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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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火蟲
生態教育廳 開幕禮

當天出席的嘉賓除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外，包
括房屋署、渠務署、課程發展處、國際扶輪
社的代表，以及本校校友會副主席謝浩明先
生，區內兩所小學的校長及師生等，濟濟一
堂。現場充滿大自然氣息，佈置別具特色，
場內蟲鳥聲音讓人有置身大自然之感。「螢
火蟲體驗館」首次亮相，吸引來賓和友校師
生爭相拍照留念。

培螢先鋒向黃局長分享所學 螢亮生命活動演出

小學師生參觀「螢火蟲體驗館」 學生參與開幕禮

(2019年12月15日)
校友麥肇峰先生是本港
螢火蟲保育基金會主席
，新近伙拍母校於校園
內設立了「螢火蟲生態
教育廳」，並由學生協
助培養約700隻幼蟲，最
終帶到渠務處修復河道

一帶放生，成為香港學界首個螢火蟲生態學
習平台，開幕禮於12月15日 下午2時假該校
禮堂舉行。適逢培敦中學45周年校慶，此項
活動可謂別具意義，亦獲媒體大肆報導！

校慶英語音樂劇
(2019年4月6日)

日期：2019年4月6日 (星期六)
時間：晚上7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
費用：$50
報名方法：致電本校留座(電話：23265211)，屆時到
       場付款及取票 (6歲以下兒童殊不招待)

參與演出隊伍包括音樂小組、培敦手鈴隊、校友合唱團、
學生合唱團及神秘嘉賓



新老師 介紹我是張泰洛老師，任教中一中
二數學科及綜合科學科。感謝
上帝讓我加入培敦大家庭，願
以誠實和愛心，培育幼苗，上
下一心實踐『珍愛生命，善待
他人』的主題，期盼接下來日
子，和大家一起見證彼此成長
，共同認識基督真理，享受上
主賜給我們豐豐富富的恩典。

張泰洛老師

我是朱孟強老師，主要任
教通識教育科和宗教及生
命教育科。感恩過去能在
培敦成長，我很高興現在
能回到母校任教。我期盼
能教導學生們明辨是非，
認識賜人智慧的上帝，在
知識和品格上都能成長。

朱孟強老師

我是馬君兒老師，今年任教中一
及中四級英文，亦是中一班的班
主任。十分感恩和高興能再次回
到培敦這個大家庭。我相信每位
學生都是獨特的，都有他的價值
與潛力。‘A teacher takes a 
hand, opens a mind and touches 
a heart.’我希望能成為一位有同
理心和與學生同行的老師。

馬君兒老師

我是關敬耀老師，任教STEM電腦科。來到培敦，看見
學生因著神的恩典而成長，令他們的生命豐富起來，這
是生命教育和基督恩賜的體現，讓我十分感恩。期望在
未來能和同學們建立到良好關係，與同學們一起同行。

關敬耀老師

楊玉婷老師 我是楊玉婷老師，
任教中文、通識及
宗教及生命教育科
。來到培敦中學，
同學們的單純和熱
情令我尤為深刻，
很感恩能與大家同
行。期望在未來的
日子，我們能互勵
互勉，更多經歷主
恩典！



境外考察
中三

學習
東 莞 及 中 山 的
歷史人物及事件
 (22.11-23.11.2018)

學生分享

我們整級中三學生去到了東莞及中山市進行交
流計劃，在短短兩日內，我們參訪了威遠炮台
及海戰博物館，認識了前人英勇奮戰，為國捐
軀的情操。參訪了虎門銷煙林則徐紀念碑及銷
煙池，了解了鴉片戰爭的歷史及林則徐的偉大
事跡。我們還去了國父孫中山的姑居紀念館及
孫文紀念公園，了解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跡及
對辛亥革命的貢獻。

