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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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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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8)
顧問：

榮譽顧問：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財政：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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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鎮傑(1986年)
廖仲賢(1988年)
文達聰(1992年)
杜敏儀(1993年)
蔡鍵儀(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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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敦第一，亞洲第一。
1974年學校落成，學校憑獨特之八角型校舍建築，
獲頒發工程師1972年度工程建築設計獎。當年工
程師為潘衍壽先生。禮堂樓高9米，下層空間闢作
工友宿舍及雨天操場。禮堂半壁以45

O
依山而建，

另外半壁懸臂式連接五樓教學大樓。

培敦文物館培敦文物館 (Decker’s HomeDecker’s Home)

記念創校校監Mr. Decker來港建校，藉故居文物發揚及承傳培敦無私奉獻精神
感念校慶45周年將至，藉學校文物相片展示學校演進歷程
懷念歷屆校友與母校情誼，藉此平台回味青葱歲月，共話將來

緣 起緣 起

選址：九龍鑽石山斧山道162號九樓Q1      面積：約2,000ft2（200平方米）
落成日期：2018年3月        啟用日期：2018年9月
籌款目標：$110萬元（主要用作急修天花漏水、 翻新窗框、安裝潔具、
                                     改造水喉等工程）

計 劃計 劃

捐 款捐 款
直接存入香港匯豐銀行，戶口號碼：411-610801-001
郵寄支票至本校，支票抬頭：The IMC of Stewards Pooi Tun Secondary School
與本校聯絡，電話：2326 5211



新老師介紹新老師介紹

我是黎銘昭老師，任教中一及中三英文。來到培敦中學，見到老師對生命教育充滿熱情，學生又活潑可愛受教。這裡確實有許多值得感恩的地方。願大家能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們來得的獎賞。

楊穎怡老師

林建欣老師

黎銘昭老師

老師師

　　　　我是楊穎怡老師，任教中一　　　　　及中三英文。加入培敦以前，　　　　素聞培敦較著重學生的生命教育，由於認同學校的教育理念，現在能夠成為培敦一員，我亦非常感恩。在這數月裡，感覺培敦同學都是善良的，期望在以後日子能和同學建立更良好的師生關係，讓同學能更享受學習。

我是林建欣老師，任教音樂科

和宗教及生命教育科。透過音

樂去感染每一位學生，讓學生

認識這位賜人音樂的主，亦是牧養我們

一生的神。期盼每位學生能在神的愛中

成長。



中三全級潮州歷史文化考察團
學學 生 分 享(2016年11月24日至26日)

遊歷廣濟橋與古城

三天的潮洲考交流活動，發現當地有着很特
別的傳統文化，見識了潮洲人的智慧及經濟
等方面的發展。教人難忘的是遊歷廣濟橋，
它屬於中國四大橋之一，也是中國第一座啟
閉式浮橋，兩岸連接着「十八梭船」。走到
橋的另一端就是潮州古城，這城至今已有一
千六百多年歷史，城區保留了很多的古建築
，四處石雕牌坊林立。親身踏足這條名橋和
古城，彷彿重回古代的感覺，也讚嘆當年中
國人的建築智慧與心思！

3A 張竣皓

參觀韓文公祠

韓文公祠是為了紀念唐代文學家韓愈而建，我除了欣賞韓愈當年在潮州當官
時為百姓所貢獻及愛戴之事蹟外，該祠的設計也別具心思，當我由園子踏樓
梯直達韓文公祠時，原來梯級的數目剛好是韓愈到潮州之歲數，反映韓愈在
潮州百姓心中有著重要位置。

體驗陶瓷製作
陶瓷博物館內陳列各種富有特色的陶瓷製品，最令人興奮的事，就是我們可
以親手設計和製作，起初真的有點困難，幸有導師悉心教導，我們按部就班
，終於完成自己第一個作品。

3B 駱詠瑤

遊覽陳慈黌故居

陳慈黌故居經歷了許年依然很堅固，最令人感興趣的就
是中西合壁的建築特色。只要細心地留意牆壁上的花紋
，其實很細緻高貴。陳慈黌故居一共有二百多個房間，
雖然不能一一參觀，但在頂樓上看到的風景實在令人難
忘。

走訪澹浮院
另一個走訪的地方是澹浮院，那裡風景怡人，在平靜的
湖面中央有一艘木船，看著有點像《桃花園記》的情景
一樣，加上當日是陰天，陣陣薄霧如輕紗般籠罩湖畔，
讓我有如置身於仙境之中。

3C 陳雅雯

與潮州城西中學交流

通過與城西中學的交流活動，我們獲
益良多。當我們坐在教室裡聽課時，
不禁為當地中學生專注與認真而震撼
。他們之於學習的嚴肅，是我們難以
達到的。我們應在這方面向他們學習
。除此之外，那幽雅美妙的古箏聲，
以及籃球場上每一次歡呼聲，依然在
我的耳畔縈繞。感謝潮州，感謝潮州
城西中學，讓我們能擁有富有意義的
交流之旅。

3D 王敏楠

一年一度新春盆菜宴即將舉行，當天下午將會

舉行球類活動日，讓各校友切磋球技。

如想與各老師及同學聚舊的校友切勿錯過，

盆菜宴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日期：2017年2月18日（星期六）

球類活動

時間：下午2:00-5:30

費用：全免

盆菜宴

時間：晚上6:30-9:30

費用：每位$150

誠邀出席校友會新春盆菜宴暨球類活動日

查詢及報名：致電23265211或電郵到yiuyh@pooitun.edu.hk與姚小姐聯絡

誠誠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學生獲獎 (2016年9月至12月)(2016年9月至12月)

男子乙組50米蝶泳 3C 陳梓灝
男子乙組50米自由泳 4A 黃兆熙

殿軍
殿軍

中學校際泳比賽

2016耳聽心言基金室外三人籃球賽 丙組亞軍 2A 方文軒   2A 何澤佳
2B 林子豪   2D 陳俊禧

第68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獨誦
1A 葉凱盈

英語戲劇對話 5B 李凱婷   5C何式妤
季軍
季軍

粵語詩詞獨誦 1D 關穎恩   4D 盧美欣亞軍
4C 李沂芳季軍
1C 廖凱羚亞軍

第28屆香港運動攀登公開賽 男子青年組 5D 黃炯輝第六名

藝恆愛心行動獎學金 優秀中學生獎 2D 賴佩欣   3D 鍾銀珍
3D 郭浩軒   3D 李芷欣
3D 譚美兒   3D 王敏楠
4B 袁斯灝   5D 丁心怡
6D 李綺琳

成績進步獎 5B 莊婉淇   5D 馬俊諾
5D 楊諾霖

「手機拍我想法」短片拍攝比賽 優異獎 4B 黎穎芯   4D 陳俊杰
4D 錢梓暘   4D 姚躍羚

「民間‧港‧故事」叁之
自家味道中學生創業比賽

最具自家風貌獎 5B 李凱婷   6A 李栢鎣
6B 向紀柔   6B 崔慧愉
陳金梅（2016-17年度美國交流生）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6年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4C 鄺碩然最佳進步獎

第九屆黃大仙傑出學生選舉 4C 李沂芳初中組傑出學生
6D 梁思韵高中組優秀學生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 6D 黎偉良特別嘉許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