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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創校一百五十周年誌慶

校董會主席

華夏兒女耀香江
創科新姿導前航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書院

真光創校一百五十周年誌慶

校董會主席

曹王敏賢博士

蘇成溢牧師

約翰福音一章九節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九龍真光中學
真光女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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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前引路育英才
真 理傳承百五載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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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星宿在夜空中閃爍飛颺
湛藍的銀河洗滌歲月的鉛華
清澈無瑕地流過時代的脈搏
每顆星懷抱永恆不滅的夢想
跨越滄海桑田奏出盪氣迴腸
編織多少回璀璨動人的樂章
見證信愛望默默釋出熱與光
憑恩典守護一百五十個寒暑
以星火點燃千載傳承的真理
在絢爛的穹蒼綻放萬丈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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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天星宿在夜空中閃爍飛颺

舉目蒼穹，星輝滿布，閃爍 靈動，不
由讚嘆上帝偉大的創造。當中特別耀
眼的一顆北斗星，正是真光校祖那夏
理女士。在一百五十年前，這顆「真光
之星」以跨越時空的姿態，降臨中國，
在廣州創立南中國首批基督教女子學
校。校祖以基督的信仰、堅定的毅力、
無盡的愛心及過人的智慧為教育理想
發熱發光，竭力栽種初春的嫩芽，而
每一瓣鮮花今夕化為夜空中點點星光，
照遍黑夜，帶給我們生命的力量和盼
望!
湛藍的銀河洗滌歲月的鉛華
清澈無瑕地流過時代的脈搏

天上的銀河飽經歲月的洗禮，清澈依
然，真光的使命與傳統歷久不枯，時
光荏 苒繼 續 光 照四方。真 光 的「光 」
由廣州金利埠開始燃點，及後擴展到
白鶴洞和香港堅道，抗戰時期更曾在
鐵崗、 肇 輝台、深 水 埗，也在 連 縣 三
江、桂林、曲江、雙喜山開設 。至今
真 光學 校 立足香港、廣州及溫哥華。
真光校友遍及地球每一片土地，在不
同的地域仍然堅守真理，發放光芒。
真光見證時代的蛻變，曾經在不同的
地點建校，雖然這些地方因為時移世
易而改變，然而「真光」的根基卻永
不移動，因為我們的根基並不在於校
址，而是上帝永恆不變的真理。正如
約翰 福音第一章九節所述的「真 光 」
就是太初與上帝同在的道，上帝愛世
人，道成肉身，紆尊降世，耶穌基督成
就了救贖的恩典。因此基督才是真正
的「真光」基石，歷久彌新 !

每顆星懷抱永恆不滅的夢想
跨越滄海桑田奏出盪氣迴腸

真 光 以耶穌 基督「真 理 之 光 」命 名。
校祖來華為天上掛上明亮的辰星，她
藉著教育傳揚基督的真理，使人看到
光明和希望。天上的每顆星都是獨一
無二的，全都是一代接一代的真光人，
包括歷來的校董、校長、老師、職工、
校友等，他們各自懷抱著教育的夢想。
現今社會，知識遠遠追不上日新月異
的 科 技， 只有 通 過 道 德 陶 冶、 價 值
觀 的 培 養， 方 能 建 立學 生 正 確 的自
我 形象 以 及 全 人發展， 維 持 健 全 和
諧 的 社 會。 真 光 對 於 知 識 和 技 能 的
培育，因應社會變化而適時調節，但
對 於 發展 全 人 品 德 的 情 意 教 育， 卻
是 從 昔日、今日以 至 將 來 也 持 守 到
底，成為「真光」永不動搖的磐石。
真 光的教育夢想是「為神樹人 」，就
是培育學子效法基督的榜樣，愛人服
務、克己求全，在世上作鹽作光，燃
燒自己、照亮別人，成就真光精神。

編織多少回璀璨動人的樂章
見證信愛望默默釋出熱與光

真光蒙上帝的祝福，因為前人的努力
栽種和澆灌，讓真光人砥礪同行，見
證時代的變遷，如今已結出許多佳美
的果子，如同在天上閃耀壯闊的燦爛
星河，布滿一顆又一顆明亮的星星。
第一顆 是「創造建設」的明星 : 上帝
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讓我們身
心靈健康發展，因此我們也要善用上
帝賜予的天賦，不斷創造建設，無論
於個人或社會以至國家亦然。
第二顆 是「愛群服務」的明星 : 因為
我們在真光校園經歷被愛及照顧，以
致我們懂得彼此相愛、服務社會，實
踐「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真理。
第三顆 是「克己犧牲」的明星 : 真光
校 風 崇尚儉 樸、鼓 勵學生刻苦耐 勞，
所以學生能為大眾福利犧牲個人利益，
並勇於接受時代的挑戰。
第四顆 是「力求完善」的明星 : 真光
學生無論在課堂學習或運動競技，以
至於個人修養也不斷追求真善美，正
如上帝教導我們「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向著標竿直跑」。

憑恩典守護一百五十個寒暑
以星火點燃千載傳承的真理
在絢爛的穹蒼綻放萬丈光芒

上帝 守 護 真 光 一百五十 個 春 秋。 從
一八七二年校祖那夏理女士把生命奉
獻給真光開始，直至二零二二年的今
天，上帝的恩典從不間斷。每一位真光
人何其有幸，追隨校祖那夏理女士的
步履，貢獻自己的生命，謹遵「爾乃世
之光」的校訓，在不同的時間、空間
「為世作光」， 無論從事任何職業，都
盡力在自己的崗位上光照一隅，發揚
真光精神，將真光的教育夢想 「
: 為神
樹人」的使命，以身體力行，向全世
界宣告。
真光創校一百五十周年，憑藉從上帝
而來的「真理之光」，真光人將一點一
點的星光凝聚成璀璨的銀河，掌握時
代的脈搏作育英才、造福人群、榮神
益人。
放眼穹蒼，「真光星」正在絢麗的夜空
中迤邐，迸發出萬丈光芒 !

真光結出的果子，豐碩累累，猶如天
上星羅棋布、閃耀銀河。每一顆星交
織多少個撼動人心的故事。 無論順境
逆境，甚或面對前所未有的新挑戰也
穩步前行、處變不驚。我們深信上帝
的引領，最終讓世人看見信、愛、望的
亮光 !

真光的教育承載基督的道，使人認識
和敬愛上帝，學子們擁有「真光」，先
傳給別人、再把光映照到社會，星火
相傳。天上每一顆「真光星」的光芒，
也會因著時代的嬗遞而越發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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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

真光創校一百五十周年校慶感恩會程序
日期 : 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點 :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1.

序樂

3.

祈禱

2.
4.

5.

6.
7.

8.
9.

國歌

主禮嘉賓入席
香港真光中學、香港真光書院名譽校牧李炳光牧師

校歌

致歡迎辭
歌頌

主禮嘉賓致辭
啟應經文
信息分享

10. 唱詩

11. 致謝辭

Let it Shine

照亮世人的真光
校慶歌

12. 致送紀念品
13. 祝福

14. 禮成

香港真光中學、香港真光書院校董會主席曹王敏賢博士
真光四校聯合詩班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
學生代表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前任總幹事蘇成溢牧師
香港真光中學校監李正儀博士

香港真光書院校監萬玉鳴女士

主禮嘉賓退席

九龍真光中學、真光女書院校監陳志堅牧師

2. Shine Like Harriet
3. Where Art Thy Light

4. Brighten the Corner 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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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

中華我國，中華我國，獨立文明亞之東。
政成共和，民歌大同，學遍唐虞三代隆。
中華我國，中華我國，十萬兆民表雄風。
衛我邦家，同胞情重，普遍教育樂融融。
愛我真光，愛我真光，謝師長善誘維良。
發聾振聵，啟迪多方，恍登臨洙泗之堂。
愛我真光，愛我真光，天道由茲愈發皇。
十字旗飄，萬古輝揚，能拯救失路亡羊。
勉哉同學，勉哉同學，暮暮朝朝同切磋。
光陰易逝，日月如梭，催人歲月易蹉跎。
勉哉同學，勉哉同學，廿紀風潮急且多。
木蘭紅玉，巾幗英雄，匡時偉業在我曹。

Performance ~ An Ode To True Light
1. "Hear" Comes The Light

起來 !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 ! 起來 ! 起來 !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
前進 !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
前進 !
前進 ! 進 !

Kindergarten students
Primary students
Secondary students

Let it Shine

arranged by Don Besig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I’m gonna let it shine,
Gonna light up the whole wide world,
gonna let it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You have a light like mine, you’ve gotta make it shine.
You have a light like mine, you’ve gotta make it shine.
You have a light like mine, you’ve gotta make it shine.
You can light up the whole wide world
if you let it shine, gotta let it shine!
I can be a beacon of light shining through the night.
I can see the brand new sight, shining clear and bright.
With this light of mine, gonna make, gonna make
things fine. Gonna let it shine, gonna let it shine.
Come put your hand in mine,
Let’s make the whole world shine.
Come put your hand in mine,
Let’s make the whole world shine.
Come, put your hand in mine,
Let’s make the whole world shine.
We can light up the whole wide world
we can make it shine.
Gonna let it shine!
Gonna let it shine!
Gonna let it shine!

True Light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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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經文
啟：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

啟：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 !

應：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啟：
應：

同誦：

我們要以感謝來到祂面前，用詩歌向祂歡呼 !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 ; 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萬代。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 不可忘記祂一切的恩惠 !
因為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這一代要對那一代頌讚你的作為，他們要傳揚你的大能。
他們要述說你威嚴榮耀的尊榮，我要默念你奇妙的作為。

上帝啊，祢感動校祖那夏理女士，離鄉別井，來我國開創女子基督教全人教育，讓我們得著
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
主，我們感謝祢。

上帝啊，祢帶領校祖跨越重重難關，一八七二年於廣州創立真光書院，依從主耶穌登山寶訓
所教導的「汝當為世真光」，作育英才。
主，我們讚美祢。

上帝啊，祢賜福給真光，將祝福延伸至香港，在港開辦四校，一百五十年來春風化雨，把基
督的愛和真理傳遍四方。

校慶歌

南國香江，我校真光，歷經一五零載，
滿園桃李吐芬芳，聲譽遍四方。
文化播揚，主道輝光，欣逢紀慶同歌頌，群英濟濟一堂。
言念前賢，德功無量，艱難締造，春風化雨忙。
琴韻書聲悠揚，絃歌依樣，良材作育為家邦。
樹木樹人期發長，開來繼往，黃藍兒女志堅剛。
歌聲嘹亮，響徹雲霄，歌聲嘹亮，響徹雲霄，
共祝真光，前程遠大，萬壽無疆。

放光芒

且莫呆等將來才做世界偉大事，更莫空想把光照遠方。
在你面前許多事情要負責去幹，無論到何方，放光芒。
無論到何方，放光芒。
無論到何方，放光芒。
有人迷失路途 ; 你要指引他方向，
無論到何方，放光芒。

