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拉斯加及加拿大之遊簡記 

陳秉麟 

    近年來曾經去過 Alaska Cruise 及加拿大 Rocky Mountain 旅遊回來的朋友都極力推薦我們

去觀光．適逢今年八月全加拿大培正同學會於溫哥華舉辦培正同學日．除了兩天的同學會議，講座，

展覽及宴會外，還通過當地旅行社，組織多個旅遊觀光節目，邀請世界各地培正同學參加該盛會．

（詳情各位可參閱培正同學通訊）．因此小弟便發出一 email 給一些善社同學，希望大家可以藉

此機會，彼此重聚，特別是美加住的同學，應該比較方便參加的．胡劍豪兄更建議轉發給其他同學．

溫哥華乃黃馨龍同學的地頭，首先贊成並極力鼓勵各同學參加，還將詳細資料 email 給我們．先

後嚮應參加的有李威漢一家，羅子華夫婦，黃祖同夫婦，蔡宗磐夫婦，黃鎮棠夫婦，梅愉夫婦，馮

啟生，余光源，羅慧芳，及小弟與內子謝翠霞（真社），還有姜秀清，雖未參加整個同學日節目，

也於 8/16中午趕來與許惠翠幾位同學聚面． 

    話說回來，為要還了 Alaska Cruise及遊覽 Rocky Mountain 的心願，故安排了先參加了 8/8 

至 8/15 的 Alaska Cruise，才參加 8/15至 8/16 的加拿大同學日，然後參加 8/17-8/20 的 Rocky 

Mountain 四天遊．最後於 8/21 參加 Victoria 一日遊．至 8/22 啟程返墨爾砵． 

    我們是於 8/7 日從墨爾砵啟程，乘澳航直飛，約 16 小時．於 8/7日（美國西岸時間）早上

到達羅省．經過約三小時輪海關，保安檢查，轉乘 Alaskan Airline，約下午二時到達溫哥華．即

入住培正同學會特定的 Radisson President Hotel．當天主要是與當地一親友見面．晚飯後便提

早休息，以補充睡眠，準備下一天上船參加 Alaska Cruise之遊． 

    8/8下午，我們便按時往碼頭登船，入閘後便見到李威漢，許惠翠夫婦及他們兩位千金和女婿，

還有李威漢表妹夫婦正在等候排隊登船．久別重逢，自是十分高興．各人按籌碼次序登船．在大堂

會合，便見到從英國遠道而來參加的黃祖同夫婦．我們這群善社成員，八個長者，四個年青，同舟

共濟，一起渡過七天充滿了豐富的享受和喜樂的時光．特別是我倆老乃是初次參加，得到各人指點

和安排，使我們此遊，倍感方便和愉快，僅在此向他們致謝． 

    我們乘的是 Celebrity Cruise 屬下 9 萬噸的 Infinity 郵船．行程於 8/8 傍晚啟航，沿途

停泊的地方包括 Alaska 的省會Juneau, Skagway 和 Ketchikan等港口．還有奇異壯觀的 Hubbard 

Glacier，是整個航程所見最優美的景色．最後於 8/15 早晨回到溫哥華．全程共 2136 海哩． 

    旅途當中，我們八個長者，除了返房休息之外，其他時間無論早午晚餐，大都是共同進退，有

講有笑，十分開心．其中在船上最吸引我們晝夜都一同去的地方乃會議室．別人不能明白我們為何

日夜要開會．（這是一些同船的輝社學長後來問我的）．原來我們這班人被李威漢夫婦帶來『八寶

箱』，教曉了我們玩『鬼佬牌九』－Domino．結果一學便上“引”．黃祖同訓唔著覺，獨創了特異

計分方程式，用來決定勝負次序，幫補品嚐美酒及名菜． 

    我們於 8/15 早晨返回溫哥華靠岸，按房間號碼次序登岸．原本約好搭李威漢預訂了的豪華禮

車回酒店的，後因我們排隊遲了出閘，他們的車不能久候，故我們改乘來回酒店的小巴．但意外地

搭上七天前載我們去碼頭的小巴．而我以為已經失去了的記事簿，竟保留在司機的貯物箱內．讓我

這本小冊子失而復得，是巧合？我相信是神的安排． 

    返回酒店，便見到馮啟生，黃祖同等特來接我們去吃午餐．這餐館確是水滾（桌上有電爐用微

波來煮水），茶靓（各人可自選名茶一盎，自斟自飲）．所供應的點心美食，更是表具特色．不是

一般酒家可以嚐到的，我們真是口福不淺．特別是我們這群剛從海上回來，吃了整個星期西餐的人，

更決定是否接納大家的決定．加要吃個痛快．這次午餐除了 Cruise 回來的八展者外，還有黃鎮棠

夫婦．結果馮啟生兄爭著要倣東道．我們也盛情難卻，謹在此向他致謝這豐富可口的一餐． 

    當天晚上，培正同學會大公宴，除加拿！大本地同學外，還免費招待海外參加的同學．下午召

開了世界各地同學會的會長及代表會議．會上代表們報導了各地同學會的會務及近況．接著表決了

兩個重要的動議： 



    (1)支持母校採取法律行動，取回培正校名，校徽等的註冊擁有權． 

    (2)每兩年或三年舉行一次世界培正同學，由各地同學會輪流舉辦．推舉首屆世界培正同學日

由三藩市同學會主辦．李威漢同學是代表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出席該會議．答應向他們的會長及理事

