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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培正創校 120 周年，穗港澳三地培正將於九至十二月期間舉辦一系列慶祝活動。而澳門培正中學已聯同澳門培正同學會共同籌組成

立澳門培正中學慶祝創校一百二十周年籌備委員會，並計劃開展一系列包括文化、體育、學術、藝術範疇的慶祝活動。以頌先賢教育熱

忱，並勉後進薪火相傳，繼往開來。茲見慶祝活動列表如下，以供參考。 

 

日期 慶祝活動 時間和地點 簡介 

2009 年 9 月 26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穗港澳聯校水運

會 

 

下午 2:30 ~ 6:00 

氹仔奧林匹克游泳館 

穗港澳培正六間中、小學的游泳健兒，將在各泳式及接

力賽展開激烈比拼，各地同學會更派出校友隊參賽，將

為聯校水運會掀起一幕幕的高潮。歡迎公眾入場。 

2009 年 10 月 3 日及

4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音樂會 

 

下午 3:00 

本校 H座八樓禮堂 

兩場音樂會將由投身音樂專業的海內外部分校友聯同本

校學生演出不同曲目，紅藍兒女共聚一堂，妙韻傳頌。

兩場音樂會均歡迎市民入場，門票可於 9月 29 日起到培

正中學接待處索取，派完即止。 

2009 年 10 月 12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學術講座 

主題：廿一世紀知識發展   

──荒謬的世代 

 

下午 5:00 ~ 6:30 

本校 H座八樓禮堂 

吳宣倫博士為香港培正中學校友，資深華裔科學家，曾

修讀進化論、生物化學、醫學、電子工程及導彈科學。

曾任美國柏克萊大學客座教授，香港大學客座講師，美

國惠普 HP 電腦公司高級研究員。歡迎公眾入場。 

2009 年 10 月 15 日至

17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兩岸四地排球邀

請賽及顧斗昇體育館揭幕禮 

 

下午 5:30 

本校 H座九樓顧斗昇體育館 

由顧明均學長主持顧斗昇體育館揭幕禮，隨即進行一連

三天的兩岸四地排球邀請賽。來自台灣大學、北京體育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本校校友學生組成的四隊男子排

球勁旅將一決雌雄，精彩可期。歡迎公眾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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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10 月 15 日 堅社(1949 年級)鑽禧慶典 

 

時間：早上參觀母校，晚宴舉行儀式 離校 60 年校友的慶典活動，闊別校園 60 年，師生再次

聚首，永續紅藍精神。 

 

2009 年 10 月 21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學術講座 

主題：封神榜，羅素，與哥德爾 

 

下午 5:00 ~ 6:30 

本校 H座八樓禮堂 

蕭蔭堂院士為本校校友，享譽國際數學界的華人

數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哈佛大學教

授。在 1996 至 1999 年間擔任哈佛大學數學系主

任，是首位擔任此職務的華裔。他曾三次受邀在

國際數學家大會上作報告，其中兩次一小時報

告，是當今國際多複變學術領域的領袖。2004 年

當選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歡迎公眾入場。  

2009 年 10 月 28 日 光社(1959 年級)金禧慶典 

 

時間：早上參觀母校並舉行儀式 離校 50 年校友的慶典活動，師生再次聚首，永續紅藍精

神。  

 

2009 年 11 月 5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學術講座 

主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環保危機   

-南北極科研探索中的第一身體歷 

時間：下午 5:00-6:30 

本校 H座八樓禮堂 

何建宗教授為香港培正中學校友，現任澳門培正中學校

董會主席，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院院長，環境學教授，

研究領域包括：有害藻華(赤潮及藍藻)、水質和水環境

管理、環境政策、環境倫理、環境教育、極地研究。曾

七訪北極、三赴南極進行環境及生態調查，屆時何教授

將以南北極科研探索中的第一身體歷與觀眾分享應對全

球氣候變化和環保危機。歡迎公眾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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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11 月 6 日 培正創校一百二十周年紀念大樓揭幕感

恩會 

 

上午 11:00 

本校 H座八樓禮堂 

 

 

培正創校120周年紀念大樓(H座)為本校十年發展計劃中

投資最龐大、歷時最久的工程。大樓揭幕感恩會將由澳

門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何厚鏵先生及一眾嘉賓主持。 

2009 年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7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師生藝術作品展

 

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10:30-下午7:00及

星期六上午 10:30-下午 5:40 

澳門教育暨青年局教育資源中心子瞻廊

展覽廳(澳門南灣大馬路 926 號) 

於 11 月 11 日下午 6:00 假子瞻廊舉行作品展開幕禮，就

讀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將發揮創意思維，聯手打造藝術小

天地。歡迎各校教師、各界人士參觀。  

2009 年 11 月 20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學術講座 

主題：舊城新貌 

 

下午 5:00-6:30 

本校 H座八樓禮堂 
崔世平博士為本校校友，現任澳門新域城市規劃暨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總經理、珠海市大昌管樁有限公司董

事長、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會長、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

長、澳門建築置業商會副理事長、澳門特區立法會議員、

澳門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委員、舊區可持續發展工作小

組召集人以及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澳門區代表。崔博士分

別於 1999 年和 2004 年獲前澳葡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先

後頒發「專業功績勳章」。歡迎公眾入場。 

2009 年 11 月 27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校慶開放日(預

展) 

下午 3:00 – 6:00  

 

澳門培正中學致力發展優質教育，在教學軟硬件上優化

革新，屆時將有各科的教學展覽、特別室導賞、由本校

集郵小組與郵政局、通訊博物館合辦【慶祝澳門回歸十

周年暨培正校慶 120 周年紀念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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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11 月 27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文藝晚會 晚上 8:00~10:00  

本校 H座禮堂 

由本校在讀學生擔綱演出,內容包括舞蹈、話劇， 

為同學提供一次展示才藝的機會。 

2009 年 11 月 28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校慶開放日(預

展) 

 

下午 2:00-6:00 

 

 

2009 年 11 月 29 日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感恩崇拜暨開放

日剪綵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校慶開放日(各

界人士)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校慶郵品發行儀

式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校慶郵品加蓋紀

念郵戳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校慶郵品設計者

(黎鷹先生)現場簽名 

澳門培正同學日，蔭社金鑽禧晉五，謙

社紅寶石禧，昕社珊瑚禧，智社銀禧慶

典 

澳門培正同學日茶會 

培正創校 120 周年紀念校慶聚餐 

上午 11:00，本校禮堂 

 

中午 12:00-下午 5:00 

 

中午 12:30，H 座二樓 

 

中午 12:30-下午 5:00，E 座兩天操場 

 

中午 12:45-下午 1:30，H 座二樓 

 

 

 

下午 3:00-5:00，本校禮堂 

下午 3:30-5:00，本校禮堂 

下午 7:00-10:30，澳門漁人碼頭 

郵政局發行以培正面貌設計的系列郵品(郵票、首日

封、小型張)，當日並於本校特設攤位對巿民發售郵

品和加蓋紀念戳及即時投郵服務。當晚將於澳門漁人

碼頭設宴，來自世界各地各地紅藍兒女(培正校友)濟

濟一堂，共賀培正創校 120 周年。 

 

2009 年 11 月 30 日 港澳女子排球聯誼賽 本校 H座九樓顧斗昇體育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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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11 月 30 日 澳門世界文化遺產歷史城區一天遊  讓世界各地返澳校友見證特區十年的輝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