主，我們頌揚祢。

上帝啊，願祢激勵我們，堅守「爾乃世之光」的使命，赤誠待人，服務社群，在世發光，見
證主恩。

Brighten the Corner

主，我們榮耀祢。

Do not wait until some deed of greatness you may do,

播到黑暗之處，叫人得享祢豐盛的慈愛和恩典。

To the many duties ever near you now be true,

上帝啊，願祢保守我們，在疫情、社會和世界的動盪中，仍常存信、望、愛，把希望之光散
主，我們仰望祢。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阿們。

Do not wait to shed your light afar;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Someone far from harbor you may guide across the bar;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信息分享經文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
（約翰福音第一章九節）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
（以賽亞書第九章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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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悠悠念真光

念真光

先賢之信 : 校祖那夏理女士家書選讀

真光創校一百五十載，從廣州到香港的發展，乃是上帝大能與
恩典的見證。為了讓大家追念先賢奮力經營，明白學校設立之
使命，我們撰寫了三篇關於真光肇基時期發展歷史的文章。首
篇〈先賢之信：校祖那夏理女士家書選讀〉，從校祖的一言一
語，足見她全然委身於上帝，遇事堅毅不拔的心志。次篇〈一
切從「真光」開始：介紹廣州基督徒婦女在跨國合作的事業
(1872–1951)〉，藉著對廣州長堤仁濟街真光書院的研究，勾畫
早期真光師生如何參與廣州教會的婦女工作，由學校到社會公
益與醫療服務等，發揚「爾乃世之光」精神。末篇〈真光的奠
基者們：一群忠心事主的女宣教士〉，透過介紹一群與校祖同
心協力的女宣教士，訴說真光先賢們的忠心故事，為後學留下
佳美腳踪。願真光仝人閱讀這些文章，能承先啟後，責任莫忘。

1995 年 校 祖 的 兄 長 那 夏 禮 牧 師 (Rev.
Henry Varnum Noyes) 的孫兒 Henry Halsey
Noyes 將其家族收藏的書信文件 ( 包括書信手
稿、日記、遊記、詩歌、講道篇章、照片等 ) 捐
贈伍斯特學院 (The College of Wooster);1 該
校圖書館設立特別館藏 (Noyes Collections)，
其中校祖在華宣教五十六年期間 (1868-1923)
的家書約有五百封，是整個特藏的重要部分。
這些書信不單記載了十九世紀傳教士在華傳教
生活的資料，更展現了一眾傳教士忠心事主、
全然委身、持守不懈，努力撒下和培育福音種
子的美好見證。
遠渡重洋──踏上宣教旅程
1867 年 11 月 1 日校祖在〈我們能再相遇
嗎 ? 〉(Shall we ever meet again?) 的告別歌
聲中，登上紐約港的蒸氣輪船「阿尼桑拿號」
(Arizona)，展開前往中國的旅程。她先沿著美
洲海岸，經過古巴、加勒比海 ; 到達巴拿馬轉
乘「金 城號 」(Golden City)， 途 經 瓜地馬拉、
墨西哥，直抵三藩市，再等候往中國的遠航船。
在海上日記裡，那夏理訴說對家鄉、親人和摯
友的不捨之情，期望他日重回家園，與熟悉面
孔相聚擁抱。這時她反覆閱讀《詩篇》九十一
篇，藉此堅固她對上帝的信心交託，也讓心靈
得著安慰。
相比船上的其他乘客，那夏理女士的暈船
反應輕微，她不時走到甲板或船尾觀看晨曦初
露、夜空星宿，也會眺望四周波浪、岸上群山 ;
一尾鯨魚、一群海鷗已足叫校祖雀躍高興 ; 她
又記下驟雨過後， 一道彩虹橫跨落日群山的天
空，提醒她那就是上帝予人不變的應許 (law of
promise)。

1

圖一 :1867 年 11 月 1 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校祖與宣教士、好友們在阿尼
桑拿號上，出席啟程往中國前的祈禱會 ; Dr Lowrie 誦讀《詩篇》九十一
篇開始，然後 Dr Happer 及 Mr Butler 等人相繼領禱。

當輪船開進金門橋，校祖在三藩市登岸停留了十多
天。「他們有的腦後拖著烏黑且編得長長的辮子，有的
將辮子打作兩或三圈盤在頭上」，這是她首次遇上中國
人的印象。她曾出席一位中國留學生回國的餞別宴，寫
道「
: 桌上擺放著中國餐具筷子，而且有許多未曾認得
的菜餚，雞、鴨、豬肉、魚和多種蔬菜」、「他們竟然一
起享用同一 碗湯、一 碟 菜餚」，比起品嚐中國菜 式，
那夏理女士直言更希望聽懂他們的語言，與他們分享
福音。
那夏理女士初遇中國人，確實為她帶來不少文化衝
擊，這正好反映當時傳教士在宣教路上所面對的文化
困境 ; 然而，校祖的反思也不全然囿於這限制，總緊記
作為上帝僕人身份，靠主完成福音使命。 她最後橫渡
了太平洋，途經日本橫濱、中國上海，於 1868 年 1 月
13 日抵達香港，登岸前赴廣州，展開她在華五十六年的
宣教工作。

圖二 : 校祖途經一所中式廟宇，遇見一位正在焚香拜神的廟祝。此刻，她
深深意識到「要向中國人傳揚基督福音，實在是上帝親自的工作，也是祂
計劃的美好時刻，否則一切也徒然無望。」

伍斯特學院由美北長老會在 1866 年開辦，直至 1969 年獨立於教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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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光點點──學生立足杏林
真光書院早期的學生已有不少進到醫學界，
是中國第一批女醫生。家書中，校祖不時提起
其姐夫嘉約翰醫生 (Dr. John Glasgow Kerr)，3
「很多中國人進到他的醫院，由於頻密地為病
人動手術，工具令他的雙手都長出老繭」；這
位醫生，原來是幫助真光畢業生向醫護界進發
的人物之一。《光在華夏》曾提到早於「1879
年，書院有兩位學生得鼓勵進修醫科，對於華
人婦女來說完全是新的意念，支持和反對的意
見經過冗長討論，這事最後交到嘉約翰醫生的
手裡，而他鼓勵她們不妨一試，並承諾她們與
同班年青男同學得到同等待遇」。4 自此，經
過醫學訓練的真光畢業生會在鄉村、城市行
醫，也會在醫院擔任行政工作；這推動了女醫
護服務的開展，更有助患病婦女願意就醫而得
治。那夏理女士為此深感欣慰，曾引述富馬利
醫生 5 對女醫生的讚賞：「我可以見證，中華
女子是最理想的醫生。她們學習得很快，記性
十分好，她們淡靜、自重且能自制……很適合
作精細的外科手術……她們很少會大喜大悲，
穩重而有耐性……得時不得時，她們都是一樣
工作。」6

晨曦初露──設立真光書院
1872 年 6 月 25 日，校祖向母親寄出家
書，提及成立了新學校，首次學校聚會是由
她與哈巴姑娘 (Miss Lillie B. Happer) 主持的
婦人祈禱會 (Women's prayer meeting)。她
在《光在華夏》一書記載 :「他們在新校舍的
小禮堂舉行奉獻禮，在奉獻禮拜之前，眾人於
校舍內每個房間先進行非正式的奉獻祈禱。我
們確信來自美國的禱告能上達天家，真光會照
耀中華大地的女兒，指引她們脫離異教的黑
暗，進入福音的光明中。」
火中不滅──不畏難歷險阻
1875 年 1 月 10 日這天被校祖形容為「在書
院歷史中一個黑暗的日子」，2 因真光書院校
舍遭人蓄意縱火焚毀。在她給母親的家書裡，
講述了當時的情況 :「那是由煤油引起的火災，
一團團黑色濃煙冒起來，與平日木頭燃燒的清
煙不同，頃刻間只剩下被火燒過燻黑的痕跡。」
校祖與妹妹 Emily Noyes 的書信中，曾訴說
是次火災令她感到「迷失與蒙羞」; 不過，她
和一班傳道人卻於次日早上召開會議，決定重
建校舍。他們吸取經驗，格外小心規劃校舍空
間，防止陌生人攀爬至屋頂或讓火舌掉進屋
內。 最終他們在美國差會協助下籌得所需經
費，並於數月後完成校舍重建。

行勝於言──忠心至死守信
1923 年 5 月 15 日校祖退休回國頤養，翌
年 1 月 14 日 返 回 天 家。 於 墓 誌 所 見， 也如
劉心慈校長在《真光光榮簡史》寫道：「在起
程前，女士 ( 校祖 ) 對其姊表示希望回國埋葬
於祖墳，也要在墓石上寫著『等候著祂來臨』
即等候著主的降臨。」校祖一生恪守「行勝於
言，言而不行，不若不言」原則，領導員生，
認真工作，以身作則，五十六年如一日。她在
臨別之時留下訓言：「爾要記得『凡祂所命爾
者為之。』我經過此世祇一次而已；因此凡有
我可能為之好事，或向人類可表示之善意，我
當立刻為之，我願不阻延，又不輕視此責。」
願我真光兒女能步武先賢，虔守主道，活出真
理之光。

圖三 : 那夏理女士手繪校舍一樓及二樓平面圖
2

那夏理著，岑白堅譯 :《 光在華夏》( 香港 : 真光四校，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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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 校祖在美國俄亥俄州 (Mound Hill
Cemetery in Seville, Ohio, US) 的墓碑。
HARRIET N. NOYES
MAR. 5, 1844
JAN. 14, 1924
MISSIONARY IN CANTON CHINA
56 YEARS
FOUNDER OF TRUE LIGHT SEMINARY
WAITING FOR THE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參考資料：

那夏理著，岑白堅譯（2012），《光在華夏》
劉心慈（1972），《真光光榮簡史》

Kaufmann, Alex. A True Light: Harriet
Noyes and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From website -- https://harriet-noyespbfm.weebly.com/

Noyes, Harriet Newell. Letters from
Harriet Noyes: Missionaries and Women's
Educ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From website -- https://noyesletters.org