報告，由該會商議決定是否接納大家的推選． 

    是晚聚餐在富大酒家舉行．餐堂掛上『培正飯堂』招牌，並貼出『懷舊美食』菜單，包括燒豬

油，生晒老抽等．東山時代加料菜．善社出席者包括黃韾龍夫婦，梅愉，李威漢，許惠翠，黃祖同，

馮啟生，黃鎮棠夫婦，蔡宗磐夫婦，羅子華夫婦，羅慧芳，陳妙嫻（仍未確定是否善社）及小弟與

內子．佔了差不多兩席．我們與李威漢，蔡宗磐，羅子華同住一間酒店．晚宴之後，再在蔡宗磐之

套房聚舊，暢談別後之情，至深夜始各自回房休息， 

    8/16早上，善社同學分別往約定了的酒家飲茶，計有黃韾龍夫婦，梅愉夫婦，黃祖同夫婦，

李威漢夫婦，蔡宗磐夫婦，羅子華夫婦，黃鎮棠夫婦，馮啟生，余光源及陳秉麟夫婦．大家一邊吃

喝，一邊開懷暢談，大家都讚賞和感激胡劍豪，余光源，李威漢，高子敏等三藩市同學，每年編印

善社同學通訊的勞苦及心機，且越來越精彩．各人同意黃祖同的提議，以行動來支持善社通訊的出

版．各人即席獻金捐作印刷費，還要各人依時投稿．這豐富的早茶，由黃韾龍及梅愉作東道，謹再

向他們致謝意． 

    當天同學日大會從上午九時半至下午在 Radisson Hotel 舉行專題講座，並有各項工藝作品與

學術展覽．我社余光源同學展出他用最新的數碼攝影器材印製的沙龍畫片多款，十分搶鏡．中午在

酒店餐堂有西式自助午餐招待同學來賓．我們善社同學又再邊吃邊談往事近況．晚上五時半開始，

有鋒社 60 週年，誠社 50 週年，真社 40 週年，勤社 30 週年及英社 25 週年加冕等慶典．還有

各首長嘉賓致詞．接著便開始西式晚餐．參加者有 400 多人．席中有各類演唱抽獎等節目．最難

忘的是黃飛然老師東山復出，演唱名曲多首，包括『教我如何不想它』，黃老師解釋這它代表培正

母校，意義深長．用他美妙的歌聲唱出，令眾人都感慨萬分．我們大家善社同學都留步至最後才離

開，亙道珍重晚安，才依依惜別．因為第二天便會各自踏上歸途了． 

    我與內子於第二天清早，便照原定計劃，參加 Rocky Mountain 四天遊．幸有黃韾龍夫婦，梅

愉夫婦及羅子華夫婦與我們同行，更有一群輝社學長同我們一團．旅途中彼此照顧，有講有笑，整

個旅程都十分愉快．從溫哥華出發後，經過 Kelowna,Vernon/Salmon Arm.Gondola,Banff National 

park, Calgary, Lake Louise,Jasper National Park, Icefield, Golden 等等名勝地方．沿途湖

光山色，包括終年積雪，不同形狀的雄偉山峰，水平如鏡，碧如翠玉的湖水，和由第二次冰河時期

遺留下來深達 270 公尺之 Athabasca 冰川等．真是美不勝收，不枉此行．我們參加的團是溫哥華

培正同學會特約『美亞假期』主辦的．沿途食住都很滿意．我們的領隊，更是國粵語流利，每處地

方都用雙語解釋詳盡給我們知道．值得一讚．此行於 8/20 下午返回溫哥華酒店為止．地主幸有黃

韾龍夫婦，梅愉夫婦十分好客熱情，雖然我們所去的地方，他們以前都去過，但仍抽空倍我們同遊，

十分難得．遊罷歸來那晚，還堅持要請我倆和罹子華夫婦吃晚飯．盛意難忘．謹向他們說聲多謝． 

晚飯後便亙祝珍重，盼不久再見． 

    8/21早，我與內子參加了 Victoria 一天遊，旅遊車載我們去乘搭 BC渡海輪前往 Vancouver 

Island．船上可觀賞 Georgia 海峽及沿途島嶼的明媚風光．此行最主要是參觀世界著名的 

Butchart Garden（寶翠花園）．該花園佔地五十英畝．種植有各式各樣花卉，分布於低窪花園，

Rose Garden，日式庭園，星池 (Star Pond)．及意大利花園等別具特色設計花園之內．遊完寶翠

花園，還遊經唐人街，省議會大樓，百年紀念公園等名勝．下午始再乘渡輪回溫哥華．此行又有兩

位輝社學長與我們亞團．其中一位是前三藩肓培正同學會會長鄭國輝學長．從言談中得知鄭學長遊

遍全球各地名勝，中國名山大川．且他文學造詣甚高，所寫遊記，文詞高雅脫俗．小弟從他所述各

地風光人物，及回憶母校趣史，獲益良多．當晚我們一同往『麥尖記』吃正宗雲吞麵，是我們在澳

洲沒有機會吃到的，乃此行值得回味的一個收獲．我們於 8/22 乘機回家，結束這難忘的旅程． 

謹在此恭祝各位聖誕蒙福，新年幸福 



澳洲自我行 

神劍 

    去年（2002）一批同學有意到澳洲和紐西蘭旅遊，經陳秉麟介紹，與紐澳兩旅行社商討，

安排旅遊行程，加上秉麟的提議，去蕪存菁，訂下了一很美好的行程．可惜旅行社不負責機

票，自己購票價錢太貴而取消． 

    內子姪兒在十二月廾一日在雪梨成親．內子一家人分散在香港，澳洲，星加波和美國，

今籍此舉家團聚，所以我們連女婿一家五口，在十七日飛往雪梨，在澳洲共停留十二日．這

篇遊記，是特為欲往紐澳旅遊的同學而寫，亦是我自己的紀念和回憶,． 

    乘聯合航空公司客機往雪梨，在 911 後，別以為機票易得，兩個月前訂機已有麻煩，新

年第一個星期的回程機票全部客滿．機票約 $1560，客機在晚上十時多起飛，在機上過夜，

當然不是好事．約十四鐘頭，雪梨時間早上九時多抵達．我十多年前，已到過雪梨一次，當

時尚未有公路，機場往返市區很麻煩．自雪梨舉辦世運會，公路網已很發達，機場到市中心

不需半小時，的士費約廿五元（澳幣，以下銀碼全用澳幣，乘以 0.6 便可折算為美元．） 

    姪兒借朋友小巴送我們到市中心的酒店 Medina Grand Sydney，一廳兩房兩浴室，並有

廚房和洗衣乾衣機，廳很寬敞，移開飯檯免強夠地方我打太極．這種 service apartment 在

澳洲很流行，價錢通常比酒店平，我們經姪兒公司訂房待別平價，$248 一日．這酒店地點極

佳，位於 Bathurst 和 Kent之交角，南行兩街口是唐人街，西向兩街口是達玲港 Darling 

Harbor，東面是商店林立的 George Street，對角是 Town Hall 地鐵站，交通十分方便． 

    我們在雪梨，主要是一家團聚．內子四代同堂，外母高齡八十六，她的曾孫最年輕的為

歲半．等齊十多個人很費時，一頓飯有時需要四鐘頭，所以少有時間觀光． 

    到埗的下午，家人尚未到齊，我們趁機遊覽達玲港．港內有很多遊艇，西邊是商場 

HarborSide，東邊多是餐室，另有小型遊樂場，露天小舞台供人作表演， Imax 戲院和著名

的水族館．環境優美，地方不大，是休閒的好去處．水族館舉世知名，收費 $25 元，走馬看

花亦要一小時． 

    市區有公共巴士遊覽車 City Explorer，收費 $30 元，無限次自由上落，巴士站分在市

區各主要旅遊點，是遊覽雪梨市的一好方法．著名的地區有 the Rocks 樂士區，富有英國傳

統色彩，是屬上級的購物區，King Cross 英皇十字區，是紅燈區，酒巴及商店林立，是夜生

活的地方，Paddington 是同性戀區．在我們酒店附近，有一舊建築物 Queen Victoria 

Building (QVB)，古色古香，值得一看． 

    有一日，我們乘地鐵往 Circular Quay（讀 key），車費 $2.20．Circular Quay 有似

香港統一碼頭，但環境優美得多，是渡輪中心．乘輪往 Watson Bay，來回船費 $5.20，十人

團體船費每人 $4.50．雪梨有很多大小不同的海灣，Watson Bay 是其中之一，渡輪經過幾個

港灣，我們等於坐了 harbor cruise．約半小時到目的地．下船步行五至十分鐘上一小斜坡，

到風景點 the Gap．此乃海邊的懸崖，崖頂有一小陘，沿陘而行，東望無盡的太平洋，下望

陡峭的崖壁，西邊遠眺雪梨市，風景絕佳．拍照後，回至碼頭，該處有一著名海鮮餐館 Doyle，

品嚐了很好的午餐．原程回到 Circular Quay，上岸蹓躂．一邊是著名的歌劇院 Opera House，

中間是樂士區 the Rock，另一邊是雪梨大橋橋底，可望到大橋．漫步消磨剩餘的下午，十分

寫意． 

 

 

 



    雪梨當然尚有其他旅遊點．達玲港的一端是 Star City 賭城，遠一點是鮮魚市場 fish 

market，陳秉麟提議我們應在該市場午餐，品嚐海鮮．市郊有著名的邦提海灘 Bondi beach．

另外，坐渡輪可到雪梨動物園，和 Manly．Manly 是一很優雅的小鎮，有似灣區的 Sausalito．

這些地點，我十多年前到過，可惜今次沒有第二次緣份． 

    在雪梨見到很多“xxxx”的招牌，初時以為這是超級黃色鉤當，後來才知這是澳洲一流

行啤酒牌子．澳州啤酒味濃，比美國啤好得多．流行啤酒除這“xxxx”外，有 Crown Larger, 

Victoria Bitter 等．在美國賣告白最多的 Foster，並不大受歡迎．啤酒不貴，餐館收費四

至六元．飲食亦相當便宜，我們八人飲茶費 $150，大碗雲吞麵 $10 元，普通晚飯 $20 至 $30 

元已很可觀．但在唐人街如要游水海鮮則可能要 $50 或 $60 元．一晚，友人凌先生請我們

到一名 Blue Angel 的餐館晚餐．此餐館特長是龍蝦，外表毫不起眼，但據云在日本很有名

氣，很多日人專誠到此一試．凌先生是餐館二十多年老主顧，如你說“Mr. Ling’s package”，

餐館會明白你所要，通常先來澳洲生蠔，生吃，芝士焗，bacon 焗，然後一隻大龍蝦，一半

切片生吃，另一半芝士和酒焗，餘下蝦殼煮意粉．果然名不虛傳，是我所吃龍蝦中最美味的

一次．餐館離酒店不遠，步行應不需半小時，但主人家認為餐館位於紅燈區邊緣，要我們乘

的士回去以免麻煩． 

    澳洲生果很好，我們在 Bathurst 和 George 街交界一生果檔，$40 整盒車喱子，大芒

果一元一個，鮮甜而無渣，似乎難在美國吃到如此好的芒果． 

    廿六日離開雪梨，乘 Quantas 機飛往開恩茲 Cairns．機票很貴，連稅 $730 元，且無

直航，中途停 Brisbane 布里斯本，到開恩茲時已是下午．開恩茲是去大堡礁 Great Barrier 

Reef 的門戶，是一簡單小城，主要的商場和旅遊區聚於海旁二，三條街道上．沿海一條大街

名 Esplanade，南端是碼頭和賭場，幾間五星級酒店都聚在南端賭場附近．我們在互聯網上

找到一名為 All Season Esplanade 的酒店，特價 $92 一晚，只有三粒星，但地點甚佳，位

於海旁大街 Esplanade 和 Aplin 交界，離碼頭只兩，三街口． 

    到埗的第二日，小女偶感不適，中午時始決定乘玻璃底船去大堡礁．船在一時十五分起

航，匆匆趕到碼頭，在附近買了三文治作午餐．船行約一小時到 Green Island，玻璃底船早

在等候．乘玻璃底船遊珊瑚礁半小時，在島上蹓躂一小時，再乘 semi-submerged vessel 二

度遊覽．珊瑚礁當然有很美麗的風景，我們隔著玻璃來欣賞，等於看一極大的金魚缸而矣． 

    大堡礁有內堡 inner reef 和外堡 outer reef 之分，我們到的綠島位於內堡．據云外

堡風光更為美麗．當然，外堡路程比較遠，比較貴，一定要全日遊．很多人來大堡礁，目的

是潛游 snorkel 或潛水 diving，這是欣賞大堡礁最好的方法．可是我這游乾水出身的老年

人，不會因此而洗濕個頭． 

    開恩茲另一著名的旅遊必到為“scenic railway, Kuranda Village, and Skyrail 

Rainforest Cableway 登山吊車”． 

    坐火車到 Kuranda Village 要個多小時，此火車譽為 Scenic，但言過其實．起初經過

蔗園 sugar cane，上山後，一邊是山坡，一邊是濃密的熱帶雨林，無風景可言．偶有開朗之

處，可望見山下平原一直延至太平洋岸，可惜十分短暫．中途站停於巴倫瀑布 Barron Fall．

此乃巴倫河，從山上流至平原，在山谷中劃出一鴻溝．瀑布應是十分雄偉，可惜在上流建有

水壩，澳洲年來又大旱，瀑布變成瀑線，只剩下一條可憐的水線，無力的流在石上． 

 

 

 

 



