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培英中學
慶祝
培英中學創校 138 周年暨香港建校 80 周年
四海一家

喜氣洋洋

本年 4 月 24 日是培英中學創校 138 周年，以及香港建校 80 周年的大喜日子，學校特
別舉辦多項精采活動以表慶祝，海內外校友更紛紛歸寧母校祝賀。培英人的愛校和團
結精神，薪火相傳，為培英日後的發展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4 月 1 日舉行培英體系學校「培英盃」排球比賽，體系各校均派出隊伍參賽，戰況緊
張激烈，結果由香港培英勇奪男子組及女子組雙冠軍殊榮。4 月 23 日舉行「校園社區
樂悠悠」嘉年華，活動多元化，包括校友口琴表演、學生英詩集誦、火龍電車、攤位
遊戲、學生作品展覽及抽獎等項目，其中小學「積木橋創意設計比賽」尤具挑戰性，
備受歡迎，吸引多間小學隊伍參賽。

4 月 24 日上午約六十位校友前往母校參觀校史館，由元老校友兼培英體系學校首席顧
問蘇棉煥醫生(49 協社)講述培英創校過程、香港培英小學和中學的誕生、以及沙田培
英成立的經過，包括如何覓校址、香港培英如何籌集約一百四十萬元的建校基金、以
及如何籌集日後支持沙田培英中學約千多萬元的經費。蘇醫生更特別強調要珍惜「白
綠一家親」的「培英情」，他仍念念不忘抗戰時期跟隨傅世仕校長四處流離的日子，
說到培英師生情誼，見他眼有淚光，校友深受感動。 培英人的白綠精神，為教育而作
出無私的奉獻及支持，為我們真正的培英人立下了崇高的典範。其他活動，當然少不
了在操場大合照、校友們聚舊、參觀學校設施及學生作品展覽等等。

中午在置富花園稻香酒樓茶敍，蘇醫生於席上與眾校友繼續憶述昔日松園舊事，不時
妙語如珠，更即時勾起許多師生的陳年逸事趣聞等，茶敍後部份校友更意猶未盡，再
重返母校懷舊一番。

晚宴於金鐘名都酒樓舉行，筵開 67 席，超過八百人參加，包括級社多達 32 屆，溫哥
華培英中心副主席鄺忠源伉儷也專程回港到賀，校友對培英董事會和校友會的信任和
支持，可見一斑。晚宴期間，先由主席李偉庭醫生(67 駝社)致辭，他除了表揚去年成
績優異的畢業生外，亦有簡述培英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李主席講辭全文見附件）。其
後由前校董黎鈞衍博士(48 群社)致辭，他年屆九十高齡，仍然以慷慨激昂的語調，呼
籲校友們一同全力支持去解決目前培英面對的嚴峻危機（黎博士講辭全文見附件） 。
級社校友晉升元老典禮是培英一項獨特且別具意義的優良傳統，在每年校慶晚宴期間
定必舉行，今年有 1957 成社校友晉升鑽石元老、1967 駝社校友晉升金元老，1977 信
社校友晉升紅寶石元老及 1987 開社校友晉升珍珠元老。闊別三十載或以上的校友能夠
同時歸寧，濟濟歡聚一堂，真有說不盡的「培英情」啊！
當晚還有頒贈老師長期服務獎及幸運抽獎等等，晚宴結束前，各級社校友紛紛邀請當
年老師大合照，場面既熱鬧又溫馨，盡顯「白綠一家親」情誼！

附件 1
138 周年校慶晚宴主席李偉庭醫生講辭
各位來賓、各位校友、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歡迎大家蒞臨培英中學創校 138 周年校慶晚宴。本人謹代表培英董事會及全體員生向
大家致以萬分感謝。
今年正是香港培英建校 80 周年的大日子，亦有四社校友晉陞元老，包括成社、駝社、
信社和開社。晉陞元老的校友都帶同家眷，一同參與母校一年一度的盛事。剛才在開
席前，大家歡聚時的問候與笑聲，彷彿讓人忘卻年歲，將時間倒流至中學時代。大家
純真的情誼、青春與朝氣，就是我們白綠精神長存的最大原因。
在今日這個大慶的日子，一方面，我們要開懷大笑、暢敘交誼；另一方面，我
們亦會銘記著校祖創立基業時的堅毅！效法先賢先哲們披荊斬棘的精神，由當年花地
的尺寸之地，到今日枝繁葉茂、桃李滿天下。大家都知道，香港培英這些年來，面對
不少挑戰。前路，尚有許多我們不能掌握的變數……但我們會堅孚下去！好好孚護培
英基業！很慶幸，在這條漫長的道路上，正因有著你們的支持，校園十分穩健、十分
熱鬧！很多學長都回校貢獻，提攜、幫助學弟學妹。無論在學科知識上、人生經驗上、
獎學金的鼓勵等等，在學的白綠兒女都受到學兄學姊的悉心關懷。
在同學自身的努力，再加上老師們的悉心栽培，學長們的無微關顧，去年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中，多位同學奪得佳績！其中袁心儀同學以 30 分驕人成績，獲香港中文
大學「藥劑學」取錄；同樣入讀中大的，還有修讀「經濟學」的倪日昌同學，與及修
讀「政治與行政學」的肖莉婷同學。林景新同學更能完成孩童時期的夢想，成功入讀
香港大學「工學」。此外，還有多名同學入讀城市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及公開大學等。
至於今年的中六同學尚在努力之中，我們沒有水晶球，當然不可能未卜先知。
不過卻有同學能於著名大學先拔頭籌！今年 6A 班的潘幸怡同學，憑著優秀的學業成績、
豐富的才藝涵養，在今年一月獲得北京大學取錄，9 月將正式成為北京大學「臨床醫
學」學生，實在值得可喜可賀。
本校又推薦學生參加「2016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經過評選委員會的評審，
潘幸怡同學再榮獲「香港島優秀學生」，陳樂洋同學榮獲「南區優秀學生」。又於