A True Light: Harriet
Noyes and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Letters from Harriet
Noyes: Missionaries and
Women's Educ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早期來華的著名傳教士醫生之一，1859 年接辦博濟醫院，1866 年開辦博濟醫學堂，培養醫學人才。
那夏理著，岑白堅譯 :《 光在華夏》( 香港 : 真光四校，2012)，66。
5
Dr. Mary H. Fulton, 為美國長老會傳教醫生，1902 年，將廣東女醫堂改名為夏葛女醫學院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
第一屆畢業生過半數是真光書院畢業生 ; 此後的醫科及護士訓練畢業生，很多都是真光書院畢業。
6
那夏理著，岑白堅譯 :《 光在華夏》( 香港 : 真光四校，2012)，7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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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真光」開始 : 介紹廣州基督徒婦女
在跨國合作的事業 (1872–1951)
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崇基學院神學院
黃慧賢教授
1872 年在廣州沙基的容安街 ( 又名金利埠，
後稱六二三路 ) 成立真光書院是美北長老會華
南差會在廣州第一間具規模的女子寄宿學校，
它是廣州基督徒婦女群體的基地。從接待新來
華的女傳教士，到聘用真光畢業生，往後女傳
教士在廣州開展的婦女工作，並真光畢業生
開展和參與教會和學校領導等，那是向外延
伸，發展生命的光和熱的見證。「一切從真光
開始」，不單是研究和討論廣州真光書院的歷
史，而是將真光的歷史拉闊，從廣州區域史、
美北長老會華南差會其他的婦女事工，與及婦
女、家族與社群歷史脈絡去理解廣州基督徒婦
女在跨國合作的事業 (1872–1951)。本文主要
以廣州第一間真光書院 ( 即座落長堤仁濟街 )
作分析。
首先，真光漸漸成為具規模的寄宿女子學
校，開放予其他女傳教士和畢業生發展教育事
業。相比華南差會早期傳教士太太和第一位單
身女傳教士 ( 即是那夏理女士 ) 早期所開辦的
女子學校，1872 年成立的真光書院已朝向具
一定規模的方向發展。它有自己的校舍，而
不是單單依附在傳教士房屋裡。分兩個部門
工作，即是女童班和婦人班。早期的女童班
1
慢慢發展為小學教育水平 ( 1887 年 ); 而婦人
班是為成年失學婦女而設，專門培訓教會女
傳道 ( 至 1928 年 )。早期的真光陸續有不少
女傳教士參與，如 1873 年到任的那夏理女士
(Harriet Newell Noyes，1844–1924) 的 姐 姐
那大姑 (Martha Noyes，1840–1926) 和 Lucy
Crouch( 後來婚後稱為 Mrs. Charles Leaman，
1910 年卒 ) 協助教務。 2 那夏理女士、畢美意
女士 (Electa M. Butler，1848–1938 ) 和廖霞
地女士 (Harriette Lewis，1933 年卒 ) 是在真光

書院服務較長時間的女傳教士，學生們乃按著
她們的個性特質，分別專稱她們為 「
: 慈悲」、
3
「恩典」和「公義」。 除了傳教士外，真光也
聘用一定數目的畢業生從事女子教育工作。早
在十九世紀中末期，伴隨真光寄宿學校的發展，
女傳教士多在附近村落開展專收女生的日校，
並聘用真光畢業生負責管理和教學。傳教士香
便 文 牧 師 (Benjamin C. Henry，1850–1901)
提到 1884 年 1 月美 北長老差會的女子學 校
共有 21 間，是當時廣州開辦最多女校的差會。
撇除當時只有一 間女子 寄 宿學 校 ( 即真 光 )，
相信其餘 20 間可能是由個別女傳教士開辦或
監督，但教學和管理的工作則落在真光畢業生
身上。4 此外，真光自身也聘用畢業生為教師。
1897 年慶祝學校成立 25 週年時，全校共聘用
8 位華人教師，其中 7 位為真光校友。5 可見真
光作為女子教育平台開放予女傳教士和真光畢
業生發展她們的教育事業。
除了從事教育工作外，對外方面，在同屬
美北長老差會之下，真光的老師和畢業生也
個別參與其他婦女工作，形成美北長老差會
在廣州基督徒婦女網絡。在真光成立後，接
待了不少新來華的女傳教士，她們及後 所開
創的其他事工，都連繫著真光，更會聘用真光
畢業生。例如廣州第一位女傳教士醫生賴馬西
(Dr. Mary Niles，1854–1933 ) 剛 抵 埗 就 寄居
在真光西教員宿舍裡，其後更擔任真光的駐校
醫生。她後來開創的明心瞽目學校 ( 1889 年
成立 )，不但獲那夏理女士和真光第一任華人
校長羅劉心慈支持，並長期擔任校董會主席
和校董職銜。此外，她也起用真光的畢業生周
惠慈成為明心學校的老師，周惠慈在賴馬西醫
生退休後，繼任為明心校長一職。特別留意的
是，因為差會網絡和地利緣故 ( 真光在 1878
或 1880 年正式搬遷到長堤仁濟街傳教士建築
群 (Missionary Compound)，與廣州第二長老
教會和博濟醫院為鄰 )，真光畢業生早於十九

梁家麟編著 :《菁莪樂育我真光 : 真光創校一百三十年校史》( 香港 : 九龍真光中學校董會、香港真光中學校董會，2002)，31。
同上，23。
3
劉心慈 :《 真光光榮簡史》( 香港 : 私印本，1972)，5，14 及 15。
4
B. C. Henry,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or, Light in the Broad East (New York: Anson D.F. Randolph, 1885), 209.
5
梁家麟 :《菁莪樂育我真光》，3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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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已經開始習醫，畢業後在傳教士醫院、
診所服務，有的更自行開辦 診所等。最早在
1879 年真光已有兩名學生到博濟醫院附設的
華南醫學院習醫 ; 往後廿年，共有 25 位真光
學生曾在博濟醫院肆業。1901 年，女傳教士醫
生富馬利建立的夏葛醫學院——中國第一間女
醫學校，其第一屆共 11 位畢業生，有 6 位是
真光畢業生。6 其中附設在夏葛醫學院的柔濟
醫院，擔任出色的富馬利助手——女西醫羅秀
雲 1907 年做腫瘤切除手術，當時的新興報章
《時事畫報》也報導她。7
除了參與上述基督教婦女事工外，真光畢業
生在民國時期不單成立了廣州市基督教女青年
會，也在 1920 年代中開始陸續擔當廣州教會
和學校的領袖，貢獻良多。民國初年 1912 年
成立的女青年會廣州市會，六位華人創辦人中
有五位確定是真光畢業生。我們最認識的當然
是羅劉心慈校長 (1871– 1946) 和羅有節校長
(1888–1961) 兩母女。她們都曾分別擔任仁濟

街真光學校校長。此外，也不得不提白鶴洞真
光中學的畢業生胡黃玉貞，她是 1920–40 年
代的婦女領袖，曾擔任廣州真光小學和中學校
董，女青年會會長、明心學校校董和中華基督
教會廣東協會執委會執委等職銜。在抗日戰爭
期間，她連同真光及其他基督教組織跟隨廣東
省政府遷往曲江、連縣等地。及後因真光中學
何蔭棠校長知悉妻子羅道真 (1900–45，即羅
劉心慈的二女 ) 在美國病危，急趕赴美，作為
校董會主席的胡黃玉貞女士曾短暫擔任代理
校長，直至李耀宇校長正式上任為止。8 此外，
臨近中共立國之時 (1949)，她也代表廣州真光
中學與港校董會商討來港辦高初中的計劃。9
廣州真光創立至今已 150 載，以上簡單勾
畫廣州真光師生如何參與廣州教會的婦女工
作，由學校到社會公益、醫療服務等。真光畢
業生在不同年代的歷史足跡和生命見證，由擔
任女傳教士助手、前線女子教育，到後來創辦
女青年會，並成為教會、學校獨當一面的領袖。
我們不僅窺探到婦女的能動力，並看出新一代
中國女性的新網絡 ; 除家人親友外，她們還有
學校、校友、教會群體的網絡，這亦是離開家
庭以外，中國新女性建立新的社群網絡。真光
在港建校已逾數十年，香港真光畢業生的承傳
確是值得探討，可成為下一篇研究的主題。

1907 年《時事畫報》
〈女醫神效〉柔濟女醫院，日前來一婦人就醫。 遍體浮腫，腹大
如數石瓠，奄奄就斃。 女醫士羅秀雲為之奏刀，將腹剖開，取
出血瘤計重四十餘斤。如法封口，睡食兩日，漸就痊愈云。

同上，35–36。
〈女醫神效〉，《時事畫報》，14(1907) : 頁 8 下。
8
梁家麟 :《菁莪樂育我真光》，88。
9
〈真光中學校董會會議紀錄〉，1949 年 5 月 18 日，廣州市檔案館，27/1/8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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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的奠基者們 : 一群忠心事主的女宣教士
十九世紀末開始，大批美國女宣教士響
應「女人為女人工作」( Women's Work for
Women ) 的口號前往中國傳揚基督福音。細
看真光歷史，不難在熟悉的時、地、人當中找
到印證，令人興奮雀躍、感恩不已。這篇短文
藉介紹一群與校祖同心協力的女宣教士，訴說
真光先賢們的忠心。

一八七一年美國長老差會，決意開辦女子寄宿學校及
成人班。當時女士 ( 那夏理女士 ) 被選為該校創辦及
負責者。後有畢、廖二位女士到校幫忙，她等三人有
「信」、
「愛」、
「望」之美號，日夕禱告，願得良好效果。

邵姑娘 (Miss Hannah J. Shaw, 後稱
Mrs Happer) 與哈巴姑娘 (Miss Lillie B. Happer,
後稱 Mrs Cunningham)
校祖在記載真光初創四十五年 (1872-1919
年 ) 歷史的《光在華夏》(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 第二章〈傳道初期〉，提及與她並肩
管理學校、傳佈福音的同工有哈巴姑娘和邵姑
娘，更形容三人關係密切，自稱為「信望愛」。
傳道初期的回憶可不能不提摯愛的三位同工，我們
自稱為信望愛的三位同工，包括邵姑娘 (Miss Shaw)、
哈巴姑娘 (Miss Happer) 和那姑娘 (Miss Noyes)。我們
三人合作無間、和諧共處。我們三人的事工， 打從構
思、期望甚或計劃方面都得到肯定，同工之間能如此
完全的融合，構思與目的如此合一，其喜樂確是無與
倫比。我們共同負責幾間學堂及女傳道訓練 ; 哈莉蓮
姑娘曾有一段時間在書院內負責幾班的課堂，不久，
因為健康問題而不得不回美國。後來她與靳靈含先生
(Mr. Cunningham) 結婚，但她傳道的熱誠並無減退，
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必盡力協助傳道事工，可惜事
奉處於晨曦之時，卻英年早逝。⋯⋯「忠心至死」這
句話，如今銘刻在她墓碑上，大理石墓碑如今安放在
香港跑馬地墳場裡。邵姑娘與哈巴醫生婚後多年仍繼
續無私的奉獻，為主作工，以致終其一生 ; 她滿有恩
慈、憐憫，她的一生將基督徒的愛心和神聖完美彰顯
出來，與她共事的人都能體驗到一個活生生的使徒就
在面前 ; 她是中國人光輝的榜樣，是傳道同工的幫助
和啟示。

根據校祖的記述，我們嘗試到跑馬地墳場
實地考察 ; 結果令人喜出望外，哈巴姑娘的墳
墓被尋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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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女 士 (Miss E. M. Butler) 與 廖 女 士 (Miss
Harriette Lewis)
曾協助校祖處理校務，並接任校長的羅劉心慈
女士著有《真光光榮簡史》，記述創校至 1940
年，共約七十年的真光史事。她都提及創校時
期「信愛望」三位同工，而所指的除了校祖以外，
是畢美意女士和廖霞地女士 :

