兩校的辦學權互相攻訐，對簿公堂，耐人尋味，不啻一宗近年香港教育史上最大的醜聞，更惹來社會
各界人士的嘲笑和鄙視。我校百年校譽遽爾因此而毀諸一旦，感慨萬千，培英門生豈不痛心疾首，長嗟短
嘆。
鑑於區會與有限公司在商討辦學權的過程中如何失去互信，校董會董事間之傾軋，皂白難分；校友能
洞悉者僅鳳毛麟角，以致部份校友以偏概全，憑瞎子摸象的方式判 斷事態。近日目睹耳聞，北美多處校友
穿鑿附會，盲目對壘，如此延續下去，母校聲譽只會不斷沉淪，萬劫不復，徒然導致校友之間分門作派，
節外生枝，於事無 補。
為釋全球校友的疑惑，我們提議從速由有限公司聯同區會發起全 球校友公聽會，讓雙方陳述對事件
的立場和解答懸疑，庶可澄釋校友們的困惑，同時讓與會校友參加商議，集思廣益，為母校的發展出謀獻
策。雙方代表如能秉持公 義與公正，以基督教的精神進行審議，當可冰釋校友及社會各界人士的疑惑，挽
回培英校友的信心與支持。與其各執一詞，同室倒戈，不如平心靜氣，依據事實、講 求道理以解決問題。
真理越辯逾顯，理直始能氣壯。公聽會能否成功召開，全賴區會與有限公司是否能開誠布公，效基督無私
奉獻的精神，為培英之前途謀取福祉。 我們相信，全球校友都將拭目以待雙方對設立公聽會議的反響，事
在人為，曲直自解。迴避諮詢會的一方必然會導至被教育界以至全球校友無疑其理有所虧，隱作圖 謀。
奉勸區會和有限公司，培英之承存與校譽玆事體大，爭辦學權不應是為爭名奪利或篡攬權勢，而應是
爭取要辦好培英的意願與效能，冀可妙手回春，挽救香港培英於危難一刻！
聖經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又有甚麼益處呢？」願與區會和有限公司諸君共勉！
黃 創 (1957 年成社)
植祥堅、高繼標 (1973年安社)
同敬啟

憶母校今昔之情

陳煜坤書

香港培英中學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乃港島聲譽卓著，為社會育才之私立名校，僅憲社一級即
孕育出七名博士，人才濟濟。不圖溫金銘校長退休後，學校之景況 急轉直下，學子聞而卻步，以至近年遭
遇險臨殺校之厄運，良可概也。冰封三尺，豈緣一日之寒？目下區會與有限公司雙方辯爭方興未艾，眾校
友如墮五里霧中，[白綠一家親] 之口號徒具空談。
現在香港社會人士對香港培英中學的評價，一看下列互聯網上所錄可得端倪：
問：香港仔培英中學如何？請問好不好？
答1：培英由以前係西半山,再搬去南區,名聲好似未好過。
答2：校風很差，學生上堂睡覺，偷o野 、食煙 、講粗口 樣樣齊。
答3：我昨天剛好放假回我自小長大之地地方 : 華富村, 可能我平時唔會去此區, 去都是大時大節, 見
唔到D學生放學情形, 昨天一見, 好可怕, X英及莊XX d學生, 不僅是外表/頭髮出位, 食煙, 粗口, 男女生
拍拖, 入大廈都不停食煙, 真是不明白現在華富村住D甚麼類形父母, 可以出到咁出眾年青人.學校為怕殺
校, 容忍D學生行為咁猖獗, 真是有仔女都唔好比佢地讀這2間學校, 誤人子弟.
現今香港培英中學之聲譽如此狼藉，致使校友面目無光，羞認乃該校之校友。