    Kuranda Village 簡直是 tourist trap．在山上一個小城鎮，有商店和餐室，另有 

butterfly sanctuary, bird world, and Koala garden．這三個地方要另收入場費十多元．

我覺得蝴蝶和雀鳥沒看頭，只中計花十二元入場看樹熊 koala．不外是一小動物園，除樹熊 

koala 外，有 wombat，袋鼠等，沒有甚麼特別．有些整日的旅行團，困你在此達四個鐘頭，

你不悶死才怪．慢慢遊動物園，在餐廳午餐，共花約個多鐘頭．中午時，旅遊車帶我們到另

一場所 Rainforestation，開始下午的節目． 

    入場後，先經過一動物園，幾乎與 koala garden 一樣，只是導遊一路講解，並抱 koala 

來你面前讓你撫摸和拍照，比自己亂行有趣得多．園中有一鱷魚池，導遊以長竹刺激鱷魚，

引鱷魚跳高攻擊，十分驚人．過動物園後，坐 army duck 遊熱帶雨林．Army duck 本是二次

大戰時，美軍的水陸兩用吉普車，改裝給遊客遊覽雨林．車在樹林中狹窄的山路上行，並駛

上一小小的池塘．熱帶雨林在外表看來，不過是濃綠的大樹，但經導遊慢慢指出，很是有趣．

如籐是 Wait-a-while Palm 的主幹，有一類植物名 epiphyte，是寄生於其他橋木的植物，

最霸道的要算 strangler fig，它本是一種 epiphyte，名乎其實地，它的氣根往往把原樹握

殺．我們車行半小時，見到很多新鮮的事物． 

    最後的節目，當然是澳洲土人 Aboriginal 的表演，包括傳統舞蹈，吹角（如長竹筒樣

的樂器），飛矛 spear，回力鏢 bomerang．回力鏢並不困難，我第一次已可以令它轉一小彎． 

    旅遊車帶我們回到 Kuranda Village，坐吊車回到平原．此吊車是世界最長，行程個多

小時，高高飛越高大的雨林，下望深不知多少百尺，畏高者保證魂飛魄散．上是藍天，下是

無際碧綠的樹頂，這是畢生難有的經歷，值回票價． 

    一般的澳紐團，來到開恩茲，都是到此為止，遊過大堡礁及坐了吊車後便轉往其他城市．

我們尚有日半，第四日參加了一團往 Atherton Tableland．這是開思茲西南的高原，高原北

部較平坦，是農業區，南部起伏不平，是牧畜區，亦開發為旅遊．這區多是天然風景，並非

旅遊熱門 off the beaten path，這一日，只有我們一團廿多人分乘兩小巴而矣．車子穿過

名 Mulgrave Valley 的山谷，導遊言，這區雨水多，常有水災為患．沿著 Gilles Range，

一狹而彎的路上山．這路是由人力開闢，起初只是單線行車，兩小時上山，兩小時下山，輪

流替換，十多年前加工，開為雙程路，且把六百多個彎角削減至二百多，交通今日才無阻． 

    第一站停在 Lake Barrine．這是死火山口而成的湖，湖畔全是熱帶雨林，沒有遊人熙攘，

十分寧靜．旅行社在湖畔餐室供應早餐，這餐室以得獎的 scone 著名，加上不油膩的奶油，

果然香甜可口．想不到在這郊野地方，居然有如好美食，又對著湖光山色，誠一樂也． 

    早餐後，乘船遊湖一週．站在船頂上，微風拂面，水波微揚，雀鳥飛翔其間．水鳥在湖

面起飛時，有若蜻蜓點水，盪起一圈一圈的漣漪．此情此境，足使你洗滌塵緣，忘卻煩惱．

導遊不停地指出湖岸的各種樹木，但遊客多沈醉在這美景中而不理會． 

    旅遊繼續去到一小鎮 Yungaburra．此鎮只有百多人口，旅遊到此只是看一棵百年或可能

數百年老樹 Giant Curtain Fig Tree．這是一極大的 strangler fig，它本來寄生的橋木已

影跡全無，只餘下這 fig樹，氣根下垂如一大窗簾，很是壯觀． 

    在路邊餐室進午餐後，車子繼續南行，經過廣闊的高原．導遊名為 Brian，他是環保人

士 environmentalist，一有機會便力數環境污染的害處．他亦是一很好的導遊，對每一城鎮，

每一間屋或一棵樹，都能講出一大堆掌故來． 

    遊經 Millaa Millaa Falls，世界很多人都可能在電視上見過這瀑布．雪梨舉辦世運時，

以這瀑布為背景，拍了一電視廣告，這瀑布因此而成名．瀑布不大，現時又旱災，我們只能

見到一小水流和光滑的山石． 



    下一站是 Spanish Castles of Paronella Park．這是一有夢想的人，以私人之力，建

造一公園，內有廳房，河流瀑布，竹林等．可惜經兩次水災，花園雖在，建築物已殘破，只

餘空殼供人憑弔而矣． 

        旅遊車北行回程，經過香蕉園，品嚐不同種類的香蕉，最後一站是 Babina Boulders 

Wildlands，是山谷中一條大溪水，河床上有很多巨大山石．這溪水以危險著名，小小一條山

溪，竟然有十多人在此溺斃，居民們傳有一動人的故事，等於我們的“水鬼搵替身”，因而

引旅行團來．一個小插曲，同團的三位瑞典女郎，見附近的河水清涼，竟然就在路邊脫去外

衣下河游泳，不要大驚小怪，她們內裡早穿有泳衣． 

在開恩茲第四日，飛機下午四時回雪梨，上午半日的時間，租車往市北觀光．走偏了四間大

公司，Avis, Budget, National, Hertz 全都無車出租，走到最後一間 Thrifty，幸而有最

後一部，與 Toyota 同級的 Nissan，保險連稅，七十多元一日．開恩茲並無海灘，但沿 Captain 

Cook Highway 北行，沿岸的海灘十分優美．廿分鐘便到 Palm Grove，是一小小的 Resort Area，

很多旅行團都停居於此而不停開恩茲．繼續北上，山路蜿蜒曲折，有似在香港去淺水灣的香

島道或灣區的 Highway 1．約半小時到 Port Douglas．這城鎮比 Palm Grove 較大，亦較貴

族化．在海灘邊的餐室，用了一很好的三文治午餐．在這餐室發覺，美國式的咖啡在澳洲稱

為 filtered coffee，並不流行，好一點的餐館並不供應 filtered coffee，而只有 

cappuccino, espresso, lathe．有在澳洲十多日，只飲過咖啡三次，首次在婚宴，第二次是

凌先生請食晚飯時的 espresso，第三次是在 Lake Barrine 食 scone 旱餐，幸而我沒有咖

啡吲． 

    就此結束了兩星期的澳洲行．我認為，雪梨和開恩茲這兩城市，自己花些時間，比跟旅

行社好得多．澳洲旅行社七日旅行的價錢約 $230 一日（機票另外），自己走動的價錢可能

不需此數．當然，這些會隨時日而轉變．我的感覺，澳洲旅遊，大致是以天然景物為主，而

紐西蘭，整個國家可算是一大公園，愛好戶外的人士，不妨一遊，應不會失望． 

 

 



余定一同學來信關於離校四十五年重聚建議 

善社諸君：                                                                                                                                                       

 

    轉眼之間不覺四十年已過，四十五年快來．每每想及過去廿年時的小聚，廿五年回港的加冕，

卅年時在紐約的重聚，以及在灣區與同學們的短聚之樂，心中常有餘味． 

    得知同學們有在計劃四十五年來時作各種的旅遊，希望我與內子能早作計劃都能參與．在偶

然機會聽及正社同學在今年有三天週末的重聚，其樂無窮，十分可慕．敢作提意，能否我社

同學也能在四十五年時，找一地點可作一週末之短聚，在第三天晚上能有一同聚晚餐，好讓

鄰近不能參加者能一同聚餐見面．如有提意與和意者，請來電 408-296-0733，或 e-mail : 

danyue@aol.com，同作研究並計劃． 

 

同學余定一上  

十二月六日 

  

編者： 

    還是有二年半，我們已離校四十五年．二年半的光音，可說彈指即過．現在開始計劃重聚的

大計，正是時候．希望各人多多提供意見． 

    離校三十五年和四十年時，．我們已經舉辦過重聚，都是大型的船遊．小型聚會，亦舉辦過

兩次，離校廿年，81 年在 Asiloma，九二年在 Lake Tahoe，全都十分成功，此外，在紐約同

學，亦舉辦過多次的重聚．只要同學們支持，一切可以計劃和安排． 

    歡迎各人，多多提供具體意見．更希望，灣區以外的同學，能主動安排重聚大計，我們一定

支持． 

    請聯絡． 

 



DON’T GROW OLD, KEEP GROWING  

李威漢 

    近日從電子郵件看到一篇故事，說及一八十多歲的婦人，去大學完成她以前未獲得的學

位的願望．這種人生觀，是難能可貴的．在閱讀這故事時，我想起了數年前，在橫渡大西洋

時，每日下午專題講座中的專題：DON’T GROW OLD, KEEP GROWING．主講人年己七十六歲，

演講時滿有活力和幽默感．重點是我們要保持生命的成長 (KEEP GROWING) 而不是生命的老

化 (GROWING OLD)．要維持生命的成長，我們便要不停的進求人生的目的．在晚餐時我和親

友分享這心得．親友中蘭姨剛退休，當我提到每人在任何年齡都要不斷的學習，她開玩笑說

她已在找墓石了．其實在我們生活裡，像這八十歲婦人的例子甚多．近的如我八十九歲的母

親，她現在還每天去學美語，說她要 "TALK ENGLISH"．培正前輩鄺文熾學長，退休後還在台

山辦學．善社同學陳秉麟退休在教會服務比工作時還忙． 

    這種不斷追求充實生活的態度．需要時間及榜樣才能培養出來．這並不是說，到了我們

這年紀便不可能改變生活的習慣．但時間是我們最大的敵人．四年前，我們跟一位老師學唱

歌．有一友人也喜歡 KARAOKE，但猶豫不願跟我們去上課．不覺之間四年過去了，跟隨老師

的朋友唱歌都有了進步．猶豫的友人，還是停留在同一階段．單說唱歌這麼簡單，多年以來

余光源從未停頓追求唱歌的技巧．近年來甚至唱意大利歌劇．我們 KARAOKE 一族，要追求的

東西也不少．數月前，一友人兒子結婚，一班唱歌朋友要為一對新人唱一首“SUN RISE ，SUN 

SET”而去找到樂譜及伴唱碟．我去上海時，見到“同一首歌”的演唱錄影碟．我特地買了來

看在中國甚麼歌是受歡迎．一齊相聚唱歌及找新歌來學習，成了生活的一種情趣． 

    除唱歌外，近年來我也學習太極拳．也是四年前吧，友人介紹我認識了李師傅．於是我

對太極拳及其原理有了濃厚的興趣．同學中只有胡正,胡劍豪，及高子敏跟隨李師傅學拳．數

月前李師傅退休遷往佛羅里達州．假如四年前不追隨李師傅，便失去了這機緣．我自小便是

一書呆子，學習時便完全投入，初中時，為了要選大提琴及書法兩課外的活動．下午課餘去

練習大提琴，早上五時起來去練習書法．多年前學鋼琴，也是清晨未上班時來練習．唱歌也

如是．記得開始學太極拳，有天惠翠去三藩市唐人買菜．我去了停車場旁一書店看書．可能

對武術有興趣的人甚多．書店有很多武術及氣功的書籍．我站在書架旁，一本，一本拿來看．

都是稍看一下便放回去．突然身後有人說：你一定是行家，看每本都不合你心意，你要看看

這本“意拳”的書．從這書，知道拳術界有王薌齋的一奇人，許多太極的名師都稱和他有淵

源．所以一生可以追求的學問真是無止境．只恨時間不足夠而已． 

    另一方面，我們要保持年青的心態．記得二女兒讀三年級時，有天中午我去她學校坐在

三年級那張桌，倍伴她吃午餐，一位同級的小朋友問我為何坐在那張桌子．我回答說我也是

三年級學生．引至全班小朋友都笑起來．近年來，惠翠的妹惠冰的大女兒，一出生便和我有

了緣份，每來我家便要我倍她玩耍．在家附近散步，我們玩尋寶，或去打獵怪獸．或是她是

兵去捉我的賊．有次在家附近公園玩耍，引來一班小朋友，男孩子要做賊，女孩子做兵．玩

耍都天暗才回家．我和惠翠很幸運．惠翠在大女兒的牙醫診所幫忙．大女婿和我仍在同一公

司工作．我們這年齡，都快或已做了祖父母，能維持著和年輕一代的溝通，心態也隨著年輕

了． 

    DON’T GROW OLD, KEEP GROWING 聽來好像不易做，但細想一下，可以去保持身心的成

長的事也是不少，只要花時間去進尋而已． 

 

 



編後話 

    今年通訊，排版，黑白和彩色影印，全由余光源一手包辦，特此致謝 

    去年通訊費用 $406.07，餘款 $653-406.07= $247．今年捐款同學有陳慶榛，何鈾德，黃鎮棠，

及參加 Vancouver 培正大會多位同學（請看陳秉麟阿拉斯加一文），共$410．估計今年費用

約為四百多，所以應有盈餘． 

    同學如有新地址，請通知． 

    如有電郵，而不在我們的電訊網者，請 e-mail : kimswu@yahoo.com 

    謝 

 