畢女士父親是一位美國牧師，自小熱心愛
主。1881 年來華，在真光任教，並悉心規劃新
學科，更組織祈禱會、傳道會，遣派十二位女
傳道往附近鄉村傳福音，定期回報，持續多年 ;
畢女士見學校鄰近有不少男童未能入學，即向
美國朋友籌款，在真光對面創立「培基學校」，
每日親赴兼授唱詩遊戲。

真光創校早期，「信愛望」究竟是指校祖與邵姑
娘、哈巴姑娘 ? 還是校祖與畢女士、廖女士 ? 現在難以
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們都是靠主得力、忠心事奉、
彼 此 同 心 配 搭 的 一 群 女 宣教士 ; 在她們不住的禱告
和努力下，逐漸凝聚各方的人力和捐獻，連繫美國差
會、教會與廣州城鄉，讓真光一步一步地打穩基礎。
願我們一眾真光人，不忘先賢的耕耘，常懷感激之情 ;
不忘天父的應許，全心順服， 為來者作美善的工。
參考資料 :

那夏理著，岑白堅譯 (2012)，《光在華夏》。
劉心慈 (1972)，《真光光榮簡史》。

Lim, Patricia. (2011). Forgotten Soul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emete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畢女士感覺主日學之重要，而領袖人才缺乏，故特設
主日學師範訓練班，以培植此種師資，開班後，計有
真光同人，博濟醫院及仁濟禮拜堂諸主日學教員等，
均勤勉有加，共同研究教授法，主日學因得而推廣焉。

墓碑上層為一大理石十字架，刻有“FAITHFUL UNTO DEATH"，確如校祖
在《光在華夏》一書所載 :「忠心至死」。下有三層基座，每層碑文如下。
上層 : WITH CHRIST WHICH IS FAR BETTER
中層 : LILLIE HAPPER CUNNINGHAM
BORN IN MACAO 13TH AUGUST 1853
MARRIED IN CANTON 26 TH NOVEMBER 1879
DIED IN CANTON 9TH DECEMBER 1886
下層 : I KNOW THAT HE WHO DOETH ALL THINGS WELL CAN MAKE
NO MISTAKE

至於廖女士，她來華時已年過四十，故被
稱呼「老姑娘」; 她專責教授聖經，行事認真
方正，對學生要求嚴格，但不失關愛 ; 廖女士
還不時巡視宿舍，擔任校護，除著意整頓學校
衞生外，更會親自為患病學生準備湯藥，無微
不至。
「老姑娘」女士忠誠勤懇熱心愛眾，專授聖經，不兼
他課，以符傳道宗旨。從前功課，各生須背誦爛熟，
每週到查二次，一切功課部籍，檢齊呈閱，精明細察，
一毫不苟。⋯⋯女士喜種花，愛賞天然，好戶外行，
曾著「耶穌道理問答」一書統括聖經大意，為初等學
生所必讀。

哈巴姑娘墓碑位置 :
跑馬地香港墳場，
S.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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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我真光〉

大家來攜手齊歡唱，哈哈，榮耀我真光。
真光以往歷史燦爛，真光聲譽早播揚。
我們要保存好精神，要努力發揚真光。
看那黃藍旗幟飄揚，榮耀我真光，真光。

恩典盈盈全仰望

1872-2022

1947

1972

為 慶 祝 真 光 創 校 一百周 年，
舉 行 教 育 研 討 會，總 結「創
造建設、愛群服務、克己犧牲、
力求完善」為真光必須保持
的 精神；另外，所有真 光 學
校 統 一 採 用真 光 星為 校 徽，
並以「爾乃世之光」為校訓。

香港真光增
辦 中 學 部，
由何中中校
友擔任校長。

1872

6 月 16 日，校祖那夏理女士於廣州金利埠 ( 今容安街 )
創立真光書院，學生六名，學膳宿費全免。

1875

1 月 10 日，校舍全遭焚毀。

1917

新 校舍建 成， 中學 部 遷 入 新 校，
命名真光女子中學，首任校長為
祁約翰博士。

1925

羅道真女士接任
仁濟街真光學校
校長。

1919

1930

美 北長老差會 通 過 將
真 光中學 轉 交 華人 辦
理，校董會聘麥廷錦牧
師為校長，是真光中學
首位華人校長。

中學第一屆學生畢業，共六人。

1878

遷校至長堤的仁濟街，
修建第二校舍。

1951

何蔭棠校長 來港籌辦香港私立真
光 小 學， 租 賃 堅 道 26 號 為 校 舍，
聘曹何玉瑛女士為校長。

1937

日本侵華，何蔭棠校長率領
白鶴洞員生，遷移香港鐵崗
復課，繼遷肇輝台。

1910

香港真光中學
大 坑 道 50 號
新 校 舍 落 成，
中學部遷入
新校舍，增辦
高中一年級。

1941

1956

香港真光中學大坑道
第二小學校舍落成。

香港真光中學
開辦商科及
語言部，連同
幼 稚 園、 小
學及中學，全
校學生達三千
人。

1975

香港真光中學校董會
在堅道 75 號開辦香港
真光英文中學。

日軍侵港，港九
各校停課。

真光書院易名為真光學堂。
1912 年復易名為真光學校。

1913

校祖向美北長老差會提出
增設中學，並獲接納，選定
廣州白鶴洞為校址。

1881

1935

同 年， 香 港 真 光 中 學 泳 池
啟用；中學增設英文部。

1988

擴 建 第 三 校 舍， 並 設
可容納百餘人之宿舍。

1923

5 月 15 日，校祖退休回
國頤養。1924 年 1 月 16
日，校祖息勞歸主。

1919

羅劉心慈女士任仁濟街真光學校
校長，是真光學校首任華人校長。

1928

美北長老差會決議將
仁濟街真光學校移交
中華基督教會仁濟堂
主辦，白鶴洞與仁濟街
兩校遂分別組織校董會。
羅有節女士獲委任為
真光學校校長。

1934

何蔭棠博士繼
任真光中學校
長，積極 進行各
項校園建設。

1938

仁濟街真光學校設分校於
九龍福華街，並增設中學。
是年十月，仁濟街中、小學
同遷九龍分校上課。

1949

1942

7 月何 蔭 棠 校 長 到 粵
北連縣三江籌備復校，
借 用 禮 拜 堂 上 課， 初
次 兼 收 男生 ; 10 月前
往 桂 林 開 設 分校， 由
曹何玉瑛女士任校長。

馬儀英校長帶同員生遷校
至九龍塘窩打老道 115 號，
定名為九龍真光中學。

1943

遷 往 曲 江 上 窰，
用竹棚建新校舍，
命名新白鶴洞。

1944

戰 情 轉 急， 真 光 再 遷 往
連縣雙喜山，與培英中學
聯合，實行分管合教。

1960

九龍真光中學九龍塘
真光里一號新校舍落成
啟用，原窩打老道之
校舍則開辦 小 學及
幼稚園。

1973

1945

抗 戰 勝 利，李 耀宇
校長回白鶴洞復校，
解 決 重 重 困 難 後，
10 月 22 日舉行開學
典禮。

1947

馬儀 英博士 繼 任
白鶴洞真 光校長，
積極擴展校務。

為慶祝真光辦學
一百周年，九龍
真光中學校董會
決定開辦一所英
文中學，1973年
9月，真光女書
院正式成立。

1988

真光女書院
慶祝十五周年
校 慶， 成 立
美式步操鼓
樂團。

1995

香港真光英文中學遷往
鴨脷洲，1999 年改名
為香港真光書院。

1992

配 合 教 育 政 策， 九龍
真光中學開辦 預 科兩
年制課程。

2006

香港真光書院
射箭隊比賽屢
獲 佳 績， 共 有
四位學生入選
香港青少年
射箭隊。

2000

九龍真光中學獲
教育署評選為
全 港 44 間增 值
中學之一。

1998

教育署審定真光
女書院為英語教
學學校。

2010

香港真光書院三十五周年校慶
感恩會暨真光堂落成啟用。

2004

真光女書院舉行
周 年 感 恩 晚 宴，
祝 賀三十周年
校慶。

慶祝真光創校一百四十
周年，出版校祖那夏理
女 士 所 著 的《 光 在 華
夏 》， 並 校 友、 學 生
合作完成的《從廣州到
香港：真光流金歲月的
口 述 故 事 》。 同 年，
真光四校入選教育局電
子學習先導計劃，獲撥
款二百萬，推動以平板
電腦進行學習。

2011

九龍真光中學
英國語文科
老師獲英國
語文教育學習
領域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

2003

香港真光中學真光知源館落成，包括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及幼稚園部
圖書館、電子教學室及學生研習室。
完成課室及校園翻新工程。

2012

2002

慶祝真光創校一百三十
周年，出版真光校史
《菁莪樂育我真光》。

香港真光中學室內恆溫
泳池啟用。

真光女書院新翼
校舍平頂工程
竣工，舉行剪綵儀
式紀念。

2008

真光女書院於三
十 五 周 年 校 慶，
首演英語音樂 劇
《綠野仙蹤》。

2017

慶祝真光創校一百四十五
周年，四校舉行「聯校教育
研討會暨電子教學分享」。

2015

香港真光書院四十周年校慶
演出英語劇。

2019

香港真光書院推出「百年
樹人計劃」
，為同學提供
更理想的學習環境。

2017

九龍真光中學英文校名改為
Kowloon True Light School，
小學部轉為英文小學。

2005

2019

學生電視台於真光女書院
四十周年校慶開幕，藉以
促進學生多元智能發展。

香 港真 光書院 四十五 周年 校 慶 感 恩會暨 新圖書 館、
演藝廳 及學習共享空間啟 用禮，學校亦同時開展為
期六年的「深層思維」重點培育計劃。

2020

九 龍 真 光 中 學 復 辦 幼 稚 園，
李伊瑩校長同時出任九龍真光
中 學 部、 小 學 部 及 幼 稚 園 部
總校長。

2013

2020

九龍 真 光中學中國語文科
老師獲中國語文 教育學習
領域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2018

真光女書院
STEM 教育中心
開幕典禮。

2022

九龍真光中學獲准於
2022 年 度 中 一 開 始，
全級學生可以英語作為
教學語言。

永留芳

香港真光中學成立 TLamp 真光
學長計劃，透過學長工作經驗，
讓學妹們為未來工作及個人發
展作最好準備。

2015

砥柱瀚瀚永留芳

香港真光中學校董會於堅道 75 號
開辦香港真光幼稚園 ( 堅道 )。同
年，香港真光中學大坑道校舍新
翼一座及二座啟用。

教育署審定香港
真光中學為英語教學
學 校，由中 一 級 起
逐年取消中文部。

2012

〈真光輝煌〉

2011

真光燦爛輝煌，普照四方。
真光燦爛輝煌，普照四方。
真光燦爛輝煌，普照四方。
西山落太陽，東海升月亮，真光輝煌。

2000

1998

本屆九龍真光中學、
真光女書院校董會校董

歷任校監

馬儀英博士
(1949-1973)
九龍真光中學
真光女書院

何中中博士
(1946-1974)
香港真光中學

汪彼得牧師
(1973-1984)
九龍真光中學
真光女書院

黃秀清女士

(1974-1979)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英文中學

黎秀姬女士
(2002-2012)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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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詞牧師
(1984-1998)
九龍真光中學
真光女書院

