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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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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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透過與姊妹學校聯辦活動，推
動滬、粵、港三地教育專業交流、
加強師生對三地教育了解、促進與
姊妹學校在生命教育、品格培養、
科技教育及聯課活動等領域的專業
交流、提升教師專業水平、擴寬學
生視野及驅動學生多元化學習領域。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自1994年起)

上海虹口實驗學校 (自2017年起) 深圳華強職業技術學校 (自2017年起)

潮州華行愛心品格學校 (自2016年起)

我們的姊妹學校

學生會就職典禮-
主席陳子誠宣誓

學生會會議記錄

學生會選舉結果宣傳海報

轉眼之間培敦學生會將踏進第三十屆，未知大家會否記得第一屆學生會主席是誰呢？學生
會又是怎樣成立的呢？

培敦第一屆學生會主席是陳子誠校友，他於1989年考入本校就讀中
六，而當年圖書館主任黃婉貽老師有意成立一個以學生為主導和配合
學生成長的組織-學生會，藉以提升學生領導才能、服務他人之心和
建立正面的公民態度。在一個機緣巧合的情況下，她與陳校友傾談分
享，不久便合力籌組內閣和展開選舉工程，內閣成員群策群力分工合
作。當年學生會先透過幹事會內部互選職位，職位部門包括主席、副
主席、文書、財政、公民教育及時事組、宣傳美術組、活動籌備組、
統計調查組和學生福利組，然後由全校學生以一
人一票方式選出，最後他們以812張信任票當選
為第一屆學生會，亦於1990年2月22日舉行就
職典禮。

在學生會成立當年，內閣成員在黃老師帶領下，本著服務他人及推廣正
面公民意識的心，在該學年內與各社及學會組織多元化活動，慢慢讓同
學了解學生會的實在意義。

今天陳校友不忘初心，在百忙中仍支持母校，今學年更擔任本校「培履
高飛」計劃的導師，與師弟妹分享職場經驗，繼續與培敦同感同行。
(陳校友現職太古食品有限公司銷售總經理，負責中，港，澳三地之餐飲
渠道銷售發展及管理工作)



新老師介紹

我是勞佩珊老師，感謝神帶領我回到母校任教。當我見到校長和老師們，都感到份外親切。我藉此機會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的照顧。今年我是中一班主任並任教化學科和綜合科學科。在一所充滿愛的校園裏，師弟師妹們都是可愛、真誠和互相包容。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特質，期盼師弟師妹們能夠憑著堅毅和勇氣，發揮自己的長處，                                      最終達成夢想。

范麗霖老師

劉定謙老師

勞佩珊老師

　　　　我是范麗霖老師，任教中一英                文科。很感恩能來到培敦中學，看到老師對生命的熱情，同學謙卑受教的心，讓我倍受感動。願同學能在這裡經歷學業及生命的改變，也認識那叫我們得生命，且得的更豐盛的主。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盼望自己也                                能不斷的進步，                                成為學生的良師。

我是劉定謙老師，任教中一及中

二數學。我深信每一個人都有其

獨特性，而神會引領我們發掘自己的長

處。雖然我加入培敦大家庭的日子不長

，但我十分喜歡這個地方，因為我感受

到培敦的學生樂於學習和活潑好動，令

整個校園環境都充滿着正能量。希望在

餘下的日子，我能夠與同學們建立良好

的師生關係，

讓同學們在

一個愉快的

環境下成長。



中三全級潮州歷史文化考察團
學 生 分 享(2017年11月23日至25日)

夕陽西下，把澹浮院內巍峨瑰麗的建築，院
內的雕像映照得四周泛紅，呈現祥和氣息。
我與同學手牽着手看着遠方上空，談笑風生
，把厚厚壓在我們心頭的學習壓力、成長的
煩惱一掃而空。良辰美景能洗滌個人心靈，
我們沉醉了，沉醉於我們的夢想，我們開懷
地笑着笑着。縱然時間倏然而逝，也珍惜此
刻，有朋作伴，惦記於心。 (3D 黎嘉迎)