醫治痛風方法  

李威漢 

    我近年感覺到腳母指關節有些麻和痛，也想不都是甚麼原因．數月前，在台灣公幹時，腳母

指關節發炎，痛不可忍，變了拐腳李．公司一同仁說，這是因血裡尿酸過度，在關節成了晶

體，引起發炎所致．這毛病名為痛風 (gout)，那同仁也有這病．治療方法是同時吃排除尿酸

的藥及消炎藥．因痛不可當，我便用同仁的藥方去處理我的痛風症．排除尿酸的藥物有泄的

作用．弄到在回家的飛機裡，不時要去洗手間．回家後，從驗血証實了是痛風，醫生開了些

較為緩和的藥去減輕血裡的尿酸．痛風症是因身體退化，不能排除消化蛋白質後產生的尿酸

而引起．除用藥物醫療外，只要小吃富有蛋白質的食物，和多喝水去排除尿酸也可免除痛風

引起的關節炎．當我的痛風引至的關節炎尚未復愈時，有親戚送來了豬腳醋．吃了兩碗豬腳

醋淘飯，當晚即時關節又再發炎．自此不敢碰豬腳醋了．  最近因減少了吃肉類及多喝水，

所以雖沒有吃藥，痛風也沒有發作．月前碰到一友人，提及痛風症．友人說喝用牛蒡乾沖的

茶，可治痛風症．牛蒡乾可以從 sfberb.com 買到．約 $4 元一磅．但在網上購買，價值要超

過$28 元，即要購買八磅．住在三藩市的朋友可以去它的門市部購買．因朋友說牛蒡這樣有

效，我每天都沖牛蒡茶來喝．牛蒡的英文名是 Burdock Root，日本人叫它 Gobo．它是一種野

生植物的根．可以長超過一公尺 (meter)．新鮮的牛蒡可以在市場上買到．新鮮的牛蒡可以煮

菜．我在台灣吃過牛蒡炒肉絲，法國餐館也用牛蒡來炸成薯片一樣．日本有一祕方用白蘿蔔，

紅蘿蔔，白蘿蔔葉，冬菇去煲湯．喝了可以防病．東方人都認為以形補形．所以日本人認為

牛蒡是男人的補品．回家聽到太太在煲牛蒡湯，便內心在微笑了． 

 



毛紀寬來信 

各位善社同學，                                                                                                                                                                         

眨眼又一年，聖誕，新年又到，祝各位快樂並身體健康． 

今年因為 SARS，本來打算國外遊，後取消．去多倫多看我媽及弟弟的次數都減少，希望明

年參團遊英國及北歐，St. Petersberg． 

今年李國綱同學來紐約三次．每次都見過面吃過飯．有一次他參加婚禮，兒子，女兒，孫子，

孫女都來．一齊吃過飯，非常高興． 

十一月李樂基夫婦女公子和陳維超公子在紐約請喜酒．除李樂基全家大小由西部來，李威漢

夫婦也飛來渡週末參加．紐約同學參加有，毛紀寬，謝景亨，陳維松，陳玉安夫人（玉安在

南部），陳潤國，陳筠雲和蘇宗恭（由賓州來）． 許多同學很久沒有見面，熱鬧得很．我

們同學能通過下一代，成為親家，是很光榮之事． 

威漢夫婦在我處小住幾天，我帶他們去 Beard House 吃飯．Beard House 專請美國名廚來煮餐，

先是雞尾酒會，有頭檯．然後坐下來吃餐．平均有五六道菜色．每道菜有不同的酒來配．每

次水準不一．當晚是南美風味，酒是從智利來．水準是中上． 

我又和威漢夫婦去看 42nd Street 舞台劇．我廿多年前已看過．今次重看花樣和以前不一樣．

又和他們去觀看 WTC 的舊址． 

每次和同學見面，都有談健康之道，兩年前唐冬明教我走路時，頭好像被一條線釣著．這樣

會拉直脊椎骨．改善身形．做了兩年，覺得有效．陳維超教了一招去增加上半身的力量．今

次威漢教我用丹田呼吸，希望能對我的哮喘有幫助．又教我開胯走路．我覺得輕鬆很多，平

衡都好些．多謝各位同學指點． 

不多寫了．祝各位同學新春愉快． 

毛紀寬 

十一月廿四日                                                                                                                                             



(在 03 年九月，加州州長 Gray Davis 任命許行為加州亞太顧問委員會委員，以下是三藩市

星島日報的報導）              

樂為亞太裔參政播種-------許行 

    一直活躍在華裔社區，積極推動華人參政議政的許行牙醫博士，近日被任命為加州亞太顧問

委員會委員。從一名為生活忙碌的牙科醫生到積極參政議政，現在又成為為亞裔爭取美國主流

社會平等權利的顧問委員，許行博士的人生道路和觀念變化，也許能從一個側面勾劃出華裔移

民逐步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發展軌道。（記者 ------柴亞敏） 

    加州亞太顧問委員會是在亞太立法黨團小組 (Asian Pacific Legislative Caucas) 的推動下設立的。

對能在激烈的競爭下獲委任為首屆委員，許行表示非常榮幸和高興。 

    許行於 1959 年從香港移民來美國，當時只有十五歲，1966 年，在柏克萊加大畢業後，研讀

了三年生物化學專業，轉讀牙科學。他坦言，當年為免服兵役上越南戰場，還曾想過移民加拿

大。 

打破隔閡融入社區 

    回憶當年的社區構成，許行說，華裔移民大多是講廣東話的，在美國多數從事餐館和洗衣行

業，不像現在，華裔移民來自世界各個地方，其中不少已有較高的經濟基礎。 

    他指出，早期華裔移民的困難主要是經濟問題，住在三藩市華埠的很多華人父母為了謀生，

沒有時間好好管教子女，而一旦書不好好讀，小孩子就很容易學壞，又直接影嚮其今後的工作

和生活。他說，在生活所逼下，華裔多數都不出來選舉投票，這也是因為華人的一個民族性，

就是各家自掃門前雪。與此同時，美國主流社會對中國人也是關閉的，例如灣區一些山頂房屋

是不會賣給有色人種的。在這樣的環境下，許行博士畢業後開了一家牙科診所，為自己的生活

忙碌。 

    從 1980 年開始，許行開始積極參與華人社區，最初是出於發展自己的牙科診所業務的目的，

他開始參加三藩市華埠獅子會，但之後則一發不可收。他曾歷任三藩市華埠獅子會會長，東北

醫療中心董事會主席，美華協會東灣分會會長及東灣美華參政協會會長等。他把大部份的精力

都投入到這些社區工作中，最多的時候，曾兼任六個協會董事。 

    要兼任那麼多的工作和經營管理好自己的診所，還要當一位好父親和丈夫的角色，許行又是

如何做到的呢？他說：「我每天只睡五個多小時」。除了犧牲睡眠擠出時間外，他的事事認真

和親力親為也讓他的工作從一開始就打下紮實的基礎。 

 

陳果仁事件的教訓 

    許行夫人陶佳瑤這樣形容丈夫：「他對人誠懇，做事認真實在。只要他做了，就會盡全力去

做，結果如何，他並不會太在意，就算有時候效果達不到理想，他也認為總比不做好。」支持

他努力投入社會工作的還有回報社會的心態。 

    這種積極樂觀的正面態度，使他在遇到挫折和困難時不輕言放棄，同時也積聚更多的信心和

力量去完成他想做的事。 

    不過，最讓許行深感融入美國社會必要性的，是八十年代發生的陳果仁事件。1982 年，底特

律香港移民陳果仁無辜遭兩名失業白人汽車工人用捧球棍打死、肇事者卻從未受到法律制裁的

事件，激發了全美範圍的亞太裔民權運動興起，許行也因此深受震撼。 

他真切體會到，如果有事需要別人幫忙，是沒有人可以幫得了的，只有自己花時間去做好一些

基本工作。許行堅信，如果不想受到別人的歧視，就不能自己把自己和主流社會隔開，不能在

有事才去求人，有播種，才會有收獲！ 

播種與收獲的認識 



    許行強調播種的重要性，他說：「因為非裔多年來不懈努力的爭取，其他有色族裔今天才可

以享受美國社會的基本民主平等環境，就以灣區為例，各地地方政府對華裔社區態度的改善也

是華裔的努力成果，例如屋崙華埠的建設，大部份是華人自己集資得來的，當地政府當然就會

比較歡迎華人。 

    他說：「現在，越來越多的華裔開始參政，也有不少順利贏得競選，擔任政府官員職位，如

果二、三十年後，有華裔擔任加州州長或競選總統也是不奇怪的，因為有了播種，剩下的收獲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在談到參政數十年來的心得體會時，許行認為，華裔融入美國社會的意識正在不斷加強和改

善，雖然仍有很多人對自己家庭之外的事很淡漠，但投票的人數在增加，就連很多老年人都覺

得參加投票是很重要的，這就是進步。但是，他認為現在華裔社區還是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新

移民工作辛苦收入偏低，移民來自不同地方難以凝聚統一力量等。 

    他重申，目前而言，最重要的參政努力就是參與投票，華裔雖然只佔美國人口的百份之六，

但是既然已來到美國，就應該入鄉隨俗，參與美國的民主制度，發揮和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

他說：「就算只有幾百票，有時候也可以對輸贏起到決定性影嚮。」 

    從交談中，可以發現許行是一位開朗民主人士，不會將自己的意願強加在別人的身上，可是

與此同時，他有著堅定清晰的政治觀點，也會堅定不移地努力去實現它。 

 

下情上達的責任 

    談到即將到來的州長罷免特殊選舉，他認為其中的 54 號提案就一定要反對，因為該提案的目

的是禁止政府單位收集民眾的種族背景資料，以醫務工作而言，該提案如果通過，醫務人員就

無法掌握應有的數據和材料，研究各種疾病對不同族裔居民的影嚮和採取因應對策。對於罷免

州長一事，他認為不應該罷免戴維斯，這不是一個正當的民主程序，會令今後加州領導人實施

政務增添困難，也浪費了納稅人的時間和金錢。 

    許行言談之中還反覆強調，萬事不要光看表面，要注重實在的東西，例如對年輕人而言，從

哪間大學畢業並不是最重要，關鍵的是要看學到什麼，頭腦中到底有些什麼知識。 

    許行將在明年一月正式就任亞太顧問委員會顧問委員。該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及時將亞太社

區意見和呼籲下情上達給州長，做好州長和亞太裔居民間的溝通橋樑。他表示，會特別注意教

育和醫療保險這兩方面的問題，盡力維護華裔在這兩方面的權利，他的信念是加州應在教育上

增加投資，同時努力培養下一代的政治興趣，那麼將來就會有更多這方面的人材。對於醫療保

險問題，他認為應集中為沒有保險的人士提供醫保，這樣就可以大大減低醫療費用。 

    本屆亞太顧問委員會共有十三名亞裔委員，許行是其中兩名華裔之一，相信他一定會把這個

新的機會盡力而為，深入開展「播種」的工作，繼續促進亞太裔融入美國社會。 

    在業餘時間，許行愛好打網球． 

Statement from 許行 

    On Monday, September 8, 03, I received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from Assembly Speaker Wesson, Jr. on my 
appointment to the California State 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s Advisory Commission (API 
Commission).  My term will not start until January 1, 2004.  The term is for two years with a possibility for 
another two year-term.  My job is to advise the Governor (whoever he maybe) and the State Legislators on 
issues concerning API communities and to help formulate legislations that are helpful to API populations. 

    I think I deserve the appointment. I worked very hard for that. Out of the 13 members on the Commission, 
only two are Chinese Americans and both are from the Bay Area. The other person is Phil Ting in San 
Francisco. He is the Exec. Dir. of Asian Law Caucus.  

   I had good recommendations. Even Nancy Pelosi wrote a letter on my behalf.  

So, I am pretty happy about the end result. I just hope I can do a good job for the API populations. 

                                               



Their Number Up 

                                                            高大昕 

 

    At New York's Kennedy airport today, an individual later discovered to be a public school teacher was 

arrested trying to board a flight while in possession of a ruler, a protractor, a setsquare, a slide rule, and a 

calculator. 