何簡玉衡女士
(1979-1981)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英文中學

龍炳頤教授
(2012-2020)
香港真光中學

胡丙杰牧師
(1998-2021)
九龍真光中學
真光女書院

譚紉就女士

(1981-1989)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英文中學

李正儀博士
(2020- 現在 )
香港真光中學

陳志堅牧師
(2021- 現在 )
九龍真光中學
真光女書院

校董會主席

校董會副主席

校監

蘇成溢牧師

黃麗娟女士

陳志堅牧師

司庫

華潔明女士

文書

張艷蕾教授

翁傳鏗牧師

黃成榮教授

杜耀君先生

許開明牧師

梁桂霞牧師

朱啟榮校長

蔡世鴻校長

蔡詠詩女士

譚劍虹校長

李伊瑩校長

彭思梅女士

(1989-2002)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英文中學
香港真光書院
(2012-2016)
香港真光書院

萬玉鳴女士
(2016- 現在 )
香港真光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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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九龍真光中學
法團校董會校董

校監 / 主席

蘇成溢牧師

黃麗娟女士

華潔明女士

翁傳鏗牧師

黃成榮教授

杜耀君先生

王家輝牧師

梁桂霞牧師

蔡少浩先生

張艷蕾教授

陳志堅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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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真光女書院
法團校董會校董

校監 / 主席

黃麗娟女士

華潔明女士

翁傳鏗牧師

許開明牧師

黃成榮教授

杜耀君先生

蔡世鴻校長

許開明牧師

朱啟榮校長

邱藹源女士

梁桂霞牧師

李志華先生

馬慧儀牧師

岑國欣教授

黃慧英博士

譚劍虹校長

李伊瑩校長

黃至中先生

譚劍虹校長

李伊瑩校長

張艷蕾教授

蔡詠詩女士

梁德慧女士

李凱茵女士

蔡立基先生

羅楚雲副校長

張柏基助理校長

陳志堅牧師

蔡詠詩女士

李詠詩女士

蔡學俊先生

黃幸芝女士

王佩儀老師

唐穎潤老師

28

本屆香港真光書院
法團校董會校董

本屆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書院校董會校董

校董會主席

校監

司庫

校監 / 主席

高膺先生

蔡克剛律師

彭思梅女士

王敏賢博士

蔡克剛律師

李正儀博士

高膺先生

萬玉鳴女士

司庫

書記

彭思梅女士

黃楚沙女士

沈雪明教授

黃楚沙女士

吳嘉文校長

許端蓉校長

麥樂嫦女士

葉健榮老師

朱嘉添副校長

施旭寧先生

萬玉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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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會副主席

沈雪明教授

鄭恩基先生

黃麗娟博士

關雪明女士

吳文璞女士

羅嘉雯女士

畢耀權醫生

陳霞妮女士

鍾潔雯女士

關雪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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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各校歷任校長

那夏理

(1872-1917)
真光書院

祈約翰

(1917-1921) (1923-1928)
白鶴洞真光中學

盧少蘭

羅道真

劉心慈

(1919-1925)
仁濟街真光小學

羅素懷

(1921-1923)
白洞鶴真光中學

(1925-1928)
仁濟街真光小學

(1928-1930)
白鶴洞真光中學

羅有節

麥廷錦

何蔭棠

(1930-1934)
白鶴洞真光中學

(1928-1930)
仁濟街真光小學

何玉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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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各校歷任校長

(1935-1941)
香港真光小學

李耀宇

(1943-1947)
白鶴洞真光中學

(1934-1943)
白鶴洞真光中學

馬儀英

(1947-1973)
白鶴洞真光中學
九龍真光中學

何中中

(1946-1974)
香港真光中學

李惠廉

高文蘊

黃秀清

畢綺霞

(1973-1978)
九龍真光中學

(1973-1998)
真光女書院

(1974-1979)
香港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英文中學

(1978-1991)
九龍真光中學

黃肖玉

葉秀華

梁燕婷

陳婉嫦

(1979-1989)
香港真光中學

謝嘉璋

(1991-1992)
香港真光英文中學

譚劍虹

(2008- 現在 )
真光女書院

(1979-1991)
香港真光英文中學

杜子瑩

(1992-2015)
香港真光英文中學
香港真光書院

李伊瑩

(2010- 現在 )
九龍真光中學

(1989-2006)
香港真光中學

杜耀君

(1998-2008)
真光女書院

吳嘉文

(2015- 現在 )
香港真光書院

(1991-2010)
九龍真光中學

關雪明

(2006-2018)
香港真光中學

許端蓉

(2018- 現在 )
香港真光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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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以「六育並重」為教學方針，重視學生多元發展。音樂科設作曲課程，每年從中挑選優秀作品，錄製
光碟，更舉辦上海、英國、奧地利音樂交流之旅。

體藝創新 百花齊放

視藝科舉辦「心靈手巧藝術展」，展示同學優秀作品，並鼓勵同學參與公開比賽，屢獲殊榮。成立
Artlight 視藝大使，運用所學美化校園、貢獻社會，如繪畫校園樓梯畫、為社區繪畫安全圍板壁畫。又舉
辦台北藝術學習團，豐富學習經歷。

〈真光女兒〉
真光女兒在生命海洋，應當發射豐富生命光芒。
真光，真光女兒大公無私，犧牲服務不辭。
更有刻苦堅毅精神，威武貧富不移。
誠實守法，謙謹有禮的態度行為品格，
是我黃藍女兒所應當表現的常規。
要好學，要慎思。專心致志求真理，明辨篤行來實施。
有特長，有能幹。多才多藝改造環境，體魄壯，
在真光求學，在真光生長，在真光追求宇宙真理。
我們要愛我真光，發揚我真光；世界到處留芳。
要認識時代現狀，需要復參詳。
做社會的建設健將，合作精神良。
做個標準真光女兒，發揚母校輝光。
努力為神，為人，為國，高舉真理之光。

學子莘莘放光芒

放光芒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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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真光中學

蕙質蘭心 為世之光

通過「真光人課程」，推動正向教育，設各級成長營及體驗活動，中三、中四全級服務計劃，從而反思人生，
並成立超過十隊義工組織，幫扶送暖，為鹽為光。

祖足社國 豁目開襟

學校為學生打造國際視野，讓學生走出課室，與世界各地同儕交流學習。又與內地不同城市的中學締結
姊妹學校，除寓學習於體驗外，更讓學生親身踏足祖國土地，感受中國河山之美，培養學生對國家、民
族的認同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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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校友 同心同德

本校除了為家長舉辦講座、工作坊及同行小組，促進家校合作，共同培育學生成長外，更舉辦多元化興趣班，
讓家長培養興趣與技能，建立家長的情誼。 更於「家長學堂」與家長分享信仰及聖經價值觀。另外，亦成立
「家長義工團」，家長積極協助學校推行活動，讓家長也成為真光大家庭的一份子。
校友會舉辦活動團結校友，包括校慶及社辰、校慶晚宴等，讓老師、校友可以濟濟一堂，暢談昔日在真光
的回憶。每年一度的「大手牽小手」學姐計劃，數十位不同行業的校友回校，與學妹分享選科擇業心得。部
分校友更提供「影子工作」及實習機會予高中同學，擴闊學生的視野，豐富她們的體驗。

36

九龍真光中學 ( 小學部 )

九龍真光中學教職員團隊

袁惠珍
詹穎琳
勞影嫻

張雪葉 陳志江
GAVIN JONES
馮秋霞

楊詠瑤 陳庭瑛 林希之 周佩芬 戴尉袁 RIAR SAIMANBIR KAUR
鄧卓君 陳諾謙 陳天道 張少傑 何浩禮 楊心明 李文浚 蔡偉泉

黃芬燕
梁桑童

楊慧德
潘達成

許燕菁
趙文灝

盧勁葦
阮淑賢

歐陽麗愛
張 敏

林震東

尹婉芬

顏少娟

黃月鳳

梁靜雲

甄錦棠

嚴文迅

陳珮儀

何玉玲

陳鈞偉

張柏基

李伊瑩校長

孫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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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志誠

陳家慧
黃宇鴻

陳紫玲
傅艷霏

張芷晴
劉文雯

鄭嘉蓮
江麗芳

李沐恩
黃君儒

黎婉青
吳芷瑩

曾靜怡
容穎芝

錢精萊
莫嘉敏

廖蘊妍
張維聰

麥詠珊
蕭詠宜

黃翠琼

歐陽瑩瑩
劉國兒

郭詩韻
馮詠思

莫美霞
徐依琳

譚映蔚

名人講座由著名兒童節目主持人譚玉瑛女士到校主講。

全方位學習活動，學生體驗專業粵劇造型，維妙維肖。

廣州真光中英文小學老師訪校交流，由學生擔任導遊，
介紹校園生活。

中、小學學姊學妹共赴維也納遊學演出，獲益良多。

Oral Show 是每年小一的盛事，學生口才了得，
掌聲不絕！

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大腦奔馳」親子活動，有趣難忘。

鍾佩儀
黃鳳雯

黃小玲

羅楚雲

吳景輝

何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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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真光中學 ( 小學部 ) 教職員團隊

中華文化日，何一明校友帶領師生家長數百人太極同樂。 英語音樂劇表演，同學們載歌載舞，展現自信的一面。

區會聯校水運會女子初級 4X50 米自由泳接力賽冠軍。

學生主持自製網上遊戲，綜合主題活動日顯創意。

39

新春年宵在中學部舉行，中小幼師生家長佳節喜氣洋洋。

莫艷娟

吳芯儀

薛子媛

陳煒櫻

李潔霞

區莉敏

黎倩兒

劉志豪

David Brown

陳天欣

廖詠儀

關慧敏

李伊瑩總校長

陳麗英

譚麗薇

陳秀文

葉慧儀

林翠屏署理校長

魯詠恩

李可珊

林沛霞

駱思雅

谷惠貞

馮正熙
詹愛華

余芷蔚

本校劍擊隊囊括中銀青少
年發展計劃港九小學分區
女子乙組花劍冠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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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真光中學 ( 幼稚園部 )

復辦幼稚園 - 本校於 2017 年復辦幼稚園，藉此將真光
的教育理念和精神延伸至中、小、幼階段，為社會培
育才德兼備的菁英。

親子遊戲日 - 鼓勵家長參與親子活動，加強親子關係，
提升家校溝通與協作。

快樂小蜜蜂 - 成立快樂小蜜蜂隊，透過步操訓練、團體
懇親會 - 透過懇親會活動，提升親子關係，加強家校合
合作遊戲等活動，培養學生團隊協作及服務社會的精神。 作，讓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九龍真光中學 ( 幼稚園部 ) 教職員團隊