美西培英校友對一小撮校友破壞校譽和分裂培英行為的感言
美西培英校友會
最近由於幾位香港培英的校友製造事端,要用培英校產將香港培英校董會和幾位對培英忠心耿耿的校友
告上法庭. 幸好法官明辨是非,痛斥攪事者忘恩負義.(這是我會校友在聽庭審時親耳聽見), 並判攪事者敗
訴, 要付雙方堂費. 這本來是惡有惡報大快人心的事. 可是經傳媒報導培英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官司. 培英的
校譽受損.世界各地的培英校友痛心疾首, 紛紛來函表達他們對這幾個敗類的行為不齒. 美西培英校友會的
校友們也對那些破壞校譽, 違反”信,望,愛”的行為表示無比憤槪.
記得2009年慶祝培英中學成立130周年之際,在香港培英校董會和培英校友聯會的號召和領導下,各地校
友踴躍回港參加慶祝活動. 我會也有33位校友報名. 世界各地共有超過400位校友一起參與. 5月6號九輛大
巴士浩浩蕩蕩地從香港開去台山,江門,廣州. 參加台山培英, 江門培英,廣州培英,西關培英的慶典. 沿途還
有警察開路, 盛況空前. 然後齊回香港參加沙田培英和香港培英的慶會. 5月11晚還在香港會展中心筵開
136席. 在那七天裡,大家無論從那一間培英畢業, 見面都像久別重逢的親人,有說不盡的話題, 歡聲笑語不
斷 . 此情此景畢生難忘, 臨別依依,大家相約140周年再見.
當時三藩市的其他校友會都非常讚揚培英人的團結和有一個英明的領導團隊. 信 ,望, 愛是培英的校
訓. 多年來各培英分校的校友都親如兄弟,無論在世界各地,都彼此扶持. 我們都以身為培英兒女而骄傲.
137年前校祖創校, 前輩的老師努力耕耘教育出無數人才,使培英成為學子們向往的優良學府. 那一小
撮人攪風雨,官司已傷校譽, 並將培英人的團結撕裂. 尤其香港培英中學更被一些無心辦學的有心人搞至每
況愈下,面臨殺校危機. 我們真的不願校祖和前輩們的心血毀於一旦. 希望那些人懸厓勒馬,不要再做傷害
培英的事. 不要做破壞培英團結友愛傳統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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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校友聯會、培英體系學校持續發展有限公司、培英體系學校校長會議記錄
日 期：2016 年1 月8 日
時 間：下午5 時
地 點：廣州西關培英中學
出 席：蘇棉煥醫生、蔡建中教授、陳宜校董、曾集祥醫生、廣州培英張瑞凱校長、
西關培英劉曉玲校長、台山培英金雪龍副校長、江門培英初中農廣鐘校長、
江門培英高中陳子樂校長、江門培英小學呂毅玲校長、江門培英幼稚園鄭小婉園長、
香港培英林淑芬校長、沙田培英陳麗芬校長
列 席：西關培英校友會溫榮錦主席、培英校友聯會鄭靜秘書
記 錄：鄭靜
會 議 記 錄
(1) 陳宜校董宣讀是次會議內容，詳情請看附頁。
(2) 蔡建中教授發言：補充沙田培英中學法團校董會成立的原因及過程，「法團校董會」是按香港教育局的
條例而成立的，現在香港凡政府津貼的學校，除原有的校董會外，必須成立每一所學校一個獨立的校董會，成員
包括辦學團體派出八位校董，其餘由校長、老師代表、校友代表、家長代表及獨立人士等共同組成。三年前教育
局已敦促香港培英校董會為香港培英及沙田培英成立「法團校董會」，並定出成立限期，惟李偉庭主席一直未有
處理此事。
沙田培英為要趕及在教育局定出限期之前成立「法團校董會」，故由師生、校友及家長去信教育局要求以「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為辦學團體成立「法團校董會」，教育局接納申請，沙田培英最終得以順利成立「沙田
培英中學法團校董會」。
今年培英137 校慶由江門培英四所學校聯合主辦，校友聯會負責統籌工作，在處理校慶事務上，各位校長請
與鄭靜秘書聯絡。
我捐了港幣柒佰萬圓給培英體系學校持續發展有限公司，主要是用作贊助培英體系學校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我並不擔任該公司的董事職務，因為捐款人不應參與公司的事務，這是我一貫的想法。現時公司又加入了「培英
會所獎學金」及「余瑞礎教授獎助學金」，增加了頒發獎學金的功能。由於公司將捐款購買了股票，每年能獲發
股息，故公司成立五年以來，仍能為培英各項活動提供贊助款項。
(3) 陳宜校董表示因不能代表蘇棉煥醫生發言，故請蘇醫生說明是否仍擔香港培英中學校董會校董。
(4) 蘇棉煥醫生回答：我已不擔任校董了。
(5) 曾集祥醫生發言：我在這件令培英人傷心的事件中，並無角色，只以作為白綠兒女的身份談談感想而
已。校史告訴我，由於事局動盪，漫天烽火漫延華南，1936 年母校校董會派洪高煌校長持葉啟芳校董會主席信
件，到香港找中華基督教會青年會傅世仕協助建立香港分校，並由正校廣州培英中學撥出港幣壹萬貳仟圓作為開
辦學校費用。1937 年，校董會遷港，其中有關恩佐、葉啟芳、汪彼得(中華基督教會)、胡翼雲、王德光、一名
同寅會傳教士及倫敦駐港代表Frank Shou 組成。
在內地培英學校未復名時期，內地培英學校畢業生來港後，都以香港培英中學為中心，故香港培英中學廣納
廣州、台山、江門等地之培英校友。香港培英校友會也是由內地培英校 友聯同當時之香港培英校友組成，內地
校友多人，包括何鴻惠醫生、許康傑校友、本人等均擔任過主席，並任校董一年。
「培英會所」也是由各地校友熱心捐款購買，海外校友中以台山培英出力最大，香港培英鄭偉志最買力氣各
處奔跑。
白綠兒女齊心一致，無分地域之赤誠，使全世界校友視香港培英為一面令人振奮之旗幟，我心目中也有如此
想法。
因此，最近發生之事件已使這一象徵意義消失。我十分期望香港培英有朝一日能像培英137年光輝歷史重
現，其校務能更上一層樓，不要再無謂消耗本應用於教育事業發展的一切精力。
(6) 廣州培英張瑞凱校長發言：培英有 137 年歷史，此事對培英來說只是一個小插曲，一定能順利度過，
希望大家團結一致，繼續為培英的教學而努力。
(7) 沙田培英陳麗芬校長發言：過去這一年多以來，學校花了太多的時間處理法律事務，希望此事過去之
後，學校能集中處理教學事宜。
(8) 香港培英林淑芬校長發言：我上來是學習的，我沒有說話要講。
(9) 台山培英金雪龍副校長發言：我自 1991 年來台山培英工作，二十多年來，我對培英一家親深為感動，
希望培英能繼續以往的傳統精神。
(10)西關培英劉曉玲校長發言：這件事對培英不會有太大影響，西關培英已得到教育局的應允，撥款籌備興
建新校區，對培英能繼續發展充滿信心。關於「沙田培英中學法團校董會」，請解釋「法團」二字的意思。
(11)沙田培英陳麗芬校長回答：「法團」二字是「法人團體」的意思，即在法庭上，該校董會的全體校董為
「法人」。
(12)江門培英初中農廣鐘校長發言：培英體系校長互相之間的感情很好，不會因為此事受到任何影響。尤其
是江門培英的四位校長，經常互相溝通，互相照應。在137 校慶事宜上，應否繼續與香港培英中學的柳勤榮校董
聯絡，是否由聯會協助發出邀請函給海外校友參加校慶活動，校慶活動的贊助費用等多項問題需要處理。
(13)蔡建中教授回答：137 校慶由校友聯會負責聯絡及協調，給海外校友的邀請函可由聯會協助發出；校友
聯會亦會聯絡柳勤榮校董，在校慶事宜上作出協調，日後會通知各位校長如何協調工作。在財政上，若香港培英
中學校董會願意贊助港幣三十萬元作校慶活動經費，聯會及培英體系學校持續發展有限公司會將贊助餘下不足之
數；若香港培英中學校董會沒有撥款，則聯會及培英體系學校持續發展有限公司會將會全數贊助校慶活動經費，
請各位校長可以放寬心情，盡力做好137 校慶，希望做得比以前更好。
(14) 會議於下午 6 時10 分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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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ssage from Jack W. Lee at the occasion of the 137th anniversary
of foundation of the Pui Ying Secondary School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Pui Ying Secondary School:
Dr. So Min Woon, Dr. Lee Wai Ting,
Rev. So Shing Yit Eric, Dr. Tsang Chap Cheung
Chairman Mr. Choi King Chung, Director Mr. Joseph Y. Chan
Principal Ms. Lam Shuk Fun, all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ear Members of the Board,
Dear Chairman of the Pui Ying Alumni Alliance
Dear Chairman of the Pui Ying Alumni School of Hong Kong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our school, every 24th April of each year, there is always a
great celebration. In 2016, we do celebrate the 137th anniversary of the Pui Ying School. Today, I am proud to be part of
to these celebrations by sending you this message of congratulations and best wishes for continued progress, success
under the spirit of Faith, Love and Hope, with the green and white colors, the same as the American Coat of arms.
I also wish to offer an expression of admiration to the founder of our school, Rev. Henry V. Noyes, an American
missionary. Since 1879,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students have been raised in different professions, some of them