3B 石嘉敏

經過這一次內地交流，我對祖國的認
識又加深了一層。因為一直以來都是
在課本上或電視上聽人說，所以沒有
什麼概念。這次境外考察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林則徐虎門銷煙。我一直以來
對銷煙的概念是在一些河或海的附近
，結果親眼看見的時候沒想到是人工
池。發現自己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對這個世界所認知太少，去了這次交
流才知道，原來孫中山國父比想像中
更偉大。

3C 秦卓琳

經過這一次的境外考察活動後，我體會到軍事
武器和捍衛國家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我亦親
眼看見了威遠炮台，也知道了有關的構造及知
識。而且在這兩天的旅程也令我更了解近代中
國歷史的事跡和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以及他為
中國付出的貢獻。

3D 區珍婷

今年冬天，我參加一年一度的境外考察活動，
使我有很大的得著。在這個旅程當中參觀林則
徐紀念館和虎門銷煙池令我印象深刻，我學會
了銷毀鴉片的過程，也讓我重新認識林則徐這
位大英雄對人民的貢獻。

3D 余宇楷

45周年晚宴活動花絮
今年是培敦四十五周年校慶的大日子，在這個值得紀念
的時刻，校友會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廿七日舉行了「培敦
四十五周年校慶晚宴」，並以愛‧回家為主題，當晚筵
開四十四席，共五百多位師生校友們聚首一堂，緬懷舊
事，一同見證母校走過的光輝歲月，以及齊心祝願培敦
繼續薪火相傳，踏進精彩的新里程。
更多晚宴花絮，可於以下網頁瀏覽：
http://photos.app.goo.gl/bbdp1kN9JYrRUgKg6

2019年度校友會

新春盆菜宴暨

球類活動日
一年一度新春盆菜宴再度舉行，當天中午
將會舉行球類活動日，讓各校友切磋球技
。若想與師長及舊同學聚舊的校友切勿錯
過，盆菜宴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有關詳
情如下：
日期：2019年2月23日（六）
時間：下午2:00-9:30

球類活動日：
時間：下午2:00-5:30
地點：籃球場/雨天操場/禮堂/211室
費用：全免
內容：舉辦籃球友誼賽─「半場4 vs 4 或全場」
　　　即場組隊
　　   另會開放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場地供校友切磋球技

盆菜宴：
時間：晚上6:30－9:30
地點：本校禮堂
費用：每人$180（包一罐飲品）/一席$2160（一席只有12人份食物及12罐飲
品）
內容：預定圍數18-20圍（名額先到先得）

報名方法：
請點擊以下連結填寫報名資訊：https://goo.gl/RjWmKw

盆菜宴活動需先收取款項，本會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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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itun.edu.hk或致電23265211姚小姐查詢，謝謝！



學生
獲獎

2018年9月至12月

2018第匹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嘉許獎狀 3C 葉浚豪
4A 黎月晴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關愛活動服務冊設計比賽」

冠軍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慈善遠足籌款比賽」

優異獎

學界游泳比賽

殿軍 男子甲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5A 余偉楠 5C 吳紫樂
5D 陳梓灝 6A 黃兆熙
6D 李諾軒

季軍 男子乙組  4x50米四式接力 3B 潘文睿 3C 葉浚豪
4A 何梓榮 4B 張睿行
4C 鄭德晉

殿軍 男子乙組  100米背泳 4C鄭德晉

第八屆「原來我得架」獎學金
（獲頒發獎學金港幣$131,000資助）

4D 區詠恩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2017/18學年）
（獲頒發獎學金港幣$1,000）

6A 蘇凌岸

領展「第一代大學生獎學金」2018
（每年可獲頒發獎學金港幣$20,000）

楊諾霖
（2017/18年度中六畢業生）

黃大仙區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慈善遠足活動攝影比賽」

冠軍 5C 譚思杰

學界越野比賽

殿軍 女子丙組 1B 梁詠貽

全港青少年運動攀登公開賽2018

2C 錢宛琪女子少年C(T)組第四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8-2019

6A 何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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