戶外探索 - 透過戶外實地
觀察和體驗活動，增加學
生的生活經驗，擴闊視野，
將知識和技能融合於生活
當中。

中小幼視藝展 - 中、小、幼學生及校友同心協力，籌辦
「心靈手巧展才藝」聯合展覽，呈現真光人對生活的所
思所感，以及巧妙的創意和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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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個人閱讀計劃 - 學生每星期均個別與老師閱讀中
文和英文圖書，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

中小幼綜藝表演會 - 中、小、幼學生帶來了一連串多才
多藝的綜藝表演，展現同學們在音樂、舞蹈和話劇等方
面的才能。

顏鳳媚 余金瑩 楊凱琪 苗 青 GUINON Sarah Patricia BACK Cecelia Juliette Grace
GELDERBLOEM Thian HUMPHREYS Martin Alan 張少傑 葉婉雯
孫幼嘉

葉靜敏校長

李伊瑩總校長

蘇靜雲

袁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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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中學
以基督信仰培育心靈，讓學生結連自己、他者和天父，活出愛與熱誠，推動生命與校園的轉化。

學生是全校活動的策劃及參與者，從學生會選舉、級社活動、聖誕慶祝到校慶遊藝會，
凝聚全校力量，傳承及共建校園文化。

課程與生活結合，鼓勵學生進深探究，在現實場景創新嘗試；學習與經歷配合，彼此協作，以所學貢獻社群。

通過才藝、服務、自我成長活動與領袖訓練，讓學生發揮多元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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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中學教職員團隊

真光健兒齊奮勇前衝：各個校隊，堅持鍛鍊，鑽研技術，運動場上屢創佳績。

黃
凝聚校友、家長、專業人士和社區力量，締造學習與服務機會，擴闊學生視野與心懷。

翔 黃永康 黃懷德 莫貴龍 潘耀忠 梁風願 何嘉謙 Wong Aaron 林文浚 周偉傑 張徑瑚

蕭旭濠 李銘熹 譚

懌 黃家筌 陳 芮 夏志雄 梁漢榮 黃明慧 Ng Si Wing 吳永嫺

鍾雅思 楊鳳興 黎愷恩 徐

琳 黃惠森 陳靜怡 Mandal Manishya 鄭紫月 田紫薇

呂梓寧 黃美怡 王希文 李嘉敏 吳舜筠 劉嘉欣 謝凱羚 徐秀銀 黎歷宜 何碧儀
吳思敏 李佳慈 楊慧思 張森梅 杜玉蘭 尹思絲 余嘉賢 鄭筠怡 蕭歡琴 唐欣怡
曾潔華 鄭碧娟 陳玉鳳 李少雯 黎美娟 姚玉珍 葉宜君 廖鳳橋 李妙容
黃文詩 蔡一婷 許美玲 譚嘉碧 李玉華 黃子容 陳秋梨 吳翠琼 胡美智 張慧珊
楊宏安 馮少芝 趙崇嘉 鄺文慧 許端蓉校長 區寶文 周艷佳 洪妍卿 李愛芬 胡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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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讓學習走出課堂、走出校園、走出香港，通過世界學會學習。

融合藝術與生命教育，讓學生接受各種藝術體驗與薰陶。

設體驗課程讓學生加強抗逆力，培養團隊精神，提升社交技能。

善用新科技及網絡平台，豐富學與教經歷，提升學習成效。

激發無限創想，增闢「機械工程師」、「奇趣實驗室」等課程。

47

持續優化「普教中」學與教的寶貴經驗，促進學生兩
文三語發展。

「家校同心攜手齊育英才，共創真光兒女美好未來」：家
長參演宗教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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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中學 ( 小學部 ) 教職員團隊

香港真光中學 ( 幼稚園部 )

學校以「兒童為本」作核心價值，融入「設計活動」方
式及「高廣度課程」設計理念，因應兒童的學習興趣延
展其探究精神。

學校著重培育幼兒德育及心靈素質，配合學習情景，幫
助幼兒建立「尊重與欣賞」、「關懷與接納」等素質。

透過繪本故事、戲劇活動、參與不同機構舉辦的活動，
使幼兒不斷學習成長，建立正向價值觀和信念。

學校推行「我是小果子」品格教育計劃，培育幼兒成為
懂得喜樂、仁愛、忍耐、良善的小孩子。

透過春節活動，學生參與醒獅表演，體驗中國傳統節日
文化。

學校推動「以腦科學為基礎的學與教校本專業發展計
劃」，老師們積極投入學習，並取得認證。

彭柱培 袁致衡 張偉雄 鄭晞爾 林嘉瑜 張蔚欣 黎永業 李亮延 鄭家輝
陳妙君 謝敏雲 劉嘉玲 賴永枚 林瑞珊 謝嘉碧 朱翠華 張懷恩 溫雨盈 黃家儀
封雪秋子 Chong Viola Figueroa Angie 張蕙恩 黃舜秋 區雋樂 林美玲 林秀樺 馮敏儀
張嘉玲 文艷平 陳美芳 馬鳴曦 馮念念 閆美伊 許嘉儀 麥美明 黃婉君 陸泳欣
高嘉俊 鄭一麗 陸欣華 吳婉珠 潘秀芳 吳佩貞校長 陳淑琳 吳惠珍 許 佳 李琼芳 周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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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幼稚園 ( 堅道 )

學校非常重視家校合作，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與家長保
持緊密溝通，一同孕育真光兒女。

九月第四個星期日為校友重聚日，一眾校友回校歡聚，
增進情誼，和母校保持連繫。

2020 年是本校創校 20 週年的大日子，一眾師生與家長於香港真光中學百齡堂舉行校慶啟動禮。

香港真光中學 ( 幼稚園 ) 教職員團隊

黃曉彤 吳詠彤 鄧曉彤 王鈞鈞 王永祥 陳美思 陳秀奇 謝詠詩 張寶蓮

同學參加 150 周年校慶聯校「幼稚園親子標語創作比
賽」，喜獲獎項。

本校學生在「第五屆全港少年數多酷大賽」榮獲佳績。

參與「香港真光書院 40 週年」英語音樂劇演出，展現
同學們在音樂和舞蹈方面的才能。

家長教師聯誼會與校方緊密協作，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
促進孩子在學業和身心健康成長，充分體現家校合作精
神。

張韻詩 鄭慧敏 鄭穎妍 蘇映寧 陳美芸 李潔明 周燕明 梁淑儀 葉純謙
謝蓉蓉 林寶儀 吳煒儀 樊紫君 楊凱琪校長 梁麗明 黃綉惠 林美施 呂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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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女書院

疫情下不忘禱告，培養學生無論順境逆境都親近天父。

校董及舊生們親臨校園參與 15 周年開放日，同頌主恩。

立體壁畫：構思以校訓「爾乃世之光」為念，
旨在弘揚真光精神。

學校於校際舞蹈比賽屢獲殊榮，舞藝精湛，
成就備受肯定。

香港真光幼稚園 ( 堅道 ) 教職員團隊

學校藉「周年音樂會」，培養同學對音樂的興趣，
豐富學習經歷。

學校設有不同的制服團隊，
致力培育學生服務社群的
信念。

45 周年校慶，學校於文化中心大劇院舉行英語原創音
學校共有 10 個體育校隊，多年來培育不少菁英，
樂劇《光明旅 ‧ 樂》，學生精采的演出，深受各界好評。 成績彪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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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玲

李銘倩

張藹欣

鍾善敏

彭詠惠

陳華玉

郭鳳儀

李德賢

王曉紅

何秀苹

黃碧賢

黃嘉盈

馮曼誼

陳引娣

梁倩行

Ms Khadija Bibi 林麗芬校長

俞萍老

Suman Wadhwani

Frankie Perks

王英娜

鄭雅文

方詠賢

李杰珍

陳秀麗

陳嘉盈

楊 平

邱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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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參與「柬埔寨人道探索青少年交流之旅」，加強對
國際人道狀況的關注。

學校於香港廸士尼樂園舉行「全方位學習日」，讓同學
體驗有趣互動的校外學習之旅。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主持 STEM 教育中心揭幕
儀式，鼓勵同學成為新一代創科人才。

本校首位於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獲 7 科 5** 佳績的學生，
成績卓越。

學校舉辦「韓國科技及文化交流團」，藉此加深學生對
韓國科研及環保的認識。

透過學校傳統的班際跳大繩比賽，讓同學體會「團結就
是力量」。

同學於「創意思維世界賽 ( 香港區賽 )」中奪魁，實現
遠赴美國參加世界賽的夢想。

同學於「社創社區 4.0」比賽中勝出，提出環保廚餘管
理普及化意念，獲主辦機構高度讚揚。

年度「真光歌曲歌唱比賽」，有助凝聚同學的歸屬感，
更發揚真光精神。

「中一級開社成立典禮」讓中一與中四級同學結義金蘭，
成為「姊妹班」，互相扶持砥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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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樂施行動組「回收月餅罐」計劃，鼓勵同學減少廢 「感恩節」活動，讓同學學會感恩，向家人及師長表達
物、轉廢為用，學懂珍惜地球資源。
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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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書院

真光女書院教職員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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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雪飛
陳雪綸

余慧偵
黃玉婷

遲敬敏
陳暉彤

陳蕙筠

許凱欣

陳仲邦

麥念齊

潘諾兒

金凱玲

鍾凱雯

姚君璧
温穎彤

陳雅雯
闕嘉鈴

莊楚雯
謝穎心

鄭秀美

張國謙

黃啟智

彭均傑

練鵬飛

李俊康

Peter Liu

吳曼妮
劉淑賢

鄭韻詩
李曉妍

楊月萍
吳慧婷

黎月華
胡麗瑩

鍾嘉淇
胡珍莉

陳蕙芬

廖笑英

范妙盈

譚英玲

嚴穎嵐

彭仁傑 莊仲豪
梅麗玉 鄺紅玉

唐穎潤
王佩儀

何綺妮
周景怡

林先達
周翠珊

周芷苓
陳碧霞

張其鍾
何淑清

鄭美珊
陸燕宜

黎鈺琨

譚劍虹校長

學生於演藝廳啟用禮表演後與主禮嘉賓合照。

合唱團於中一級社成立典禮以歌聲祝賀中一同學。

學生會幹事為同學服務前先闖過選舉的辯論環節。

經過莊嚴的宣誓儀式後同學肩負領袖生的重任。

學生會為中六同學舉辦「畢業竹蜻蜓」活動，同學在竹
蜻蜓寫上心願，寄意夢想成真，理想高飛。

中五同學接過「真理之燈」後，成為新一代的護光使者，
讓真光普照全地。

譚琇麗

張蔚心

唐孟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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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年激烈應戰，初中和高中英語辯論隊在 2020-21 「百年樹人計劃」之圖書館。
年度香港中學辯論賽（HKSSDC）總決賽均獲得冠軍，
成績驕人。