with great success and well-known recognition, for which we should be proud of being part of the Pui Ying School.
During these past 137 years, a great number of u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much of hardship and dificulty and, ever
since, we overcame them with dignity.
Today, as an active alumnus who since came out of the school,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re is a time to be born,
There is a time to offer love.
There is a time to die.
There is a time to endure war,
There is a time to suffer hate,
There is a time to promote peace.
There is a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which one should never get stuck. There is always a solution that should be
found to solve a problem. So bear in mind that light will always be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lumni, our school owns a tremendous history as much disciplined institution, one of
high standards of lessons in foreign languages, especially in English. Pui Ying students, after being graduates, could
pursue without any problem further studies overseas for any profession they wished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and well known throughout the world.
Please allow me to mention to mention that Hong Kong is an island and Kowloon is a peninsula, situated right at
the mouth and neck of the door of mainland China. Every day,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traders, businessmen of all
kinds come to Hong Kong for many reasons, and therefore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Therefore English is the
common and daily language, and all schools must put the emphasis on English, for bread and butter; no matter who is
the government and what politics are applied, it will be the same.Since the early 1990s, the Hong Kong Pui Ying School
has relocated to Wah Fu Road, Pokfulam, Hong Kong. Ever since, students are not as interested as they were in the old
location – Babington – which is right in the commercial center of Hong Kong, where head ofices of the world are located
right nearby and behind which high-class, high-income and well-educated residents live.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1978, our school has opened a new location called Pui Ying College in Shatin New
Territory. I was there at the oficial opening. This so-called Pui Ying College concentrates more in English. Now it is a
very well-known school that doesn’t need to worry about having enough students. These new developments of our
school mean that people in Hong Kong favor the study of English or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as means of survival and
living. Now, we must take a new look at the system and policy of the Pui Ying School in Hong Kong. Does it match with
the needs of Hong Kong’s population and business community? If we feel that the current location doesn’t deliver the
same results as the former location on Babington Street in Hong Kong’s commercial centre, and the English stand is
not high enough to meet the citizens’ needs, then we must change it, and make the decision to RELOCATE to a new
development district as we did decide previously for the Shatin Pui Y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ose are my wishes and hope on this 137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Long life to Pui Ying!
Jack W. Lee, C.M., C.Q.
Member of the Order of Canada
Knight of the National Order of Quebec
Honorary Citizen – City of Montreal
Co-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Canadians – Quebec region
Honorary Chairman of the Montreal Pui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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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対香港培英中學校友會內一小撮的校友及破壞全世界各地校友會團結的攪事者一
段忠告。
最近本會收到了幾篇遲來的文章，敍述香港培英中學校董會對2015年11月11日在校董會會議上一致贊
成連任的四位校董（蔡建中，蘇成溢，陳宜，陳麗芬）在2015年12月16日不按校董會會章及公司法序，推
翻校董會已通過的決議，不接納他們四人為校董的無理取鬧，分裂了校董會內的團結，破壞了「培英一家
親」的精神，還訴上了法庭，使校譽蒙羞。我會了解到這一小撮的人都是年輕一代的香港培英校友，請你
們不要忘記培英已建校已有137年悠長的歷史，在三十年代除廣州培英外，其他各地培英，只屬分校而已，
只有初中，沒高中。各地校友會，美西培英校友會已有八十多年歷史,美國各地校友會，除本會只有十五年
之外其它校友會都有數十年，而香港培英培英校友會在八十年代之前，都是老一代國內培英校友擔任正副
主席之職，而本會會長，也曾任香港培英校友會副會長達八年之久，一向相安無事，但為什麼到了現在這
一代，不但沒有團結各地校友會，反而攪出爭權，爭產，獨立之事呢，真使本會難已理解，十五年前，如
果沒有蘇醫生，蔡主席成立了聯會，出錢出力，不計較任何得失，團結，聯繫，鼓勵世界各地校友會，就
沒有像125，130，135周年校慶的盛典，他們實是居功至偉。
本會要請教你們這一小撮的香港校友幾點疑問：
(1).香港及海外各地培英校友會都是獨立團體,各會互相尊重,是次香港培英校友
會信中內容竟然干涉培英校友聯會會務,本會對香港培英校友會現屆主席及副主席等人之肆意妄為深表
遺憾!
(2). 你們為什麼不接納上述四位校友入香港培英董事會做董事，理由何在？
(3).你們已輸了官司，被法官痛斥攪事者忘恩負義，為什麼不把判詞公告給各地校友會？
(4).你們対校訓「信，望，愛」及「培英一家親」的精神及香港培英，沙田培英的校歌內容，你們都
做到嗎？
(5).凡參加世界各地的香港，沙田培英畢業的校友，難道也要像你們對現屆聯會的七位委員一樣，要
你們批准才能入會嗎？難道你能把世界各地的香港及沙田培英中學畢業的校友都能踢出各地校友會嗎？希
望你們不要搞分裂，好嗎？
本會非常支持及同意聯會在2016年在廣州西關培英中學的會議內容及各位參加會議的發言記錄，更対
「美西培英校友會」的感言，十分支持，希望你們聼聼他們及本會的忠告，懸崖勒馬，不要再做傷害培英
的事，更不要再獨行獨斷，自以為是！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謹啟
2016年，3月10日.
Cc: 聯會及各地校友會