 

    At a morning press conference, Attorney general John Ashcroft said he believes the man is a member of 

the notorious al-gebra movement. He is being charged by the FBI with carrying weapons of math 

instruction. 

 

    "Al-gebra is a fearsome cult,", Ashcroft said. "They desire average solutions by means and extremes, 

and sometimes go off on tangents in a search of absolute value. They use secret code names like "x" and 

"y" and refer to themselves as "unknowns", but we have determined they belong to a common 

denominator of the axis of medieval with coordinates in every country. 

 

    "As the Greek philanderer Isosceles used to say, there are 3 sides to every triangle," Ashcroft declared. 

    When asked to comment on the arrest, President Bush said, "If God had wanted us to have better 

weapons of math instruction, He would have given us more fingers and toes. 

 

    "I am gratified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given us a sine that it is intent on protracting us from these 

math-dogs who are willing to disintegrate us with calculus disregard. Murky statisticians love to inflict 

plane on every sphere of influence," the President said, adding: "Under the circumferences, we must 

differentiate their root, make our point, and draw the line." 

 

    President Bush warned, "These weapons of math instruction have the potential to decimal everything in 

their math on a scalene never before seen unless we become exponents of a Higher Power and begin to 

factor-in random facts of vertex." 

 

    Attorney General Ashcroft said, "As our Great Leader would say, read my ellipse. Here is one principle 

he is uncertainty of: though they continue to multiply, their days are numbered as the hypotenuse tightens 

around their necks." 

 
 



威漢報導 

（編者：威漢是多產作家，以下是他為灣區同學多次活動的綜合報導） 

TWO PERFECT DAYS IN SAN FRANCISCO (II)  

    聖誕節後，灣區多風雨．RAIDER足球隊年終球賽變成了一場水戰．今年慶祝迎歲的節目，又

交小弟來安排．本定了在歲末那天去 SAUSALITO 的北海漁村飲茶．料想不到不景氣之風也吹到了

這海旁小鎮，北海漁村已倒閉．只好用亙聯網去找一間有海景的餐廳來開始我們迎春慶祝．歲末

前的晚上，狂風大雨．惠翠用她習慣潑冷水的口吻說，明天會慶祝不成了．那知天文台預測準確，

早上起來，陽光滿地．惠翠仍不放棄地潑冷水說，三藩市可能仍在下雨呢． 

    參加中午慶祝的，還是去年原班嬉春人馬．亞威，ROCKY，YAU WONG (耀祥) 三對夫婦．YAU WONG

之來源，請在善社網上看兩年前小弟的拉斯維加遊記．抵達 SAUSALITO，雖有點寒意，但天空晴

朗． ROCKY 更加強說，他來前查詢了天氣預告，歲末及新年一定不會下雨．我們選擇了 HORIZONS 

餐廳．這餐廳原是一遊艇會所，從餐廳望出，可見 TIBORON， ANGLE ISLAND 和三藩市．我們選

了室外的一桌，準備浴在陽光下舒適地享用午餐．點了西式 TUNA 魚生，有碎木瓜佈在魚片底下．

一桶用白酒及牛油煮的蜆，一碟烤魚沙律，主菜有 AHI魚，也是半熟，及帶子．剛點完菜，一片

烏雲飄來，跟著雨下來了．ROCKY 說這不過是過雲雨吧，應很快便過去．可是我們還是搬進室內

去繼續進餐．雨越下越大．飯後，眾人穿著厚褸，撐著雨傘，沿海旁走向商業區．不足十分鐘，

雨雲過了，天又會回復早上那樣晴朗．住在矽谷卅年，去 SAUSALITO 遊玩不足五次，每次都在跟

著路牌走．餐廳的網址指出另一方法去 SAUSALITO．過了金門橋後，從第一個出口，沿著海旁，

不到十分鐘便抵達 HORIZONS 餐廳，不用走回頭路．SAUSALITO 除了吃的地方，其餘都是精品店，

ART GALLERY 等．從 HORIZONS走向 SAUSALITO，第一間精品店專售寶石如藍寶石等．ROCKY 看

中了一藍寶石，其中有一地方被用高溫加工，將色澤改變．ROCKY覺得特別，有意買給寶珠．可

惜寶珠對藍寶石不感興趣．進入一 ART GALLERY，陳列著一些 ACRYLIC 的塑刻．一般塑刻是凸出

的，這塑刻卻是入去的．ROCKY 隨便問其中的一價格，市值七千多．售貨員並提及專製作這塑像

的藝術家剛去世，他的作品會隨著歲月增長了．YAU WONG 記得多年前梁成有意於這種塑像．如他

當年買下來，現在可能已增值三倍了． 

    沿市區走了一圈，回到車，已是三時半，也是去旅館的時候了．金門橋的交通，還算通順，

而過橋費從三元又變了五元．聽說仍不足以維修用．四時許，抵達第四街的 MARRIOT，已有一條

車龍等著入旅館的車房．還是 YAU 腦筋靈活．當車在等候入車房，他先行去註冊及拿房間鎖匙．

不及五時嬉春人馬已進入房間準備晚上的慶祝了．YAU 帶來了香檳酒，亞威帶來兩瓶紅酒．ROCKY 

來前問亞威需要他帶甚麼來，亞威隨口說 CHEESE AND CRACKER．那知這簡單要求給寶珠帶來了不

少煩惱，因她不知甚麼小吃可配香檳，幸而她大女，對此甚有心得．特別去為我們選擇了配香檳

的 CHEESE AND CRACKER． 

    七時離開 MARRIOT 緩步去唐人街嶺南小館．參加年夜飯又多了胡劍豪，胡炎章，高子敏，三

對夫婦及蔡德成和他女兒，共十四人．亞劍早上剛從澳洲飛回來，炎章則早一日從夏威夷回來．

有句俗語：『人多好做作，人少好食作』．可是我們卻是『人多好食作』．點了數種不同的潮州

口味的頭檯，椒盬蟹，燉水魚湯，桂花蚌，清蒸太平洋龍蝦，清蒸盲鰽，乳鴿，油雞，時菜等等．

兩瓶紅酒，一瓶白酒．一頓飯吃了兩時多．啟程去漁人碼頭區看煙花時已是十時半了．抵達漁人

碼頭區，還有一小時才放煙花，眾人在一快餐店旁找到兩張桌子，坐下來閒聊．亞威提及 CAMEL 有

意去上海退休，一是他覺得他兒子 NICK 去上海開醫務所，為外僑服務是一良好賺錢的機會，二

是上海生活費用便宜．這話題拉開後，有人指出一些退休設備，入住時要先付三十萬美元，然後

一對夫婦的每月費用約八千元．嬉春人馬裡，YAU 是理財專家，炎章是地產專家．話題便拖到如

何自己組織一退休村．一來有伴，二來可互相照顧，三來費用應較低．要在灣區找一適合的空地，

又價格不高去建自己的退休村是不容易的事．YAU WONG 說在屋倫有一海旁高尚住宅建設計劃，每

單位從卅萬開始．如同學們一齊在那裡去購買自己一單位，大小各式其式．無形中便達到共同住

在一起，互相相照之便．為了感覺如何相處相愉，農曆年的春宴後，一齊去富興中心的 CLUB HOUSE



相聚．屋倫的計劃正在籌畫中，YAU 會留心何時有樓花出售．有意的同學請和 YAU 聯絡．時間在

閒聊中溜走，已是子夜放煙花的時刻，因放煙花的船離開碼頭不遠，煙花有如在面前爆放．亞劍

大嘆從未看到這樣的夜景．美中不足的是海上的天氣潮濕，煙花遺下的煙霧，持久不散．掩蓋了

跟隨著爆放煙花的光彩． 

    在漁人碼頭區守歲的多是年青人．我們穿著厚褸，很多年輕少男少女，都是露肩露臂．玉安

的兒子從我女兒信裡得悉我們這班長輩還有興致去隨街逛，而覺得很羡慕．回到旅館，開香檳來

迎接新年的來臨． 

    元旦早上，一早起來，亞威要去 STARBUCK 飲咖啡，一行人走去旅館對面的 METREON．它是

一娛樂場所．裡面有戲院，咖啡店，快餐廳等等．九時許已有人龍等買票看十點的首場．從頂樓

的露台看到 MASCONI CENTER旁有一公園．因公園比街道高,，平時開車從旁觀，不知道有一大公

園在水泥蓋的大建築物內裡．早餐還是回到唐人街．如去年一樣，炎章夫婦也來參加．一窩海鮮

粥，豉油皇炒麵，腸粉，牛河，奶茶，咖啡，又是一舒適的早餐．帳單來是只是十九元．亞威說，

每人三元．還是 ROCKY心水清地說，只是茶及咖啡已超過這數目．原來小姐給錯了帳單給亞威．

早餐完畢，下一個節目遊金門橋．元旦日，天氣一如天氣預測，遍地陽光．是遊覽金門橋的好日

子．整度橋被藍天及陽光蓋著．在橋上慢步了一小時多，便再回唐人街炎章的 CONDO 飲下午茶．

亞翠點了金門蛋撻，炎章素不知金門在何處，找到後又要排隊去等蛋撻出爐．因炎章有別的事沒

有和我們遊金門橋，眾人回到唐人街後，炎章事還沒有辦完．有人建議去 ABC飲下午茶．炎章說

蛋撻辛苦買回來，非去他 CONDO飲下午茶不可．談話至六時許，又是去煲仔城，和亞劍及高子敏

夫婦會合吃晚飯時候．今年市場沒有崇魚（STEEL HEAD）．點了鯪魚球湯，雞，時菜，加一煲大

臘味飯．閒聊至九時許才結束．借用信用咭有一廣告來表示我們的心態，早餐十元，晚餐十五元，

友誼無價可比．寄語善社同學，相聚過歲迎春，人生一樂也． 

善社同學聚餐  

    年初胡炎章通知同學林鎮藩同學會在三月廿九日路經三藩市，然後去香港．那知因香港近日 

SARS 肺炎已引至數病人死亡．林同學便取消了去香港的計劃．但灣區同學都是好大飲大食的人，

雖然沒有了藉口，仍然依照原定計劃在珍寶聚餐．參加的同學有：胡炎章，胡劍豪，李威漢，王

耀祥，高子敏，黃鎮棠夫婦和馮啟生．曾奕峰同學夫婦臨時加，合共十五人．曾同學初中畢業後

移民來美，後在柏克萊大學畢業．因他太太曾在三藩市大學讀，因而與惠翠相識．他初三是在愛

班，所以來美早期也有與陳鴻業，許行和雷鐵源來往．曾同學退休前在三藩市市政府工作，專管

理環境的污染問題，有兩子女，及四位孫．曾同學帶來了一幅初中畢業照片．以証明他曾在培正．

飯後移駕去炎章家繼續閒聊．炎章初搬入這豪宅時，已邀請同學去參觀．現的陳設更完美．收藏

了不少古畫及珍品．炎章太太馬妙玲是一位有成就的藝術家．更難得的是在煩忙生活裡，能有恆

心從事她的藝術創作．去年去九寨溝旅行，她手執一記事冊，見到有題材的境物，便描繪下來．

十多天的旅行中她充滿了她一本記事冊．她的藝術是多元化．從國畫，西洋的水彩畫，描素，甚

至於將國畫和西洋畫合壁．媒介除紙外，更採用絲綢使到藝術品可以在日常生活裡使用，像領巾

甚至衣料．她圖案轉移到絲綢的創作過程，我們聽來像是容易．但都是她瀝心的製作．她微笑的

說，這些絲巾在展覽會是賣三十五元．如以她用在這些絲巾時間來算，這是太便宜了．她送了很

多她的創作給朋友．近日，炎章夫婦喜在三藩市中國城閒逛．一次見到一新開張的餐館四壁空空．

她便送給餐館兩張裝了相架的原作品給他們掛．我們閒聊著，吃甜品，品茶，欣賞妙玲的創作．

不覺告別時已是零晨二時半了． 

 