四社授旗禮，承傳姊妹團結精神。

中二學生透過 STEAM 活動發揮小宇宙，創作出最快的
火箭車。

兩名同學分別獲選為「女子複合弓青年組」及「女子反
曲弓少年組」香港隊代表，前往波蘭弗羅茨瓦夫參加
2021 年世界青少年射箭錦標賽。

話劇組得獎學生代表香港前往美國參加創意思維世界
賽，與來自世界各地多支隊伍角逐世界冠軍殊榮。

長者學苑：由同學教導長者使用手提電話。

學生分享「深層思維」重點培育計劃的成果。

本校兩位高中及初中同學當選「2019 年香港島十大傑
出學生」。

本校連續多年獲得「傑出義工團體獎」。

疫情前難得的交流學習活動：「穗港真光廈門高鐵團」。

中六畢業活動之「地壺球」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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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滿堂

黃溢進 吳斯漢 黃德軒 梁家和 鄧海銘 吳凱傑 石祉瑜 何嘉豪 朱浩軒 孫成威
蕭偉發 許文瀚 黃嘉豪 趙振軒 伍展霆 梁康廉 徐奇帆			

黃藍濟濟聚滿堂

香港真光書院教職員團隊

每逢真光晉秩校慶，各校師生、校友、家長
均會聚首一堂，藉著感恩會、歸寧團，追念
上帝宏恩與先賢耕耘；舉行教育研討會、學
習工作坊，讓師生認識教育趨勢，探索真光
未來發展方向；出版各類刊物，讓真光精神
以文字傳承後世。

許蕙羚 陳淑霞 陳穎儀 黃溢聲 馮松渭 馮君朗 曾志偉 張志華 吳建花 蔡珮嵐
何穎蓉 張卓蕊 林威敏 莫澤金 陳曉靈 高采妤 黎芷晴
梁惠嫦 梁凱怡 顏麗華 黃明恩 余詠琴 李淑兒 莫潔儀 朱淑玲 黃玉芝
文慧娟 賴正琼 郭凱盈 康嘉文 郭美玲 陳凈香 黃佩鳳 伍美橋 何紅紅
馬金鳳 周秀雯 張潔玲 關頴楠 梁敏娜 謝奕琦 林映彤 陳婉華 顏羚而 陳詩淇
翟彥君 江穎琛 廖凱婷 嚴穎衡 施莉翎 阮慧茵 蔡潔賢 王淑芬 蕭懿恩		
陳錦文 楊家慧 黃潔華 高曉君 郭康琪 梁美玉 曾頴傑 譚建儀 朱嘉添 吳嘉文校長
陳志雄 陳麗璇 黃穎慈 曾雅逸 葉健榮 孔詠茵 Robin Hedley
李浩婷 麥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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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周年校慶聯合活動
聯校教育研討會暨電子教學分享

廣州真光歸寧團

真光教學注重啟迪，積極發展自主學習；並鼓勵教研，致力促進專業交流。自 2016 年起，四校協作，嘗
試研發校本電子教學，並成功申請教育局「電子學習先導計劃」。

2017 年 4 月 7 至 9 日四校校董、校長、師生、校友和家長百多人，浩浩蕩蕩歸寧廣州母校，承蒙長堤真
光中學 ( 現易名為廣州市真光學校 ) 和廣州市真光中學各校校長、師生熱情招待，介紹母校最新之發展
概況。此外，穗港兩地學生進行聯合國模擬會議，探討交流國際議題；更共遊珠江兩岸歷史建築，認識
羊城的歷史文化。

2017 年 3 月 4 日在香港真光中學舉行「聯校教育研討會暨電子教學分享」，由兩位校友，前香港大學校長、
港科院院長徐立之教授、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擔任主禮嘉賓。
徐教授以「科創的現在與未來」作專題演講，其真知灼見，啟迪人心。隨後由真光四校學生代表分享
STEM 及電子學習經驗，並由真光各校老師主持教學分享及交流，內容涵蓋中、小、幼的語文、數理、通
識、人文、藝術及科技各範疇。

鄭書琪同學、羅詠恩同學（香港真光中學）參與感想：
這次活動，印象最深是探訪了長堤和廣州真光兩所中學，它們那古色古香的校舍似在述說我校與中國近
代歷史的淵源，透過這次尋根之旅，加深了我們對學校的認識和歸屬感。雖然我們與廣州真光的課程和
學習環境有所不同，但我們的傳統和精神卻是一樣；期望我們日後有更多交流機會，增進彼此的情誼，
並把真光「以人為本，求真創新」的精神傳承下去。

出版《生活如光 100 年》黃翠平校友
口述回憶錄

黃翠平校友從小就讀仁濟街真光小學，畢業於白鶴洞
真光中學。黃校友是香港首位華人女感化官，協助不
少人迷途知返，其後她亦將畢生體悟傾囊相授，啟迪
其時浸會學院及樹仁學院一眾有志之士。此外，黃校
友 更 於 1966 至 1968 年， 成 為 真 光 中 學 校 董， 又 於
1973 年至 1976 年擔任真光校友會 ( 香港分會 ) 會長，
並於 1976 年與其他真光人一同籌建真光苑，期間更肩
負起開辦香港真光英文中學之重任。她濟世愛校之情
懷，足為後學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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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周年校慶聯合活動
預慶活動：生命教育電影欣賞會

瓷畫工作坊

徵文比賽及出版品德叢書

為預 慶真光迎向 150 周年校慶，香港真光四校在
2020 年 11 月中，舉辦兩場生命 教育電影欣賞會，
真光校董、中小幼部師生、家長，以及校友一同欣
賞由劉德華先生主演的《熱血合唱團》，劉德華先生
更特別錄製片段祝賀真光 150 周年校慶。

真光向來重視學生美育發展及承傳中華文化，真光
150 周年校慶之際，特別聯同粵東磁廠舉辦「真光
聯校瓷畫工作坊」，由校友粵東磁廠傳人曹嘉彥及
其母親教授繪畫瓷畫之技巧。來自真光四校的同學
在名師指導下，創作出富有廣彩特色的藍色旗袍圖
案，構圖別具心思，線條細緻優雅。曹校友更以真
光社花作主題概念，製作色彩繽紛的骨瓷茶杯碟套
裝，作為校慶紀念品，供各位真光人訂購留念，齊
賀真光 150 周年校慶。

徵文比賽分中、英文兩部分，共設高中、初中、小學組；
幼稚園親子標語創作比賽及公開組自由創作比賽。得獎作
品編輯成書出版。同時，高中中文組比賽部分得獎作品改
編成品德教育繪本故事書及有聲讀本：《奇妙的金幣巧克
力》、《圖書館小劇場》、"The Bee Conductor" 及
"Dancing Music Notes"，旨在向兒童推廣正向價值觀。

李凱茵女士（九龍真光中學 1991 年芷華社校友，現
任家長教師會主席及家長校董）參與感想：
透過觀看電影主人翁如何排除萬難追求理想，讓同
學們深刻反思：起跑線雖然人人不一樣，只要肯努力，
大家都可以奮力衝過終點的。
曹嘉彥校 友（九龍真光中學 2000 年藝芸 社校 友）
感謝真光，在注重學業的同時，一直不忘生命教育， 參與感想：
不斷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為世之光」的真光女兒。
感 恩有幸參與「真 光 聯校 瓷 畫工作坊」及為母校
150 周年校慶設計紀念品，看見畫技精湛的師妹們，
在瓷碟上繪畫各具特色的旗袍圖案，心裡特別感動
和感恩，希望真光發展更上一層樓，繼續承傳中華
文化。

真光 150 周年校慶生涯規劃分享會
四校於 2021 年 10 月 23 日在香港真光中學舉辦「真光 150 周年校慶生涯規劃
分享會」。 分享會旨在讓真光女兒認識個人志趣，藉以探索多元升學及就業方
向；並從校友的分享中培養學生對真光的歸屬感。分享會邀請兩位校友分享，
分別為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總裁 ( 貨幣管理 ) 陳家齊女士及九龍東聯網乳科中
心顧問醫生及臨床總監陳穎懷醫生擔任分享會主禮嘉賓。嘉賓的分享讓學生啟
發良多，當日在座的四校校長、老師及三百多位中五級學生均十分投入。
此外，大會亦安排了二十四位在不同領域皆有傑出成就的校友，作為小組分享
環節的主講嘉賓。學姐的分享擴闊了學妹的眼界，讓她們領會到真光女兒的特
質——堅毅不拔、迎難而上、敢於挑戰自己的精神；眾學妹以學姐作為榜樣，
以服務他人、貢獻社會為己任，秉承校訓「爾乃世之光」的精神。

150 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由香港真光書院中五級鄭靜同學獲得冠軍，標誌用
於各項校慶紀念品及宣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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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運動會

聯校教師發展日

運動會閉幕禮，有幸邀請香港女子劍擊運動員江旻憓小姐擔任主
禮嘉賓，她分享了在運動員生涯裡縱有挫折，仍會堅持信念，迎
難而上。又勉勵同學要勇於面對挑戰，不斷超越自我，拓展豐盛
而有意義的人生。仍在求學階段的江小姐表示自己既喜歡運動亦
熱愛追求知識，鼓勵同學不論運動和學習也要樂在其中。她充滿
正向活力的分享，振奮了在坐每一位員生。在反覆無常的疫情下，
四校能同心協力舉辦一場精彩的運動會，是上帝的恩典與看顧，
願我眾真光女兒銘記這份合一情誼，砥礪前進。

吳景輝助理校長（九龍真光中學）參與感想：
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是十分重要的，這可以
幫助他們在成長的不同階段，尤其遇上難題的時候，
作出客觀分析和合理的判斷，並付諸實踐。透過這個
發展日，各校交流教學經驗，對在校推行價值觀教育
甚有幫助。

停辦逾二十多年的聯校運動會，在 2021 年 12 月 17 日假將軍澳
運動場順利舉行。第五屆聯校運動會以「真理傳承百五載、光前
引路育英才」為主題，鼓勵真光女兒突破自我，聯繫四校的友誼。
運動場上徑賽和田賽比賽激烈，運動員盡展潛能，力爭佳績；看
台上的同學全情投入地為健兒們歡呼吶喊，讓整個運動會洋溢熱
鬧氣氛。期間更加插有趣遊戲環節，由師生們合力傳遞四校校長
拋擲往看台的巨型氣球，歡樂之聲此起彼落，體現真光女兒無分
你我，發揮團結合作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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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深教師了解價值觀教育以及全校課程規劃的理念
與策略，真光四校邀請教育局及香港大學協辦「價值
觀教育」教育薈萃，以「正向價值，陶鑄人格」為主題，
邀請教育局常任副秘書長康陳翠華女士擔任主禮嘉賓。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葉兆輝教
授為主講嘉賓，真光四校老師分別舉辦十二個講座，另
有優質教育基金「共建卓悅校園」學校發展主任劉起
鵬先生及黃泳欣女士主持小學及幼稚園正向價值講座。
除了真光中、小、幼老師出席外，更有三百五十名教育
界同工在網上參與，共同交流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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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大家庭
廣州真光書院於 1872 年創立，1878 年遷校仁濟街。
1917 年中學部遷白鶴洞 ，定名為真光女子中學 ，其後更有長足發展。
時至今日，廣州共有三間真光學校，穗港兩地交流不斷。