紐約培英校友會支持培英校友聯會，支持培英體系學校持續發展有限公司
培英中學自創建以來，白鶴洞培英是主校，其他分校是：西關培英，臺山培英，江門培英，沙
田培英，和香港培英。一直以來，校友們都遵循校祖 “信，望，愛” 的教誨，團結友愛，白緑兒
女，四海一家親。從來就沒有分開你我。
137 年來，我們培英校友都以此為榮。然而，樹大有枯枝。去年，香港培英曾有過一些令我們
海外培英校友感到羞恥的分裂行為。那時，我們海外培英校友很希望能有人出來修復這些不利團結
的言行。終於，培英校友聯會在蔡建中教授，陳宜董事，與曾集祥主席的帶領與努力下，在全體聯
會職員的支持下，挽救這一分裂局面。我們覺得是時候表達我們的心聲了。
我們紐約培英校友會成立了四十多年。有：廣州校友，香港校友，西關校友，江門校友，和臺
山校友。我們從不分彼此，我們互相幫助。不管是在工作上，生活上，或是在校友會的事務上，我
們團結，友愛，共同攜手，一起生活在彼邦。
我們認為，培英校友聯會，及培英體系學校持續發展有限公司，是一個聯繫世界各地培英校友
會及培英體系學校的組織，有助於白緑兒女團結一致，白緑四海一家親的精神。我們紐約培英校友
會支持團結，維護校祖的“信，望，愛” 校訓。我們紐約培英校友會支持蔡建中教授，陳宜董事
和曾集祥主席的倡導，為團結而努力。我們很贊同曾集祥主席所講的一番話。真的很痛心在培英校
史上出現這一事件。白緑兒女本來就不分地域，不分你我。大家應齊心一致，遵循校訓，重現培英
的光輝。
今後，我們紐約培英校友會更要與培英校友聯會，培英體系學校持續發展有限公司加強聯繫，
務使白緑兒女更加團結一致，將校友工作搞得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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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培英中學校友會信