春節聯誼會 

    四月仍是春雨連綿，善社同學卻選擇了這雨天來慶祝新春的來臨．相聚的形式也甚獨特．中

午在屋倫的牡丹閣飲茶，參加有王耀祥，胡劍豪，黃鎮棠，李威漢夫婦，加上蔡德成及馮啟生．

室外的寒雨，更令人覺得在牡丹閣共圍一桌的溫暖．這相聚源於年夕夜談及同學們在一共同的地

點置居退休，不但可亙相照顧，平日也可以相見耍樂．陸佩珠（耀祥太座）的母親住的樓宇，和



牡丹閤及其他商店是同一建築物．耀祥借用了樓宇內的 CLUB ROOM，作這次聯誼會場所．原來計

劃是在午餐後在屋倫唐人街閒逛．可惜雨尚沒有停的象徵，一行人便從牡丹閣去 CLUB ROOM．陸

佩珠已準備好了咖啡，茶水，酒，小食等等．馮啟生帶來兩大袋橙，威漢帶來紅酒，薑蜜汁．黃

鎮棠帶來不同的牌具．CLUB ROOM 是用一個小單位改成，睡房放了兩張玩牌的桌子，廳有電視，

廳外面有一大露台，可以供十來人操練太極或舞蹈．吃了水果後，七，八人便圍著跟黃鎮棠學玩

DOMINOS牌這遊戲．灣區同學相聚，多是吃喝及清談．DOMINOS 牌這遊戲很適宜多人玩，有合作

性，也有競爭性，又不傷和氣．三時許，胡炎章夫婦來臨參加，耀祥出外買了燒味回來，開了瓶

紅酒．吃喝玩耍，不亦樂乎！ 六時半，結隊回牡丹閣吃晚飯．來參加又多了，李樂基，高子敏

夫婦，及楊謙珍，余光源．席間單寶珠宣佈大女會在十月四日和同學陳維超公子結婚．首創善社

同學成親家之先河．在席同學都為樂基夫婦高興，並期望著在喜宴時另一相聚．飯後再回至 CLUB 

ROOM 去吃水果，及甜品．威漢，鎮棠對劍豪，啟生玩了兩局橋牌，各勝一局終結了這春節聯誼會．

並相約兩月後照板再來相聚．屆時再找新玩意如操練太極等等． 

蔡宗磐，汪大忠訪灣區同學           

    五月底得悉蔡宗磐同學在六月十八日來灣區參加婚禮，李威漢特別約了灣區同學在六月廿二

日在醉香居晚宴相聚．剛好汪大忠夫婦在同一週末來灣區遊玩，趕上了這聚會．來臨的同學有李

樂基夫婦，他們剛升了級，做了公公，婆婆．蔡德成，馮啟生，胡炎章，李威漢夫婦，汪桂麗和

她的丈夫，高子敏夫婦，及何鈿德夫婦．一共十六人．宗磐太太別去與她四十年未見面聖心書院

的同學相聚．那知相聚處同是在醉香居．宗磐與兩年一齊去地中海遊船時沒有大改變．但其間因

脊骨壓著神經而施過手術．現在一切如常．五月底中部同學唐冬明，蔡宗磐，周紹熙本是為了李

威漢夫婦來訪，在梁燊成的豪宅相聚．那知李威漢因事故不能成行．宗磐帶來了那次聚會的一個

笑話．燊成建議去他的土庫開檯，宗磐一心以為是開檯玩牌，那知卻是開檯打乒乓球．中部同學

定了在九月十三日在唐冬明同學家相聚並去看一場足球比賽．大忠退休了兩年多．但生活還是很

煩忙．將屋加建了三千平方尺．自己拉電線．管理個人投資的房地產．兒子去年結了婚，在華盛

頓附近行醫．今年女兒牙科 intern 完成，大忠會親自開貨車替她從德克薩斯州搬遷去密支根

州 Grand Rapid．又替她的新居拉電線．聞說大忠女兒也會在今年成婚，未來夫婿也是牙醫． 

與美中同學聯歡  

數年前﹐亞威與梁燊成相約去參觀他的新

居。本約好在今年五月底前往。後因故取消了。

但中部同學仍然在那周未相聚﹐更用電話來與

亞威打照呼。亞威問下次何時再相聚時﹐亞弟

說他母校維之尼亞大學足球隊在九月十三日與

西密支根大學球隊比賽。地點正是唐冬明居住

的城市 Kalamazoo。所以亞威即在電話約好了那

天在冬明家相聚﹐並去看球賽。七月時亞弟來

灣區參加婚禮。灣區同學約了在醉香居一聚。

剛巧汪大忠又來了灣區而及時參加了這聚會。

因而大忠也得悉了中部同學有聚會。 

 

 

 

    這次美中同學聯歡﹐參加的有唐冬明﹐周紹熙﹐梁燊成夫婦﹐謝錫恆﹐汪大忠夫婦﹐蔡宗磐

夫婦﹐及灣區前往的李威漢夫婦共十一人。唐冬明太太剛去了聖地牙哥公幹。唐冬明已退休﹐因

太座工作移去聖地牙哥﹐也計劃兩年後等兒子大學畢業後搬去聖地牙哥居住。亞翠和亞威在九月

十三日早上九時抵達 SouthBend﹐梁燊成夫婦已在機場等候。從 SouthBend 去 Kalamazoo約一

個半小時。因有一小時時差﹐抵達冬明家已是十一時半。周紹熙﹐與謝錫恆已抵達。大忠夫婦也

從 Kalamazoo之北的 GrandRapids 來到﹐並一早買了點心帶去冬明家。大忠住在俄亥俄州﹐ 

後排:謝錫恆,周紹熙, 蔡宗磐,梁燊成,李威漢,汪大忠,唐冬明 

前排: 蔡宗磐太太(Francis),張適存,許惠翠, 汪大忠太太 

 



