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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校友通訊

取名《燉品》。寓意母校以火
曜燃亮生命，將培敦人的品
格淬煉出來，使校友如燉品裨

益百體般福澤社群。 

校友事務委員會
顧問：林佩儀校長
倪偉玲副校長
文達聰老師
何俊良老師
劉俊輝老師

編輯委員會
倪偉玲副校長
文達聰老師
何俊良老師
劉俊輝老師
袁煥兒女士

校友會內閣 (2018-2020)
梁錦波校長
向願宏老師
陳楚芳老師
呂漢國(1983年)
蘇鎮存(1983年)
謝浩明(1983年)
勞沛雄(1982年)
鄧國榮(1982年)
楊志偉(1979年)
呂廣基(1979年)
張芷綾(1982年)
余美齡(1983年)
林錦璇(1985年)
吳鎮傑(1986年)
吳劍華(1987年)
廖仲賢(1988年)
羅基達(1992年)
文達聰(1992年)
杜敏儀(1993年)
蔡鍵儀(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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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女校長

親愛的培敦校友：
感恩本年度能進入培敦的大家庭，成為培敦的一份子，
更感謝「燉品」編委會的邀請，讓我於今期的「燉品」
中分享點滴。

進入了培敦中學轉眼已一年了。每次接觸不同年代的培敦人，也
深深感受到您們熱愛生命的特質。還記得第一次與大家的接觸是
45周年校慶音樂晚會，當晚培敦校友合唱團的齊心獻唱，鏗鏘有
力的歌聲中不但表達了對母校的愛護，亦呈現了對生命的熾熱及
承擔。另外，不少校友也十分關心母校發展的近況，身體力行地
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當中包括「培履高飛」師友計劃，與學弟
學妹分享成長路上的點滴，又透過中一新生分享日讓區內人士認
識母校的教學特質，及設立不同形式的獎學金，鼓勵及肯定學弟
學妹於不同方面的發展，讓培敦人優秀的傳統得以延續。
展望未來，學校將善用豐沃的生命教育土壤，讓每一位培敦人也
能將他們的光采展現出來。儘管培敦孩子的學習模式和性向不同
，但學校將會提供發展平台，讓他們不斷嘗試、發現及肯定自我
，並從生命影響生命中讓他們學懂感恩，建立對學習有追求、對
人生有期盼的態度，在不同的學習經歷中茁壯成長，發揮潛能，
成為社會未來的棟樑。
再次感謝每一位校友願意成為我們的同行者，讓更多的培敦人於
生命中發光發熱。

祝願各校友身體健康! 主恩滿載!

林佩儀校長

專訪林佩儀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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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咖啡廳

培敦的八樓，午膳時傳來濃濃的咖啡香。原來在801室(生涯規劃資源中心)旁邊之
房間，升學及就業組開設了一個以生涯規劃為主題的咖啡廳。老師和同學也可以
到8樓歇一歇，享受寧靜愜意的空間。
咖啡廳的成立使參與營運的同學可以體驗初創的滋味，親力親為，獲得營商的第
一身經驗，對他們的生涯規劃很有幫助。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校友們有機會回校參與活動時品嚐學弟學妹制作的咖啡及曲
奇餅。

801室外(生涯規劃資源中心)

同學正沖咖啡咖啡廳門外 咖啡廳餐牌

老師動向
　　　　我是林嘉樂老師，任教初中及高中的數學科。培敦素來關注學生在生命教育的成長，在短短的時間裏除了感受到培敦同學的純良，亦認識到大家活潑好動，充滿魅力的一面。盼望在將來的日子能和同學們建立更深厚的羈絆，一同享受在培敦的時光。

新 老 師 分 享恭喜劉俊輝老師和蔡愛琪小姐於
2019年10月27日共諧連理，締結
婚盟

恭喜林建欣老師和何卓悅先生於
2020年8月9日共諧連理，締結婚盟

-

生涯規劃資源中心生涯規劃資源中心



活動剪影
戶外學習日

(28/11/2019)

中一午間暢聚
(8-11/11/2

019)
Watoto音樂佈道會

(21/11/2019)

陸運會
(6-7/11/2019)

公民教育在培敦

(30/9/2
019)

學會宣傳日
(20/9/2019)

三五知己學習日
(13/12/2019)

我有我精彩活動
(17/1/2020)



恭賀鄧國榮校友 (Mr John Tang) 正
式自動當選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2020年度至2022年度校友校董

學生獲獎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2019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嘉許獎 3A 梁沛斌   4D 李天悅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關愛服務活動冊比賽」
亞軍 5A 謝樂鍁   5A 黃綺華

5D 李澤敏   5D 黃芷君
6B 麥依晴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攝影比賽」

亞軍 3D 吳希而
優異獎 3C 周碧瑜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籌款比賽」
優異獎 3D 吳希而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B 鍾銀珍   6D 王敏楠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4B 方曉桐詩詞獨誦 – 普通話 亞軍
2A 陳維浩   2A 鄧華燁
2C 陳靜欣   3C 蘇智茵
3D 黎倩雯

優良

1A 黃凱謙詩詞獨誦 – 粵語 季軍
1A 鄭沁怡   1D 周紫欣
3A 施沅蕎

優良

5D 何依琳詩詞獨誦 – 英語 亞軍
2D 周滙軒   4B 劉思穎季軍
1D 劉希榕   2D 蘇加軒
3B 陳綽穎   3D 羅嘉晴
3D 林文傑   3D 吳希敏
4D 李天悅

優良

2C 鄒卓盈   2C 林心皓戲劇對話 – 英語 季軍

5D 鄭茝鑾   5D 何依琳優良演講 – 英語
3C 鄒凱全   3D 黃韜樺
3D 蘇銘龍

優良

黃大仙區提升市容運動2019/20 ─ 
環保圖案設計比賽

6B 麥依晴中學組亞軍
6A 王珊   6A 冼文迪中學組優異獎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C 陳榮天

AXA安盛x利物浦足球菁英計劃 5B 李卓軒

學界羽毛球比賽

3B 黃智信   4C 黃嘉煒
4C 余雄杰   4D 葉皜麟
6A 余偉楠   6B 談學謙
6C 陳榮天

男子甲組 第五名

5C 鄭德晉男子甲組  100米背泳 第五名

學界游泳比賽

6D 陳梓灝100米自由泳 第五名
3D 鄭栢喬   3D 霍銘彥
4A 黃浚鋒   4B 葉浚豪
4C 林良晶

男子乙組  4x50米四式接力 第五名

3C 蔡樂瑤   4D 程泳詩
4D 羅靖童   4D 梁啓雪

女子乙組4x50米自由式接力 第五名

第十三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3D 羅嘉晴初中組優秀學生
5A 顏采盈高中組優秀學生

3D 吳希而   6B 鍾銀珍2020「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每位獲獎學生獲發$5,000獎學金）

全港第四名 (商業管理單元) 6B 鍾銀珍
香港商業教育學會「企會財模擬考試」

金獎 5D 潘燕婷
課外不停學：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2020

銀獎 2A 陳菡

5B 李卓軒2019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2019-2020年全國青少年「菁英盃」語文知識大賽
二等獎 3D 陳子欣
三等獎 3D 黎倩雯

2020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銀獎 2A 陳菡
銅獎 2A 謝珊玉   2D 黃婉樺

為讓培敦校友保持與母校之聯繫並得悉校友
會最新之活動，校方將定期更新校友資料庫
，如有需要請掃一掃旁邊之QR Code。

校友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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