主席 - 許綺文 (曉社)

敬啟者：得悉香港培英校友會於2016年2月1日致函各地培英校友會主席，其中內容涉及「沙田培英中學突然
單方面要求區會以辦學團體名義協助成立沙田培英中學法團校董會」事宜，但當中內容甚有偏頗，為避免誤會，
特此致函各地培英校友會，讓各位培英校友了解事情的原委，以正視聽。
自1978年創校以來，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區會）一直是教育局認可為沙田培英中學（沙培）的辦學團
體。因應教育條例的要求，各校須成立法團校董會。故本會於2013年11月獲悉沙田培英中學的辦學團體將由「區
會」轉為「香港培英中學」（公司），校董會組成的模式維持不變，依然由「區會」及「公司」委派代表擔任。
校董會眾成員將一如以往，繼續合力帶領學校發展。吾等當初認為轉換辦學團體，有助推進成立法團校董會，而
且區會與公司合作多年，故轉換辦學團體應不會為沙培構成負面影響。無奈接二連三的事件卻令吾等滿有疑慮，
憂心忡忡。
(一) 拒絕沙培校友成為公司會員: 現時「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的會員大多數由香港培英中學的校友擔
任，沙田培英卻沒有任何代表。雖然公司常務董事會於2014年12月9日已通過接納吾等申請成為會員，惟隨後於
2015年1月召開的董事會會議中，以原本不續任的會員仍然留任為理由而拒沙培校友於門外。
(二) 公司會員無理指控董事會成員: 有培英校友兼公司會員（現竟獲選為公司董事）無理指控董事會成
員，讓培英校董會捲入官司之中，事件更被報章刊載，直接影響培英校譽。此會員指兩位畢業於西關培英，
歷年對培英教育甚有貢獻的董事並非香港培英中學的校友，故並無資格擔任董事，又指他們在金銘樓維修工程
中不按法規辦事，故要求他們辭去董事一職。該會員於2015年5月入稟法院，指公司違憲，並申請動用校產以
控告有關董事及跟進相關法律程序。此案（HCMP 1122/2015）已於2015年8月13日審結，結果該名校友敗訴，
法庭書面判決書亦已於2015年8月31日發出。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夏利士指出原告人的證據及其大律師
的陳詞均沒有就公司的案情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答案。同時，原告人所指有關董事並非香港培英校友，故不符
合出任董事的資格，惟法官夏利士卻指出「此申索明顯是因為錯誤理解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所衍生的。」（原
文：As I pointed out at the first call over hearing of the summons this claim was based on a clearly
erroneous reading of the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原告人又未能證明擬被告人在管理裝
修工程的方法有令公司蒙受任何損失。更重要的是，法官指出興訟是妄顧校譽的舉措，判詞指出：「公司作為一
間營辦學校的非牟利機構，在某程度上其運作須依賴願意捐贈時間和金錢的人士，而非通過開展訴訟。此舉只會
帶來不良聲譽及阻止其他人士貢獻幫助公司的事務。」（原文：It seems to me relevant in this regard that
the Company is a not for profit organisation running a School which relies to some extent on people
being willing to donate time and money to helping in its operations. It is not going to be assisted
by pursuing claims, which are likely to attract bad publicity and discourage people volunteering to
help with its affairs.）
以上案情可見，該名校友兼公司會員竟肆意攻擊他人，甚至不惜賠上校譽。凡此種種均令我們對公司失去
信心，當想到它可能會成為我們的辦學團體時，實在叫人憂慮。為此，沙田培英中學校友會已於2015年8月下旬
致函教育局，要求沙田培英中學繼續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擔任其辦學團體。事實上，沙培不同的持分者當
知悉事情的原委後，亦已致函教育局，表達對轉換辦學團體的關注，其中沙培的教職員及家長教師會已致函教育
局，要求區會繼續擔任沙培的辦學團體，故此應該暫緩轉換辦學團體的決定。
(三)見證匪夷所思的會員大會: 作為培英的一份子，我們深受母校栽培之恩，本著「白綠精神」，希望能在
公司會員的崗位上參與學校事務，守望母校，為培英的發展略盡綿力。當董事會於2015年5月13日按公司組織章
程大綱及細則(章程)賦予董事會的權力增加會員人數至60人，並終接納吾等申請成為會員，吾等甚為雀躍，故而
滿懷誠意出席2015年12月16日於培英中學舉辦的周年會員大會。我們齊心參與，本欲與各位學長溝通了解，和衷
合作，豈料公司的董事竟然在會議開始時，即不予承認吾等會員的資格，還將我們踢出會員之列。更荒謬的是，
擔任培英董事會的書記陳麗芬校長的董事及會員資格亦同於當晚被取消。根據章程，沙田培英中學校長為董事會
的當然成員，沒想到一眾會員竟然投票贊成一個違反章程的議案！吾等十分珍惜培英人的身份，可惜在該次會員
大會上，各會員輪番責難，不斷強調沙田培英已經獨立，並借故褫奪陳校長的董事職銜及會員資格，將她排出董
事會及會員大會；還指出沙培校友沒資格留在會員之列，更沒投票的權利。正如 香港培英校友會於2016年2月1
日來函指出：「有限公司的會員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是不是因此要將所有異己摒於門外，以期操控會員大會
的所有議決？我們對此深感疑惑！
希望各位培英人知道，由始至終，我們只希望沙田培英能繼續秉承校祖創校的精神，成為傳道辦學、榮神
益人的地方。我們深願沙田培英的學生有理想的學習環境，健康成長；沙田培英的老師能集中精力在教學及扶
助學生成長的事工上，作育英才。我們實在不忍母校在無休無止的爭議中內耗。由於辦學團體可影響學校的發展
方向，又可操控學校運作，甚或校董、校長和教師的任免，倘若將沙田培英的辦學權轉交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
司），恐或會對學校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希望各位校友理解明白，以及體恤我們的處境。
順祝 / 鈞安 / 此致
各地培英校友會主席: 沙田培英中學校友會主席 - 許綺文 (曉社)
沙田培英中學校友
洪妍卿 (明社) 黃旭平 (明社) 黃振華 (明社) 鄭慧盈 (經社) 林堅恆 (道社)
楊錦銚 (鷹社)
曾 媚 (風社) 陳煒堅 (風社) 陳文豪 (揚社) 蔡智夫 (盛社) 林世添 (盛社)
2016年2月16日
副本抄送：校監蘇成溢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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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球培英學長們信