他當牙醫的女兒住在 GrandRapids。十二時許最遠距離的亞弟夫婦也抵達了。用過茶點後﹐兩部

車開去校園球場。早數天﹐天氣預告會下雨。幸而這一次天文台預告不準確。球場可容納數千人。 

任何位置都看得很清楚。大部份同學都未臨場看過美式足球賽﹐這次也算是一特出的經驗。一時

許我們便入了場。兩球隊的練習及開賽前的樂隊表演都是一般在電視看不到的。可能是有培正校

友捧場﹐亞弟母校大勝。球賽後回冬明家稍息便去一中國餐館食晚飯。亞翠農曆八月十八生日。

當晚剛是十七日﹐同學買了蛋糕來提早和亞翠慶祝生日。飯後再回冬明家閒談。冬明學古琴多年﹐

循眾要求﹐表演了數曲。燊成又與冬明又合奏雙笛。大忠一生忙於工作及管理物業﹐想不到同學

如冬明﹐燊成這般多才多藝。閒談至十時許周紹熙及謝錫恆因要開數小時車回家﹐便告退了。十

一時許﹐其餘各人也告別。亞弟夫婦留宿在冬明家﹐並約好翌日與冬明去燊成家再與亞威相聚。 

    回到燊成家已是午夜﹐亞威們因在星期五晚上坐夜機﹐已廿多小時沒有在床上睡了。星期日

早上起來﹐燊成夫婦已在屋後的有蓋露台欣賞雨景。預測的雨來遲了一天。燊成的新居﹐是他們

夫婦精心設計。屋依一小丘而建。屋分兩層﹐後屋及下層的土庫面對一小湖。上層有三睡房﹐一

廳﹐一飯廳。廚房及便飯廳在屋後面對著湖。下層有一客房﹐一書房及一家庭電影院。還餘下足

夠地方去放一乒乓球桌。下層直出後花園。屋建在一畝半的地﹐包括湖的一部份。原是野草叢生。

經燊成太太適存兩年來用植物癈料來蓋住野草﹐屋旁的地已變了一美麗的花園。夫婦另一工程便

是將下層一房間變成一小型電影院。有這麼優美特環境及設備﹐足夠舒適的退隱了。十一時許亞

弟夫婦及冬明抵達。午餐便是昨日中午吃不完的點心和燊成收藏了十年的一瓶紅酒。望著外邊的

雨景﹐聽著風聲﹐和多年同學一同午膳﹐正是人生一樂也。三時許亞弟有要事辦﹐便先行離去。

冬明留下與亞威閒談太極拳﹐及氣功推拿。燊成早一陣與鄰居的狗嬉戲﹐將球扔出時差些也將手

臂扔出而傷了筋骨。冬明為他推拿﹐立即燊成手臂的動作範圍便大了。冬明介紹他們夫婦去支加

哥找一位氣功師傅繼續料理。想各位讀這報導時﹐他已復愈了。晚上燊成親自下廚煮了幾道菜來

款待老友。飯後冬明離去﹐亞威和亞翠繼續欣賞燊成的家庭電影院。這樣結束了在美中探訪善社

同學的一愉快週未了。 

亞拉斯加之旅                

    培正溫哥華同學會舉辦一加拿大全國同學日，並配合一些旅遊活動．其中一個是亞拉斯加內

海遊船之旅．也許是世界的經濟不景氣，費用相宜．加上年初中國的 SARS，我們去雲南的旅行被

亞拉斯加船遊取代了．除了本人一家六口外，澳洲的陳秉麟夫婦及英國的黃祖同夫婦也參加，還

有已參加多次善社旅遊的陳國振夫婦．亞拉斯加船遊的起點是溫哥華，我們一家一早從三藩市啟

程，約十一時便抵達溫哥華的碼頭．早一日，陳國振打電話來說約好了叔公在碼頭附近的酒樓飲

茶．陳國振太太 Heidi是我表妹，她父親曾為這叔公辦事．因而為安排了這聚會．我叔公是一遠

親(根據族譜，在第十三代時，我們同出一支，我是李氏的第十九代子孫)，叔公年齡和我叔父差

不多．他年少時也是我祖父照顧長大的．我自少便從父母親聽到有關這叔公的事．但至今尚未見

面．我們在碼頭放下了行李，便去找聚會的酒樓．找到酒樓所在的大廈，我們進入一望後，因時

間尚早，便再出來準備在附近逛街．一路人見我們好像猶豫不決，不進入去飲茶．便對我們說：

『這大廈是一歷史性的建築物．多年前中國人與狗都不可進入的．裡邊的酒樓確是貴一點．但你

們是遊客，試一次在這歷史性的地方飲茶，未尚不好』．想不到在這裡聽到這典故．十二時再回

到這酒樓，想不到卻嚐了閉門羹的滋味．櫃台的小姐找不到叔公婆訂了的檯，因沒有姓李的人訂

了一張十人桌．當我要重新訂一張十人桌時，第一個回答便是沒有檯．當我堅持要訂時，經理才

免強說至少要到一點半後才有（酒樓兩點休息）．他那種態度，我誓要在那裡飲了茶才上船．當

叔公抵達，一句話便將他訂了一張六人桌，加大成一張十人桌．想不到目中無人的歷史的幽魂會

附在這中國酒樓的管理員身上． 

    兩時回到碼頭，因海關人力不夠，至四時許才上船．在碼頭和國振及秉麟夫婦會合．上船不

久便碰到黃祖同夫婦．除了秉麟外，我們都是通過同一旅行社訂船票，所以我們是被安排在同一

桌吃晚飯．幸而同一桌的輝社夫婦要移去和輝社同學一起，秉麟夫婦便移來和我們組成一十二人

團了． 



    第二天船在海上航行，早餐時各人正訴說因房間沒有窗的睡不知醒．秉麟隨口說他早上被陽

光照醒．自此，他有窗的房間便成了祖同說笑的話題．原本秉麟是和我們一齊訂無窗的房間，後

來在澳洲發現稍加費用便有一間有窗位在六層的房．每天他上天堂的第六層，而其他人則回第二

層的地獄了． 

    第三天船泊 JUNEAU．眾人一早決定自己上岸逛，不參加任何船提供的旅遊．沿街道遊覽時，

發現可以坐本地的巴士去觀望 Mendenhall Glacier．巴士費只是$1.5．不單止可以去 Mendenhall 

Glacier，同時也遊覽了 Juneau 的市區．下了車，從巴士站去 Mendenhall Glacier路約一里半．

給我們一機會去消化兩天美食儲存的加路里．觀望點與冰河有一水相隔，藍色的海水上漂浮著數

片冰塊．岸邊可以看到三文魚．冰河外，三文魚便是這旅程的觀賞要點．在回程時，巴士司機又

提及黑熊常在民居出現．今年山火時發，電視台警告住山區的人要小心熊出來找食物．在 Juneau 

的一樣特別的紀念品是小瓶裡裝著的金片．金片浮在瓶中的液體．記得多年前朋友送給我一瓶飯

後烈酒，內裡也浮著金片．可惜保留太久，整瓶酒壞了．在啟程前，我告訴祖同我帶了一個名叫 

Dominos 的遊戲，準備在船上玩耍．這遊戲是黃鎮棠在善社同學春節聚會時介紹給同學們的．今

年善社數次聚會，飯後都有同學玩這遊戲．在船上第一次玩 Dominos，惠翠是大贏家．以後數天

都是新人佔上風了．祖同一玩便十分投入．他整晚沒睡去找一方法可以有輸贏，而不只是分數的

高低而已． 

    第四天早餐，一見面祖同便和各人解釋怎樣將分數變輸贏的方法．以後同學們有機會和祖同

玩 Dominos，他一定會詳細解釋他的方法．這天早上船泊 Skagway. 這城市比 Juneau更小．早

餐後在船旁見到有一火車列車在等待出發．心想如自已在岸上的火車站買票應比較便宜．亞威和

國振急急下船去詢問．三個小時的火車遊票價是 $82 元．想到十二張票要一千元，眾人還是決定

在鎮裡逛了．在往鎮的途中，路邊有一湖，滿游著三文魚，這剛是 Salmon run 的時節．三文魚

要躍過障礙，逆流而上回老家產卵．見到三文魚躍．湖旁不少人在垂釣．甚至有人站在石頭上用

手去捉魚．在這船遊，太太團發現船泊的市鎮，專買一非洲出產藍寶石 Tanzanite．在 Skagwa y

有一店名 Little Switzeland 剛大平賣，一位太太看中了一八克藍寶石戒指，鑲有二克鑽石．

原價一萬多，減至三千五．因太太們還價太低，沒有成交．後來到了 Ketchikan，類似的藍寶石

戒指，還沒有鑲鑽石，最低價格是六千多．才知失去一良機．這晚我們訂了去一特別餐廳吃法國

餐．費用是每人數$25．亞威是 Dominos 輸家，多出十元．祖同請飲紅酒．晚餐六時半開始，到

離開時已近十時了．這次船遊，眾人都十分愉快．早上八時半後才吃早餐．通常都是睡不知天白．

亞拉斯加近北極，日長夜短，五時太陽便出，秉麟房間有窗，房間便被陽光照亮了． 

    第五天船靠近 Hubbard Glacier，這是亞拉斯加大冰河之一，長達九十里．今天天氣多雲，

並下著細雨．船客都擠在十一樓船頭的大廳裡．我們抵達時窗前的位疊已被坐滿了．亞威和祖同

冒雨在外面拍攝景色．發覺有一遊戲室，前有一座地窗．因門是開向甲板，在船內行走不會留意

到有這房間存在．亞威即招集了人馬去佔了這房間去欣賞冰河壯觀．冰河一年到晚仍不停的移動．

在船逗留其間，不少冰塊裂下海裡．發出如雷般的聲音．下午船開始向南行，午餐後，我們找到

一空的會議室去繼續玩 Dominos． 

    第六天船泊 Ketchikan．我們選擇了步行去一 Totem Park．途中經過一博物館，有數位藝

術家正在雕刻一廿五呎的 Totem Pole．本是 Cedar．都是有了訂單才製造的．價格由一千元／呎

至五千元／呎．價格的差異在乎藝術家的名氣．我們參觀的 Totem Pole 約值六萬元．Cedar 木

在處理後，可以百年不壞．看來收藏 Totem Pole 的人多著．沿途經過一市場，有人建議去查詢

亞拉斯加食品是否較美國本土昂貴．發覺相差不多．同時發現市場正平賣薰三文魚，一包八安士

只賣 $2.99．一行人買了十八包帶回家作手信．在遊客區每兩安士已賣到$6．離開市場不久便抵

達 Totem Park．內裡有三文魚殖養場．滿河三文魚踴躍，難得看到這景象．午餐後太太團再去尋

寶（藍寶石）．一如前說，在 Skagway 的 Little Switzeland相相宜，走了寶． 

    第六日已是回程，除了吃外便消磨在閒暇和 Domino 這遊戲上．最後要回房收拾行李了，

Teresa（秉麟太太）爆了一句妙語：『第一次船遊，到下船了，還沒有將船看清楚．』．這說出

了這次一齊相聚船遊的樂趣． 



    第七天早上下船，因秉麟自訂船票，下船時間比我們早，但出到碼頭卻較遲，要旅館車來接，

卻在同一車上找到失去了的地址薄．馮啟生配合時間來溫哥華渡假，開車來接黃祖同，中午黃鎮

棠夫婦會合了船遊的六位善社同學及啟生在飲茶．晚上在富大又會合了梅瑜及黃馨龍夫婦，羅子

華夫婦及蔡宗磐夫婦．在席上有兩位不相識的善社同學．這兩位都不知是何年在培正就讀的．溫

哥華同學會編了她們來善社．據聞其中一位已年過七十了． 

    翌日早上，梅瑜及黃馨龍請外來同學飲早茶．余光源昨晚抵達．亞威一早留言在他手機，因

而也來了參加．溫哥華的善社同學除了梅瑜及黃馨龍外，還有徐少豪及姜秀清．梅瑜特別約了姜

秀清來和惠翠及蔡宗磐見面，因為他們都是初三愛班的同學．其餘有關培正加拿大全國同學日的

詳情，請看下文報導． 

第一屆加拿大培正同學日大會  

    雖然溫哥華舉辦圠同學日名為『第一屆加拿大培正同學日大會』，實則係『第一屆世界培正

同學大會』，舉行於加拿大溫哥華市而已．大會由星期五下午開始．四時開始是加拿大各城市的

培正同學會代表的事務討論．跟著是全世界培正同學會代表的事務討論．除加拿大主家代表外，

參加的有台灣，香港，泰國，英國，澳洲（包括雪梨，墨爾本，坎培拉及紐西蘭），美國（包括

三藩市，支加哥，美南，美京）等代表．各代表自行介紹各區培正同學會近況．跟著一致通過第

二屆世界培正同學大會由三藩市培正同學會舉辦．因余光源會長不克參加，由小弟代為出席．啞

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口．有關這決定，在下面再有分析．另一項目是香港培正前會長雷禮和要

求在同學大會時，一齊宣誓支持母校從『培商』手裡取回校名註冊權．其中有一位代表反對．因

為香港培正同學會已用空郵寄來最新的同學通訊．校名註冊的是是非非，在內已有詳盡解釋．雷

前會長因而收回提議． 

    星期五晚上的聚餐，雖是前奏曲，但也有三百多同學參加，而且外來的同學是免費的．所以

溫哥華同學會付出很大代價去使大會成功．當晚主題是培正飯堂．所以菜單也仿培正飯堂．在『富

大』這一流的酒樓，而願意去上培正飯堂的菜．這虧本生意，非培正校友不能做到．培正飯堂有

一傳統是加餸，酒樓特別提供了臘腸，鹹魚，鹹蛋給需要加餸的同學．每項都有不同的價格．收

入是作酒樓伙計的小費．當時同學們一窩蜂上去拿加餸．到底有沒有收到錢，不得而知了．吃飯

前唱謝飯歌，一善社寄宿生說在香港培正不用唱的．另一傳統是用木桶載飯，可惜找不到類似當

年的飯匙．更有在中山培正的同學出來說些過往趣事．三藩市有相當多人參加這大會．周榮超前

會長因飛機誤點，抵達時宴會已近尾聲．幸好還有餸菜餘留給他們夫婦．在溫哥華不愁肚餓．旅

館附近滿都是各式各樣的餐館． 

    星期六早上十時開始有各種演講．因前幾天東岸大停電，多倫多同學因班機之誤，有些講員

不能出席．各題目中有關健康的題目最受歡．有關癌的講座，坐滿至門也不能打開．除講座外也

有展覽，包括香港培正的一些記錄片，『中信』的書展，同學的陶器展等．余光源會長也展出他

拍攝的風景照片．最為受人欣賞． 

    晚上席開四十多圍桌．主要節目是禧年及加冕．三藩市培正同學日只有銀，金，鑽禧的慶祝．

這世界性的同學日更增加了三十年的珍珠禧，三十五年的珊瑚禧，四十年的紅寶石禧．三藩市田

鈞祥理事也上來參加勤社的加冕，及李君聰學長特來參加誠社的金禧．更巧的是善社同學秉麟太

太是真社同學，遠道從澳洲墨爾本來，剛能參加了真社的紅寶石禧．各項儀式完畢後，繼續是歌

星演唱及跳舞．在這方面三藩市同學要多向溫哥華同學學習，飯後的舞會人頭擠擠．我參加同學

日舉行前的船遊．同船有三藩市的一班輝社同學，據悉每晚都在船上跳舞．希望這些同學支持余

光源會長將跳舞的風氣在同學日攪起來． 

    談話回兩年後在三藩市舉辦世界性的同學日，當時趙善強理事在場，聽到大會通過這建議，

甚為激動，差不多要奪咪抗議．在三藩市同學會為郊遊準備的會議時，余光源會長已提及培正各

地的同學會希望三藩市同學會在兩年後步溫哥華後塵去舉辦世界性的同學日．當時已有不少理事

反對．其實，並不是三藩市同學會不願意，或沒有能力去辦．單是三藩市同學會聚餐，靠著余光

源會長，已用電腦排位多年，這次溫哥華同學會，辦事人整夜不睡去排，遠及不上三藩市同學會．



但溫哥華城市的消費，一切都比三藩市低．第一晚在富大酒樓的一席，約在一百五十元以下．三

藩市同學日的一席免強維持在二百五十元．溫哥華酒店的餐費約每人三十五元，在三藩市非六十

元以上不可．住宿旅店的房間，如果要在類似 Radisson 這級的旅店，價格在一百元以上．所以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最理想的世界性同學日應在亞洲或加拿大舉行．在溫哥華的全世界培正同