「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2016」共有四位學生獲選，包括：中六級鍾海恩、徐子健及
中四級鄭禧年三人榮獲「南區優秀青年」；中二級陳家惠榮獲「南區優秀少年」。
至於體育方面，排球隊在 15－16 年度學界排球比賽（香港區第二組）榮獲多個獎
項，男子隊甲組、乙組、丙組都奪得冠軍，結果再勇奪男子組全場總冠軍，稱霸港島，
實在不負「排球少林寺」的稱號。
去年，本校舉辦「南區文化遊蹤暨情味沙龍活動」，讓同學學會欣賞和認識，進
而發揚南區歷史文化。今年，本校以「傳承〃創新」為香港培英建校 80 周年的主題，
一方面承傳文化，另一方面藉著教育局推出的 Stem 課程，讓同學發揮創意，以科技數
理方式傳承文化。相信這兩天有歸寧母校的校友一定已親睹「火龍電車」的廬山真面
目，即使大家錯過這機會，亦可登入培英的網頁或上 youtube，一睹「火龍電車」的
風采。「火龍電車」的設計理念來自薄扶林村的「舞火龍」傳統，在吳江乾師傅親自
傳授紮作火龍的手藝下，與及透過理工大學科技支援的電動車組合而成的。同學由紮
作手藝到電子技術，由傳統文化到創新科技，無論在文化的認知層面與科技知識均有
所長進。
最後，請容許本人用兩、三分鐘時間，向各位校友簡報培英目前面對的危機和挑戰。
回顧培英的傳統管治理念，由溫金銘校長時代開始，一向以信望愛精神管理培英， 可
惜這種管治理念不能與時並進，未能有效提升效率和管理質素，以應對不時出現的危
機和挑戰，這是現今管理團隊和本人的責任和今後應改進的工作。
近年發生在九龍真光和英華兩所學校有關管治權的事件，正正反映出培英面臨失去管
治權的極大危機。而現今的最大挑戰，就是不惜任何代價，都要保護培英的管治權。
正如大家所知，有關的事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故不便多言，容後有進一步消息，定
必另行匯報。
各位校友，你們的關懷和支持，給予我們培英董事會一眾董事有無比的信心和力量，
我們一定會堅孚百年老校的管治權和致力優化培英的質素。
今年是創校 138 周年。3，諧音「生」；8，同「發」近音。在此，祝願培英體系「生
生不息」、培英精神「發揚光大」。
多謝各位！

附件 2
138 周年校慶晚宴黎鈞衍博士講辭
各位嘉賓、各位校友、各位同學：
大家好，很高興我能同大家一齊參加培英母校 138 周年大慶的晚宴，138 這個數字原
來很有特別的意義。大家知道這個孙宙的歷史有多長久嗎？太空孙宙學家們推測到它
的歷史有 138 億年。所以我覺得這個數字已經反映了培英母校歷史發展與孙宙同步，
上帝和孙宙一直與我們同在。
我更感榮幸以九十之齡仍有機會同大家一齊面對香港培英近年來所發生的外憂內患。
過去的百多年來培英都已經歷過不少的戰爭災難，但是每次都因為很多校友的出錢出
力救護，得以保住了培英的安全和發展。
今天香港培英又再面臨另一個極大的，甚至是一個更嚴峻的危機。歷代校友、校長、
教師一直盡心盡力去辦學，去管理和發展自己的學校。為什麼突然之間有人說培英人
無權辦自己的學校？無權管理自己的學校？香港培英的董事會因爲培英自己的事，要
使用培英自己的校舍地方，居然有人打電話給林校長，說要先得他的批准。是不是這
樣豈有此理？
各位校友，大家手上已經拿著一本《培英事件簿》，裏面清楚列出了近來所發生的事，
全部都有白紙黑字文件為證，希望大家詳細閱讀。現在已有一班富有理想的精英校友，
無私奉獻百忙中的時間，共同出謀獻策，部署行動規劃，不惜艱辛去解決這個切身危
機，一定要還我培英一個清白。
我自小也是在戰爭的年代，在培英的保護和教育之下成長。如果説我今天仍算得上有
點成就，全是培英的功勞，培英如同是我的再生父母。
因此我一定會同大家站在同一陣線上，更在此呼籲全體關注母校的培英人，一同全力
支持去解決這個嚴峻的危機，為保護歷代先賢創下的百年基業而努力，讓培英與孙宙
同步繼續前進。