64' 萃社

李活明

香港培英中學 1964 年萃社畢業校友. 我目前僑居英國倫敦.我要求所有校友會, 將這封信向全球校友發放.
這封信相當冗長.但為求清楚交代真相, 及表達我個人的感受, 懇請各位關心母校的學長們耐性細讀.多謝 !
我和內子劉冠坤(也是 1964 年萃社畢業校友)四十多年前來到人地 生疏的英國謀生,由于埋頭生計,養妻活兒,無
暇顧及母校興衰. 近年退休後, 聽聞母校面臨收生不足,教學發展困難重重等消息. 回想昔日在校時的光輝歲月, 使我
百感交集, 寢食不安. 我希望能盡綿力, 幫助母校, 走出困境.
最近, 從不同渠道得悉幾件相當不如人意的事情發生.其中有關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 與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
會就 '辦學權' 屬誰一事, 發生糾紛. 相信很多關心母校的校友, 對以上事件, 亦略有所聞.
由於謠傳處處, 眾說紛紜, 各說各話, 真偽難辨. 為解疑團, 趁我於2016 年 1 月份回港省親之便, 親自多次
接觸涉事關鍵人物.經詳細瞭解及理性分析後, 正考慮如何將實情公諸於世, 向各位校友交代, 突接獲香港培英中學
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李偉庭醫生, 致全球校友的公開信,及其附件 ( 即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與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
會, 在 2013 年 8 月 8 日 雙方簽訂的協議書副本 ).不過, 對培英組織結構及涉事人物毫無認知者, 看完李醫生公
開信後, 仍會有點理解不足. 故此, 本人藉此公開信詳述各項事件, 希望各位能夠知悉事件更清晰的脈絡.
現將各事件的始末及我個人的感受, 與各位分享, 以正視聽.各位曾受業於培英的學長們,在嚴師多年的薰陶下,
均具高度智慧,更能明辨是非, 萬勿曲解真相, 被有心人所乘, 將母校推落深淵.本人僅以至誠, 盡我所知述說, 以下
內容, 全屬事實, 並無虛構 !
在未交代事件前, 我先將母校的結構及有關組織單位, 簡略說明一下, 希望幫助各位瞭解實況.
1.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
相信很多香港培英校友(包括本人), 從未知悉有'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 這一個組織機構.
1)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 在 1951 年成立. 有不多于五十位會員. 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必須是基督
徒. (校友會代表除外).
2) 根據會章,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的董事會, (亦即當時的校董會), 管理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的財政和香
港培英中學(以下簡稱 "港培 ") 的校務.
(備註 : 2004 年, 政府修訂教育條例, 規定各學校必須成立法團校董會, 以有別于現存的校董會.當個別學校各
自成立法團校董會後, 董事會管理財政,而法團校董會管理校務. 請參閱下列 : 辦學權糾紛. )
3) 董事會/校董會有十五位董事/校董 : 八位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委派. ( 已佔大多數 )一位由香港培英
校友會派出代表.六位由會員大會選出.
4) 如有會員出缺, 基督徒可按章申請, 經董事會通過, 方可正式成為會員.
5) 1978 年, 開辦沙田培英中學, (以下簡稱"沙培" ), 以英語教學. 于是,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同時擁有及管
理港培及沙培.兩間學校由同一董事會/校董會管理, 但在教學上, 兩間學校各自獨立運作.
6) 1985 年,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修改章程, 增加兩位董事席位. 董事會合共有十七位董事, 即加入港培及沙
培兩位校長為董事.
7) 1992 年, 開辦溫哥華培英中心, 亦由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董事會管理. 至此,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全資擁
有旗下的三間機構, 均由董事會直接管理.
8)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董事會的現任主席是李偉庭醫生.
2.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以下簡稱 '區會')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與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從來沒有從屬關係, 只是兩個獨立的有關團體. 區會
於 1952 年後, 才在香港註冊, 較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成立還要遲.由于母校以基督教精神辦學, 母校初期, 早於溫
金銘校長年代,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已邀請區會協助辦學. 其後區會於 教育局登記成為港培的辦學團體. 其後沙培
成立, 區會亦登記成為沙培的辦學團體.數十年來,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與區會保持友好關係. 現時校監也是由區會
代表牧師擔任.而且, 區會代表在董事會/校董會仍然佔有八個席位.區會雖然是辦學團體, 但兩所學校開辦及營運費
用, 則完全由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負責支付. 因此, 兩所培英均為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名下的資產.
兩所培英, 只是區會的有關中學, 而並非區會的直屬中學.
現在, 讓我們談談近來發生幾件不如人意的事 :--一. 辦學權糾紛的始末.
1. 2004 年, 香港政府修訂教育條例, 規定全港各學校, 必須成立法團校董會, 以取代舊有的校董會. 條例又
規定法團校董會的成員, 必須加入家長代表, 老師代表, 校友代表, 及公眾社會人士. 換句話說, 法團校董會的校
董, 與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董事會的董事, 無可能完全相同. 政府條例又規定, 要擁有該學校的全部資產, 才可成
為該校的辦學團體. 由于港培及沙培, 時至今日, 仍然是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的資產.因此, 區會無可能亦不應該
成為港培及沙培的辦學團體. 基于校產管理權的考慮,大約于三年前,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與區會經過多次會議商
討, 終達成共識, 並于 2013 年 8 月 8 日,簽訂具法律效力的協議書.區會承諾交還兩校辦學權予香港培英中學有限
公司. 協議書更列明法團校董會內, 辦學團體所佔的八個校董席位, 由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及區會各派四位代表出
任. 可惜時至今天, 區會仍然採取拖延手法, 不履行協議, 未肯將辦學權交還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
2. 沙田培英中學, 夥同區會, 私下成立沙田培英中學法團校董會.在辦學權糾紛期間, 沙培竟于 2015 年
7 月, 在未有知會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及未有得到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的同意下,單方面要求區會以辦學團體身
份,協助成立沙田培英中學法團校董會.據說已經辦妥手續.其法團校董會的成員, 並沒有包括香港培英的任何代表. 整
宗事件的安排, 及所產生的嚴重後果, 變相就是把沙培, 轉成為區會的學校, 從此脫離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港培卻
因為區會不肯交還辦學權, 暫時無法成立法團校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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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董事會, 現正就事件據理力爭,向區會交涉, 並要求教育局跟進.但是, 外間卻流傳
不實言論, 指責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一直未有為兩所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 傳言不但與事 實不符, 簡
直顛倒是非, 指黑為白, 倒因為果, 甚於含血噴人. 其實, 這次辦學權的糾紛, 是有些 "有心人" , 處心積慮, 製造
事端, 混淆視聽, 乘機發難, 以達其 "不可告人 " 的目的.
二. 胡美三校友興訟的原因與結果
胡美三是香港培英中學 1983 年東社校友, 他亦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會員.在 2014 年會員大會, 他知道母校教
師宿舍 "金銘樓 " 維修工程中, 出現嚴重超支問題, 並懷疑有董事不按招標進行工程, 而且未通知及未經董事會同意
下, 更未經報價, 私下轉換工程承辦商開工, 亦沒有依法, 招聘合資格人士監督工程. 原本,董事會議決維修工程費用
上限為一千萬港元. 結果, 因經辦董事的不規範操作, 令董事會被迫追認及支付一千六百多萬港元工程費, 嚴重超支
達六百多萬港元. 與此同時, 又發覺部份董事, 可能不符合出任董事的資格.胡校友曾聯同約 20 位會員, 發信要求香
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董事會嚴肅處理事件.可惜, 由于董事會已遭 '有心人' 操控, 對多位會員的投訴, 輕率處理, 並
以 '無證據' 為由作回應.胡校友為了申張正義及維護母校的長遠利益, 在苦無對策下, 迫得訴諸法律行動, 遂向法
庭申請, 以 " 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 "會員的名義, 控告其中三位涉事董事. 並要求索償.其實並非控告 "香港培英
中學".由于董事會已遭"有心人"操控, 正如李醫生所言, 在彼眾我寡情況下, 董事會無可奈何要追認所有工程費. 更
因胡美三只是會員, 並非董事, 在被操控的董事會不合作下, 當然無法取得足夠的證據.
于是, 法官判決 :-1. 由于工程費已追認, 而胡美三又無法提供足夠證據, 証明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有損失, 故胡美三以香港培
英中學有限公司會員名義控告該三名董事的申請不獲批准.
2. 但法官當庭指出, 其中一位涉事董事並非基督徒, 不合資格出任董事. 只要董事會按章執行便可, 無須興訟.
3. 法官又指出, 另一位涉事董事任期將屆, 到期不再選他出任董事, 就是對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的最佳權益
保障, 亦無需訴諸法律解決.所以, 在 2015 年 12 月 16 日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會員大會,就按此點議決,將兩位涉
事董事的席位, 改選另外兩位會員替補.但有心人卻將整件事件扭曲, 指責胡校友用校產支付訴訟費(查無此事), 將他
愛校之心及保護母校權益之誠意, 說成肆意攻擊他人之舉. 甚至有損校譽. 還刻意誤導傳媒. 陷胡校友于不義.
外間訛傳 :-1. 胡美三控告香港培英中學 (母校).
2. 胡美三已敗訴, 枉作小人.
3. 胡美三分裂/分化培英體系, 及海內外校友和家長們.
4. 胡美三興訟, 將母校內部問題公開, 有損校譽.
這樣扭曲事實, 混淆視聽, 以訛傳訛, 對愛護母校的胡美三來說,絕對不公平.我們應該要替含冤受屈的胡美三校
友討回公道.
母校香港培英的近況 :--1. 遷校華富道後, 適齡學童人數逐年遞減. 近日政府更落實重建華富村, 為減少重建時的安置問題, 新移民家庭
亦不復編配入住華富村, 令收生更見困難.
2. 香港現實環境改變, 未能因應與時並進.
a) 社會'重英輕中',中文中學淪為次等.學生素質難復昔日水平.
b) 香港出生率下降, 主政者未有良方應付.
c) 決定停辦小學部, 多少自斷學生來源.
3. 近年多次撤換校長, 管理及校政不能持續, 既難有長遠策略.
老師及員工士氣也大受影響.
4. 香港南區重建. 可能對母校產生重大的影響, 變數更大.由于學生人數減少, 政府資助亦相對減少, 財政困
難增加.如果學生人數持續遞減, 後果更加嚴重. 凡此種種, 皆令母校聲譽日降.本人已向母校高層, 提交短期及長
期, 簡單改革方案. 希望校方考慮.
沙田培英中學的問題.
沙培自 1978 年成立至今, 開辦的費用及歷年先後投入超過三千萬港元的經費, 全部由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
支付. 沙培在母校高層悉心照顧栽培下, 又在校內各持份者的盡力配合,全心全意辦好學校. 學生成績斐然. 校譽蒸
蒸日上, 有目共睹, 成為香港一線學校.這是我們培英人值得驕傲, 值得自豪的.但可惜, 由于董事會/校董會被人操
控, 加上有心人煽風點火, 扭曲事實, 將沙培的成功, 全部歸功于區會. 以致沙培的持份者,信以為真, 漠視香港培英
中學有限公司三十多年栽培的心血, 甘心接受區會為辦學團體, 背棄母校. 真是令人失望, 更慨嘆公理何在 !
故此, 我大力鼓吹及提議, 董事會/校董會與沙培持份者, 應立即進行溝通, 尋求共識. 我們要還沙培一個合情合
理的 " 公道 ". 以期培英大家庭和睦相處, 同舟共濟.
呼籲:-母校培英, 正值危急存亡之秋, 一定要運用智慧, 理性明辨是非, 認清真相, 排除偏見, 求同存異, 不要
內鬥, 攜手共同應付難關. 希望校友會設立平台, 讓所有關心母校的校友, 各抒已見. 出謀獻策共商大計, 幫助
母校, 走出困境.更希望各地校友會及各級社領導人, 發起籌募運動, 熱心校友, 一呼百應, 有錢出錢, 有力出
力, 救母校于水深火熱之中.
讀後請各抒已見, 揭發有心人的罪行, 提出救校大計. 是所至盼 !
本人才疏學淺, 如有冒犯, 敬請海量汪涵.
歡迎賜教 !
英國倫敦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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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鄧超昉老師