潮州之旅最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廣濟橋。那天正好
下着微微細雨，我站在廣濟橋的岸頭樓梯上，俯瞰着
橋與橋中間連綿不斷的小船，讓我不禁讚嘆廣濟橋的
獨特結構。抬頭從遠處看，一個又一個別具風格的樓
閣環環相扣，配上朦朧暗淡的天空，難免使人有一種
身處古代的感覺。假若再來潮州，我也會再去觀賞一
番。 (3D 黃金揚)

在第二天的潮州之旅，我們來到金山實驗
中學。這間中學的學習氣氛濃厚，雖然桌
子比較殘舊，學生上課時還是會坐得直直
的，朗讀課文時聲音清楚響亮。令我反思
到我們應該珍惜學習資源，學習他們學習
態度。 (3C 李嘉銘)

這次到潮州交流，讓我們獲益良多，
也令同學們之間的友誼更深厚。能夠
回到國內交流，是個難得的經驗，在
那裡我們參觀了不少名勝，例如陳慈
黌故居、韓文公祠等等。 (3B 林淑儀)

這是我第一次和同學們一起去
內地考察，感覺很新奇，對內
地的文化感到十分有興趣。最
後一天，我們去了牌坊街，雖
然停留的時間不太長，但牌坊
街給我古色古香的感覺，那裡
有很多香港沒有的建築，古時
的建築比現在的美麗很多呢！
這一次的行程令我感到十分滿
足。 (3A 鄭茝鑾)

活動預告

一年一度新春盆菜宴再度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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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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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誠邀出席校友會新春盆菜宴暨球類活動日

請點擊以下連結填寫報名資訊：

https://goo
.gl/biLuHg

盆菜宴活動需先收取款項，校友會將以電郵方

式確認報名成功與否，並將有關付款方式電郵

到以個人名義報名/枱長的郵箱，如有任何疑問

請電郵到yiuyh@g.pooit
un.edu.hk或致電

23265211姚小姐查詢，謝謝！

校慶水運會校慶水運會

45周年校慶水運會將於6月28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三十分，假觀塘游泳池舉行，當日設有校友接力比賽，歡迎各屆校友抽空出席及參與比賽。



學生獲獎 (2017年9月至12月)

女子甲組 5B 盧思敏   6A 周澄兒
6C 趙婉雯   6C 李雅麗

冠軍中學校際沙灘排球比賽

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殿軍 2A 余雄杰   2C 黃智信
3A 黃嘉煒   3A 李嘉浩
3B 霍逸恆   3D 莫志豪
4A 余偉楠   4B 談學謙
4C 陳榮天

第69屆校際朗誦節

英語二人朗誦 2C 何泳琳   2C 廖凱羚冠軍

粵語詩詞獨誦 1B 施沅蕎季軍

普通話詩詞獨誦 2C 廖凱羚亞軍
2C 廖凱羚季軍普通話散文獨誦

英語詩詞獨誦 2C 廖凱羚亞軍
季軍 1A 區凱晴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團體殿軍

學友社 ─吾講吾識基本法講座暨競技工作坊 亞軍 1C 錢苑琪   1C 李梓澄
2D 劉倬君   3C 陳芷妮
3D 黃綺華

2017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風車發電設計大賽」組別)

亞軍 1B 林穎垚   1B 周名慧
1B 方俞臻   1D 陸曉晴
1D 王君頤   1D 黃毅苗

「民間‧港‧故事」之
「港生活‧港快樂」中學生創業比賽

季軍 6B 鄭雪美   6B 劉思淘
6B 董韵瑤   6B 邱美詩
6C 鄭雪麗

2017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4B 朱旖琳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 6A 姚樂盈   6B 何翠儀
6B 吳俊佳

2017年廠商會獎學金 (每名學生獲頒發$1,000獎學金) 5B 葉安妮   6D 張啟哲

領展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 (獲頒發$20,000獎學金) 6D 梁思韵 (2017年中六畢業生)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2017（每名學生獲頒發$5,000獎學金） 5D 盧美欣    6D 江歷彬
黎偉良（2017年中六畢業生）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8
（香港賽區）初賽

1D 許銘諾   2B 陳景裕二等獎

1B 陳天山   1B 張宇豪
1D 霍銘彥

三等獎

男子乙組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7
CityRun定向比賽

冠軍高中組 5A 何均海   5B 陳金梅
6D 黃炯輝   6C 李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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