真光書院
1872 年
中國廣州

1872 年校祖創校於廣州金利埠 ( 今容安
街 )，定名為真光書院。1878 年遷校至

長堤的仁濟街，後期於 1917 年在廣州白

鶴洞建成新校舍，中學部遷入，定名為
真光女子中學。

耀四方

群英熠熠耀四方

真光大家庭

九龍真光中學
1949 年
九龍塘真光里及窩打老道

香港真光中學
1935 年
銅鑼灣大坑道

廣州市真光中學

廣州市荔灣區白鶴洞培真路 17 號

1935 年廣州真光校長何蔭棠博士，為教

育僑胞子弟，在香港堅道開辦分校，命名

香港私立真光小學，1947 年增辦中學，
1951 年香港真光中學遷大坑道 50 號。
1998 年堅道校舍重建，2000 年於原址開
設香港真光幼稚園 ( 堅道 )。

1949 年廣州白鶴洞真光女子中學遷校來

港，選定九龍塘窩打老道 115 號為校址，
定名為九龍真光中學。1960 年，九龍塘

廣州市真光學校

沙福道真光里校舍落成，原校舍增設附

屬小學暨幼稚園。幼稚園於 1994 年 9 月

廣州市越秀區長堤大馬路 348 號

停辦，附屬小學於 2012 年重修。2017
年 9 月復辦幼稚園。

真光女書院
1973 年
油麻地窩打老道

1972 年，九龍真光中學校董會為紀念創

香港真光英文中學
1975 年 - 中環堅道
香港真光書院
1999 年 - 鴨脷洲

1973 年，堅道真光第一小學停辦，香港

真光中學校董會於原校舍籌辦香港真光
英文中學，並於 1975 年正式開學。1995
年遷校鴨脷洲利東邨道 1 號。1999 年改
名為香港真光書院。

廣州市越秀區真光幼兒園
廣州市越秀區一德路 331 號

校一百周年，決定開辦一所英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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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窩地老道 54 號 A 校舍啟 用，定名
為真光女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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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校友總會及各地真光校友會
真光校友總會

本會以聯絡全球各地校友及愛護真光之人士，發揚真光精神及協助各校發展，
並以推動有關教育及社會公益事務為宗旨。
真光校友總會幹事名單

會
長:
副 會 長:
財
政:
文
書:
當然委員 :
當然委員 :
當然委員 :
當然委員 :

李詠詩校友
杜玉鳳校友
黃安琪校友
毛慧敏校友
李伊瑩校長
譚劍虹校長
吳嘉文校長
許端蓉校長

（真光女書院校友會會長）
（九龍真光中學校友會會長）
（香港真光書院校友會會長）
（香港真光中學校友會會長）
（九龍真光中學）
（真光女書院）
（香港真光書院）
（香港真光中學）

各地真光校友會通訊

澳洲墨爾本真光列位校友

澳洲悉尼真光校友會列位校友

加拿大多倫多真光校友會列位校友

加拿大溫哥華真光校友會列位校友

c/o Dr. Teresa Yin Ting LEUNG 梁燕婷
10 Manor Court, Donvale
Vic 3111
AUSTRALIA
電郵：lamleung28@hotmail.com
c/o Ms. Esther CHENG 鄭冰瑩
4A - 81 Northern Heights Dr
Richmond Hill, ON
L4B 4C9
CANADA
電郵：torontotruelight@gmail.com

c/o Mrs. Glendy LI 陳碧珊
18 Lucinda Road,
Marsfield NSW 2122
AUSTRALIA
電郵：truelightalumni_sydney@hotmail.com
c/o Ms. Ainsley LUK 陸斯慧
#14 - 11511 Steveston Hwy
Richmond, B.C. V7A 1N8
CANADA
電郵：luk.ainsley@gmail.com

美京華盛頓真光校友會列位校友

美國芝加哥真光校友會列位校友

美國南加州真光校友會列位校友

台灣真光列位校友

列治文真光學校

真光中文學校 ( 幼稚園 )

c/o Ms. Grace LAU 劉百恩
501 Hungerford Drive Apt #329
Rockville, Maryland 20850
U.S.A.
電郵：glaux12@gmail.com

c/o Ms. Patsy CHAN 陳杏群
1520 Cheaspeake Street
West Covina, CA 91791
U.S.A.
電郵：pydesign416@hotmail.com

林鳳華校長
True Light School of B.C.
5120 Blundell Road, Richmond
B.C. V7C 1H4
CANADA
電郵 : truelightchineseschool@gmail.com
網址 : truelightchinese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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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Ms. Ivy LEUNG 梁萃千
203 Crim St. Bowling Green,
OH 43402
U.S.A.
電郵：ivy.st.leung@gmail.com

梁巧眉女士煩轉
台灣台北，台北市木柵區，
指南路三段二十二巷
一之一號六樓
電郵：chiao1935@yahoo.com.tw

真光苑
成立歷史背景

真光苑於 1973 年由真光校友會成立，其時旨在幫助退休校友、教職員及其親
友安享晚年，故以籌辦或資助長者院舍服務為主。發展至今，真光苑以推廣關
懷及服務長者為宗旨，多年來資助真光師生及校友參與長者服務，並捐助提供
長者服務的慈善團體，致力幫助有護理需要的長者。
歷年捐助項目

1. 1997 年捐贈聖雅各福群會 750 萬元，成立真光護老之家。
2. 1998 年捐贈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200 萬元，建立真光苑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1999 年捐贈靈實胡平頣養院 75 萬元，並以真光苑為禮堂命名。
3. 贊助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馮鎰社會服務大樓、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雲華護理
安老院及鄭傍卿紀念松柏苑。
4. 多次資助香港老年學會慈善籌款活動。
5. 資助基督教靈實協會「愛心傳餸」慈善計劃及展開靈實全護通「真光安居樂」
6. 護理及復康服務。
7. 持續鼓勵及支持真光四校學生及校友會參予長者服務活動，今年津貼費用
增至每校一萬元。
為真光人提供的優惠及福利

1. 真光校友及其直係親屬可享優惠折扣入住聖雅各福群會真光護老之家及將
軍澳靈實胡平頤養院。
2. 欣逢真光創校 150 周年，真光苑理事會希望能再進一步惠及真光仝人，故
推行「讓愛發光」資助計劃，讓真光人，不論老少，均感受到真光以基督
大愛創校的精神，並努力用行動實踐愛心，關懷有需要的長者。申請者不
設資產審查，凡年過 60 歲，可申請資助購買醫療或護理器材，資助最高
限額 3000 元。細則可掃描以下二維碼了解及向所屬真光學校申請。
真光苑理事會名單

主
席:
副 主 席:
司
庫:
文
書:
會員理 事 :

曹淑華
杜子瑩
吳嘉文
譚劍虹
鄭國璽 邵嘉儀 丁毓珠 鄭容麗 黎秀姬 杜耀君 謝嘉璋 華潔瑩
華潔明 杜子瑩 曹淑華 葉秀華 萬玉鳴 關雪明 李伊瑩 譚劍虹
吳嘉文 許端蓉 簡嘉明 李詠詩 杜玉鳳 黃安琪

古美詩園長
True Light School of B.C.
5120 Blundell Road, Richmond
B.C. V7C 1H4
CANADA
電郵：contact@truelightmontesso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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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安妮
譚劍虹
許端蓉
李伊瑩
彭思梅 萬玉鳴 黃麗娟 華潔明 曹淑華 林靜雯 邵嘉儀
杜耀君 杜子瑩 關雪明 吳嘉文

邵蔚明助學進修基金
九龍真光中學

香港真光中學

真 光 女 書 院

在港四間真光中學：九龍真光中學、香港真光中學、真光女書院及
香港真光書院。

香港真光書院

受託人

校董會暨校長謹啟

捐助人邵寄梅女士畢業於白鶴洞真光中學。為紀念父親邵蔚明先生
及其對教育的關注，設立邵蔚明助學進修基金。目的是協助真光有
需要的中學生及畢業生，紓解他們在學習及生活上遇到的經濟困難。

二Ｏ二二年七月七日

成立目的

謝啟

:
:
:
:
:

真 光 創 校 一 百 五 十 周 年 校 慶 ，承 蒙 教 育 局 局 長 蔡 若 蓮 博 士 致 辭 ，

席
席
庫
書
員

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前任總幹事蘇成溢牧師信息分享 ，

主
副主
司
文
委

並蒙各界人士 、教育先進 、各地校友 、學生家長 、真光友好

獎助學基金委員

厚贈禮金 、花籃 、惠賜嘉言 、撰寫文章 、祝詞及蒞臨參加感

真光獎助學金於 1998 年成立，由一位熱心支持教育服務的校友捐
出，目的是教育及培養中國年輕學人，服務中國及香港社會。此獎
助學金分設中學獎學金、大學獎學金、海外研究院獎學金、中學助
學金、本港大學及海外研究院貸款等。受惠對象包括本港真光四校
及廣州真光兩所中學的在校學生及校友，本港真光四校現任教職員
及有傑出學術成就的中山大學學位持有人。基金鼓勵研究申請人修
讀教育、理科及經濟等課程，學成後回港或回國服務兩年，對社會
與國家作出貢獻。

恩 會 ，倍 增 榮 寵 ，不 勝 銘 感 ！

謹此申謝 。

真光獎助學基金

基金用途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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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家庭經濟拮据的學生發放生活津貼
幫助清貧學生繳付考試費用
幫助清貧學生繳交學生活動費用
可向應屆畢業生提供進修津貼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用途

真光創校一百五十周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李伊瑩（主席） 譚劍虹 吳嘉文 許端蓉

特刊編輯組

許端蓉 區寶文 蕭歡琴 楊慧思 吳舜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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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光中學
True Light Middle School of
Hong Kong
香港銅鑼灣大坑道五十號
50 Tai Hang Road,
Causeway Bay, Hong Kong
電話 : (852) 2576 0703
電郵：tloffice@tlmshk.edu.hk
網址：www.tlmshk.edu.hk

理傳承百五載

前引路育英才

九龍真光中學
Kowloon True Light School
九龍塘沙福道真光里一號
1 True Light Lane,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Kowloon
電話 : (852) 3655 0000
電郵 : mail@ktls.edu.hk
網址：www.ktls.edu.hk

真光女書院
True Light Girls’College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五十四號 A
54A Waterloo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電話 : (852) 2385 1491
電郵：mail@tlgc.edu.hk
網址：www.tlgc.edu.hk

香港真光書院
Hong Kong True Light College
香港鴨脷洲利東邨道一號
1 Lei Tung Estate Road,
Apleichau, Hong Kong
電話 : (852) 2871 1214
電郵：hktlcoff@hkstar.com
網址：www.hktl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