緬懷先輩
60'任社
羅 穎

尊敬的鄧超昉老師, 於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出生於中國, 新會人.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安祥於家中離世.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一日於美國屋崙長安殯儀館舉行喪
★
當代文學家、詩書畫名家梁石峰於2015年12月17日在大溫逝世，享年102歲。
禮.有一子,
一女.
梁石峰原名梁曾褘，自號石峰、石翁、頑石，晚年自號青草上人，於1913年9月7日在香
女兒鄧佩玲憶說父親生平.
港出生，是廣東省佛山樑園的梁氏族譜第19世後人，也是「寒香館」後人。
鄧超昉老師入讀培英中學,
1942年(雄社)學畢業, 入讀中山大學, 主修電機工
梁石峰5歲就跟隨兄長天眷學習書法，9歲能寫榜書，23歲獲馬思聰推薦，就讀上海美
術專科學校，師從潘玉良、關良及李仲乾等名家。3年後，劉海粟向他簽發畢業證書（西洋
程,
畢業後在培新中學任教,在培新中學與師母相識,在香港結婚, (喪禮中播出2011
畫組），留校隨國畫系主任江聲遠、黃賓虹遊，研習山水畫藝。
年八月廿日鄧老師夫婦慶祝鑽石婚照片),
後任教於培英中學,1949年溫金銘校長聘請
梁石峰曾經擔任嶺南大學上海分校附屬中學、佛山一中、廣東省立第五中學、香港嶺
到香港培英中學任教數理,
1984年於培英中學退休,
繼續到珠海書院任教, 1990年正
英中學、培英中學美術科主任，兼生活主任和總務主任。他也曾任香港教育署中文美術課考
式退休.
1993年移民到美國灣區與兒媳團聚.他一切都靠自已,
記載, 修理, 以前書
試委員會閱卷委員。
本, 相片,
書籍等等都收藏得完整.是一位好父親, 學生們的好老師.春風化雨,桃李
自移居大溫後，梁石峰獲卑詩大學學生會聘為書畫教授。1984年，梁石峰與畫家司徒
奇、篆刻名家陳風子、名畫家師周士心及馮戒聞等，在列市和大溫地區籌辦雲城雅集。
滿天下.
兒子Wilson, 憶說父親, 是一位慈祥的父親, 事業成功, 每晚都預備明天課程及
趙柏林先生主懷安息：
★
答案才上課,
平安無痛離世, 永遠懷念父親的教導,當好好照顧孝敬母親, 師母亦已
趙先生是本會張瑞芳顧問的夫婿。
遷回與他們同住.
外子趙柏林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息勞歸主，承蒙香港培英中學校董會主席李偉庭
當日培英校友們出席喪禮, 向我們尊敬的鄧老師叩別, 美西培英校友會會長戴笑
醫生。黃衛華、何志昌及羅守義等同學；安省培英校友會及多倫多立社同學等致送花圈；
蓮更蒙黃
,羅穎,
朱翠霞, 亦為鄧老師學生, 1962年素社, 1965年斐社,1966年萃社多位校友及代表分別發言, 提及老
創學兄、安省校友會委員馮國光，立社社友黃安發伉儷、潘祥錃伉儷及甄玉燕伉儷等親臨追思送別，高誼隆
情，銘感於心。現借此編幅，提詩三首，以抒解我對外子思念之情：
師當日教導,
是一位精心教導,愛護學生, 良師益友的教師, 老師來美後學生們亦常約老師茶聚, 他永遠活在
(一) 夢斷巫山路，
思憶一世情；天家重相聚，執手再相隨。
我們心中.
老師我們永遠懷念你,
在各地培英學生亦紛紛請戴笑蓮會長代問候家人.在此更見白綠一家親情誼
(二) 尋尋覓覓無從記，憂憂戚戚到天明，悲悲咽咽怨離別，思思億憶結髮情。
這只是速記,
有錯誤之處,
敬請見諒.
(三) 一生相依成老伴，轉瞬相分嘆奈何？願飛天家為比翼，來生再結鳳和凰！
鄧老師離世，我等受業者，沉痛哀悼，祈求天父引導哲人安睡於懷，撫慰其家人。
順告：喪禮於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1時（當地時間）假Grant Miller-John Cox
funeral home舉行，地址：2850 Telegraph Ave. Oakland, Calif. USA.
★ 黃鎮忠校長(66穎社) ，曾任溫哥華基督教培英中心行政總監，2002年十月底不幸中風，入醫院治療一段時間，
息心調養醫治，健康尚好，豈料18日晨，他太太八時許仍未見他起床，稍後再去喚他全無反應，他已在夢中辭世，安
返天家，祈願黃府各人節哀順變。