《1948 群社黎鈞衍》

培英中學校董會（兼培英公司董事會）的困局
時序及簡述
21/7/2014

校董 柳勤榮的委任業經校董會通過，惟時任校監蘇成溢牧師未有向教育局為他註冊，直至收到該局 27/6/2016 的催促信，才為他補
辦手續

31/10/2015

校監

蘇成溢牧師任期屆滿，惟拒絕向教育局註銷其校監的註冊，令致該局仍視之為培英中學校監

31/10/2015

校董

陳宜、蔡建中任期屆滿

16/12/2015

培英公司周年會員大會議決蘇成溢牧師、陳宜、蔡建中不予續任

16/12/2015 至今

蘇成溢牧師、陳宜、蔡建中仍以註冊校監及註冊校董自居

30/12/2015

校董 李賜堅自 27/3/2013 起成為校董，至 30/12/2015 已擔任校董一職近三年，並曾獲董事會議決續任，資歷充足，然而蘇成溢牧
師於任內卻拒絕向教育局為他註冊，直至收到該局上述 27/6/2016 有關柳勤榮的催促信，才為李賜堅丶柳勤榮補辦註册，而未獲續任
的陳宜和蔡建中亦一併在註册名單之內

6/2016

蘇成溢牧師及區會代表另立所謂「註冊校董會」，並將培英中學校董會分別於 2015 及 2016 年間委任的五名校董梁焯文、梁福祺、胡
美三、黃建潭及田慶豐摒諸門外，逐步將培英中學校董會的學校管治權剝離培英公司

由蘇成溢牧師為首之一眾區會人士牽頭成立的所謂「註冊校董會」，顛覆培英歷史傳承，不按章委派培英董事會決議之校董。由於其成員大部分為
區會代表或相關人士，故在反對票不足的情況下，餘下的培英中學校董無力抗拒蘇成溢牧師及一眾區會代表的不合理動議和表決(致令蘇成溢牧師、
蔡建中、陳宜雖然不獲續任，仍拒絕向教育局註銷其校監和校董的註冊)。
事情的進一歩發展，身為基督的兒女，盼能寄之於公義。

Thou shalt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thy God in vain.
Thou shalt not bear false witness against thy neighbour.
Thou shalt not steal.

培英中學校董會（兼培英公司董事會）

培英中學「註冊校董會」

11/1951

6/2016

成立日期
姓名

身份

任期

姓名

身份

任期

現任主席

李偉庭

67 駝社

11/2014 - 10/2017

蘇成溢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現任校監

李偉庭

67 駝社

1/2016 –10/2017

蘇成溢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現任董事

熊翰章

52 強社

11/2015 - 10/2018

羅永潔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6/2016 -

李賜堅

68 文社

11/2014 - 10/2017

蒲錦昌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6/2016 -

梁福祺

81 旭社

11/2015 - 10/2018

吳碧珊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6/2016 -

梁焯文

67 駝社

11/2015 -10/2018

馮壽松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6/2016 -

胡美三

83 東社

11/2015 - 10/2018

馬志民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6/2016 -

黃建潭

92 隆社

11/2016 - 10/2019

李錦昌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6/2016 -

林淑芬

港培校長（78 望社）

11/2015 - 10/2018

翁傳鏗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6/2016 -

柳勤榮

84 曉社

11/2016 - 10/2017

蔡建中

55(西關)法社

由區會代表任命

郭耿明

77 信社

1/2017 - 10/2017

陳宜

62(西關)素社

由區會代表任命

顧燕玲

77 信社

1/2017 - 10/2017

余志明

79 慈社

陳麗芬

沙培校長

李偉庭

67 駝社

馮壽松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11/2015 - 10/2018
暫停職務，因沙培有可
能脫離培英；他日沙培
回歸即馬上恢復職務
11/2014 - 10/2017

由區會代表任命，尚未
確認為校董
6/2016 -

柳勤榮

84 曉社

6/2016 -

李錦昌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11/2014 - 10/2017

李賜堅

68 文社

6/2016 -

蒲錦昌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11/2014 - 10/2017

熊翰章

52 強社

6/2016 -

羅永潔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11/2014 - 10/2017

林淑芬

港培校長（78 望社）

6/2016 -

翁傳鏗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

11/2015 - 10/2018

陳麗芬

沙培校長

6/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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