追懷悼念趙克溪學長

★

楊慶鈿校友 (67駝社 ) 任職香港政府衛生署凡32年，不幸於年初因病離世，祈望楊府各人節哀順變。

★

陳鴻鈞校友 (67駝社 ) 香港海味行業知名人氏，4月1日蒙主寵召，返抵天家，祈請陳府各位節哀順變。

十一月十日晚，接到憲社陳煜坤學長的電郵：

「憲社黎偉儀之夫婿趙克溪學
長，於十一月六日壽終正寢，享年八
編輯小組聲明
十一歲。擇吉於是月十三日(星期五)
編輯小組不負責本刊物内廣告及文稿內容之正確性,
上午十一時，在Highland
如蒙採用,請先諮詢廣告商及作者.
Funeral Home, 10 Cachet Court,
IMPORTANT NOTICE
Markham. 舉行葬禮，長眠於好景紀念
墓園。」The Editorial Committee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 of the advertisements and the opinion
於是通知凱社社友；關曉姬，鄧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newsletter.
卿意，張守仁及李樹雄等，他們委託
Readers are advised to obtain clariication and
代行與本會各致送花圈悼念。出席葬
veriication from the respective advertiser and
禮追悼會有憲社陳煜坤學長，本會委員馮漢強、馮國光及黃
author before using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創。
the advertisements and articles.
趙克溪學長1953年畢業於香港培英中學，父親從商，所以
畢業後入讀商科繼承父業。學長為人風趣幽默，記得早年曾在
本刊「情定在培英」，他寫了一段短文 (緣定三生) 「不知是
否五十年代的青年遲熟關係，高中階段還未懂得求偶，以至同
徵半年刊稿/校友消息
級女同學都被人捷足先登，畢業數年後，參加校友會香港仔海
（1）本刊稿源缺乏,現誠徵校友提供各款稿件,
鮮坊聚會時，才懂得向下一屆同學黎偉儀展開追求。所以，奉
包括回憶錄,校園趣事,處世經驗,健康資訊,詩,
獻各位校友如欲建立美滿姻緣，接代傳宗，一定要多參加校友
書,畫佳作等,均受歡迎.
會各項活動，
一笑！」趙學長婚後育養三子；長子叔彪，二
（2）校友會委員接觸面有限,新舊校友生活近
子叔允，幼子叔基。兩位大兒子均已成家並有孫子、孫女。他
況,慶生嫁娶等事未能及時報導.深感歉意.希望
愛護家庭，對妻兒子孫十分疼愛。
各位校友如獲悉上述情況,請通知校友會委員,進
移民加拿大，很快適應這裡的生活，與人相處和靄可親。
行探訪及在本刊報到.
學了加拿大洋人，家中大小事務，甚少假手於人，他自己修理
（3）校友如直接或間接知悉本市校友身體不適,
在家養病或在院留醫,均請通知校友會委員以便
如水電，花園等。校友會的活動，只要通知他，一定出席，今
安排探訪,一盡互相關懷之情,並得在本刊報導.
後本會又少了一位常客。學長無不良嗜好，愛飲食，搓搓衛生
麻將，動動腦筋，從不涉足其他睹博。學長你一路好走，祈望
黎偉儀學姐及家人節哀順變，保重，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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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楓訊」本期因為刊載各地校友會、校董會，校友們個別的感
慨，香港培英董事會向世界各地校友會及校友的信，與中華基督教會區
會違約協議書，徵求聯署支持培英中學取回辦學權信，形形式式，各抒
己見，洋洋大觀，令人看到目定口呆；有先入為主，或是只能有片面的
看法，有如盲人摸象。校友們又怎能知道雙方面的商討議程？尤其是身
在海外校友們，更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本刊表明中立，把所有函件刋
登於是期附件，讓各人自行分析。希望是非能早日平息和解，共同振興
惜日培英的盛名，無負 那公夏禮校祖創辦培英的宏願，不要使「白綠
一家親」的口號徒具空談，是所至禱。
因此，有部份來稿，因篇幅所限，留待下期刊登，敬希見宥。
廣告商戶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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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2015年承蒙以下之熱心人士捐助：
朱巧儀
戴笑蓮
潘星煒
葉穎慈
黎炳潮
黃貴雲
吳釣衍
譚月蓮
鄺小風
潘淑芬

(美西校友會)

$100
$40
$20
$20
$20
$20
$20
$20
$10
$10
Total US $280
（資助白綠楓訊)

(熱心人士捐助)

鄭忠文校友
滿地可校友會
陳錦芳
侯倩儀
李植榮校友(滿地可)
柯禮忠
雷煦然
張瑞芳
張瑞芳
余覺湛
姚季堃
司徒敏
李曼霞
伍伯良
林麗明
李麗娜（紐約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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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40
$60
$100（資助白綠楓訊)
$50
$50
$200
$400（贊助春茗晚會)
$20 （資助白綠楓訊)
$50 （資助白綠楓訊)
$20 （資助白綠楓訊)
$100（資助白綠楓訊)
$300（資助白綠楓訊)
$100
US $100（資助白綠楓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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