學會代表的事務討論中，有人提出下一次在香港舉行，可惜大會沒有時間去將三藩市及香港的優

劣作一比較，而草率作一決定在三藩市舉行． 

    在溫哥華舉行的全世界培正同學日，已完滿結束．這大會的成功多得於章子惠的領導，和各

辦事人員的努力．第一晚主題是培正飯堂，主幹的是一班在東山培正的學長．司儀是年青一代的

勤社同學鍾清輝及李國揚．勤社是七三年畢業．參加溫哥華同學日得到的印象是同學會已由年青

的一代接班．從溫哥華同學會名單，也看到香港培正同學升大學的傾向．過去廿年從香港培正升

學去溫哥華人數不少．在三藩市同學名單裡，從八零年代以來，到灣區升學的同學只有小貓兩三

隻．這些都是值得三藩市同學及理事會的思量． 

紐約三日遊              

    陳維超，李樂基夫婦繼在灣區為兒女辦了喜宴之後，又在紐約辦喜宴以享紐約的親友．貪食

的亞威又被邀請去參加．並被毛紀寬夫婦款待了一週末．星期五抵達紐約後，稍休息便去 James 

Beard Foundation 參加大食會．毛紀寬夫婦和旭社李真如是食家，不時去參加這大食會．灣區善

社同學李國綱去紐約時也品嚐了這大食會．James Beard 是一有名飲食評論家，在報上有專欄．

他去世後，他的住宅變成一基金會所．有名或尚未有名的廚師，都以可以在他住所表演烹飪為榮．

大食會的用料，包括美酒都由廚師或酒商免費提供．參加大食會的人付的錢作為 James Beard 

Foundation 的基金．他的住宅並不大，每次最多可容一百人．六時半開始雞尾酒會，當晚美酒

是一智利的酒廠提供，廚師示範西班牙菜色．我們抵達時，李真如已在等候，而雞尾酒會已近尾

聲．嚐了一杯白酒和生蠔．生蠔上放有碎的蕃茄，洋蔥及青檸汁．正餐每道菜都有一酒相倍，共

試了三白，三紅．肉類有古巴式的燒猪肉．肉炆爛，但皮酥．有點像燒猪肉．另一度是 veal 

tenderloin，牛仔肉．除猪肉份量較大，吃不完，其他的一掃而空．飯後已十時半了．毛紀寬經

驗裡，大食會的水準不一．我們品嚐那餐算是有水準．智利的酒卻不是好到要再找尋來飲． 

    星期六天約了玉安太太（姚十）吃午飯．下午惠翠去姚十家閒聊，毛紀寬夫婦車我去看 Garden 

City，他們住的城市．東岸的城市多少有一段歷史的故事．毛紀寬選擇是因它剛是他們夫婦工作

地點之中央．毛紀寬自結束飲食業後，投入洗衣行業不覺又十多年了．店在唐人街，原是一自助

洗衣店．毛紀寬擴大了營業範圍，代人洗衣，並有車接送．有六，七個工人．攬得生意蒸蒸日上．

去陳維超，李樂基夫婦的喜宴前，又途經 911場地去參觀．參加喜宴的善社同學計有：蘇宗恭夫

婦，陳維松夫婦，陳筠雲和夫婿，毛紀寬夫婦，李威漢夫婦，謝景亨，陳潤國，畢敏思．畢敏思

是單寶珠好友．謝景亨太太惠芬因不適不能參加．馮天錫父親過世不久，不便參加．朱崇熹仍在

香港．聞他有意搬去 Tampa,Florida． 玉安因亞威誤導，以為喜宴在十一月八日舉行，早了一

星期從 Alabama 回紐約．所以只有他太太一人參加．同學裡，陳維松已結束他的牙醫診所退休．

蘇宗恭也會在年底退休．看他精神飽滿，大西洋的魚群有難了．閒聊中，他還可惜早一回被一卅

磅的魚脫鈎逃了． 

    星期天約了謝景亨及姚十在 Flushing 飲茶，其他同學都無法參加．飲茶後去看 42nd Street 

的舞台劇．這樣結束了一愉快的週末．卅週年在紐約重聚時的 sweat shirt，毛紀寬仍保留了數

件．他答允去探訪他的同學先到先得． 

 

 



善社同學高大昕博士獲任命為戴維斯加大數理系學院院長 

                                                                                                                                                                                        李威漢 

高大昕在培正畢業後進入卡內基理工學院 (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就讀．這學院簡稱

是 CIT．因一般人都稱加省理工學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onology) 為 CIT．高同學總

是說笑他是就讀於『假嘢』CIT．此校後與 Melon University 合併成為今日的 Carnegie Melon 

University．從此便沒有了『假嘢』CIT．高同學在『假嘢』CIT 拿到碩士學位後，進入賓州大

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獲得物理學博士．1970 年高同學進入戴維斯加大擔任物理系講

師，1982 年升為全職教授．1998 年開始擔任物理系主任．日前獲任命為戴維斯加大數理乎

學院院長．卅年前，當高同學加入戴維斯加大，該校是以農科為主，數理遠不及柏克萊加大

或洛杉磯加大．高同學加入戴維斯加大以後，該校改為著重數理及電子科技．至有今天成為

加大系統裡第三名大學．高同學是一熱誠的基督徒．多年前與戴維斯加大附近的華人成立了

而今在戴維斯加大學校旁的最大華人教會．就讀於戴維斯加大的華人子弟莫不得益於此教會．

世界著名的培正校友不少．高同學不單是世界級的物理學家，參與的科學計劃遍佈全球，他

更是一個默默耕耘，不求名利的教育家．華人子女在戴維斯加大就讀，都不少受到高同學 

 



04 年雲南旅遊 

今年，威漢已安排了中國雲南旅遊，報名參加者十分熱烈，但因 SARS 而取消，雲南旅遊，

於是改為在明年 04 年舉行，行程大致與今年原定計劃無異．請看以下詳情．旅遊細節，有

待明年再確實．有問題或提議，請與威漢聯絡．以下是 2003 的報價, 2004 的報價要五月後才

知. 

10/15/2004 start, depart us 10/14/2004 

D1  住上海 

D2 
上海飞西双版纳，游勐仑植物园(中国最大的植物园,观赏跳舞草、神秘果、箭

血封喉树、绞杀树等数千种珍稀热带雨林植物)、傣族村寨（参观傣家小竹楼、

体验傣族民俗民居），品傣家风味餐 

住版纳 

D3 
游热带原始森林公园、观民俗（参加泼水活动）、橄榄坝集市飞丽江、品王府

家宴，，飞大理 
住大理 

D4 

游苍山（云、雪、峰、溪为四大奇观著名，含缆车），远观三塔、苍山大峡谷、

珍珑棋局，蝴蝶泉（白族恋爱圣情之地，徐霞客在其《滇游日记》中记载：“泉

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蝴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万，

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游人俱从此月，

群而观之，过五月乃已。”） 

住大理 

D5 
游大理古城（文献名邦，是中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洋人街（外国

人旅居的家园，专为外国朋友旅游、食宿、购物的街道），乘船游洱海（中国

第七大淡水湖，素以“高原明珠”著称）、品三道茶，BUS 丽江，品王府家宴， 
住丽江 

D6 

游玉龙雪山、沿途欣赏原始森林、游览爱情圣地—云杉坪（含缆车）、白水河、

甘海子牧场、玉水山寨（观赏神龙三叠水、东巴壁画廊）、东巴万神园（探秘

古老东巴立体文化圣地）玉峰寺，白沙壁画，晚观赏人类音乐活化石--宣科纳

西古乐 

住丽江 

D7 

游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欣赏小桥流水人家）、四方街，黑龙潭公园(又

名"玉水龙潭"人间瑶池、古城溯源)，丽江 BUS 虎跳峡（世界上最深的峡谷、

气势磅礴的世界峡谷之最）、远眺长江第一弯（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

大观），BUS 中甸（中甸到丽江全程约 200公里，行车时间约 4-5小时） 

住中甸 

D8 

游高原湖泊纳帕海（季节性湖泊），沿途欣赏依拉草原风光，参观云南最大的

藏传佛教庙-噶丹松赞林寺（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俗称中国的小布达拉

宫）、拜访活佛、藏经阁，游属都湖（藏语意为森林里的草甸湖泊，它地处香

格里拉东北角，水域面积近３００亩，四周牧场辽阔），晚参加藏民家访篝火

晚会 

住中甸 

D9 

中甸飞昆明，游西山龙门、太华寺、三清阁（可先往石坊矗立，殿宇巍峨的太

华寺，继往建于危崖绝顶之三清阁，然后经过一条在峭壁上的曲折石凿栈道登

山，参观由清代民间艺术家吴来清在悬崖上开的三个万丈石室，然后登临天阁

之龙门．凭栏眺望滇池），晚品过桥米线 

住昆明 

D10 
BUS九乡自然风景区──翠荫峡，欣赏峻秀之山峡，地下大峡谷，深不见底，

两壁如峭，气势不凡．地下河最壮丽一段的雌雄瀑布．世界罕见的神田，错落

纵横，媲美土耳其的棉花堡．BUS石林 

住石林 

D11 
游天下第一奇观石林(剑峰池、望峰亭、双鸟渡食、极峡通道、石林湖、小石

林等奇景，观看矗立如林的石峰，继而游览大，小石林区，沿途四周奇岩怪石，
住昆明 



雄伟壮丽，石昏，石柱，石峰等构成奇景，如狮子林，石屏风，千钧发，剑峰

池，极峡通人，音钟石等)，观七彩云南、啤酒街 BUS 昆明金马碧鸡坊，中餐

安排气锅鸡、宜良烤鸭 

D12 

游世博园（面积约 200多公顷，分国际馆、中国馆、人与自然馆、大温室、花

海大道、彩云之南等，不含午餐）、花鸟市场、大观楼（中国第四大名楼，楼

前有天下第一长联，大观楼内亭台楼阁，绿树成荫，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故

于清朝时，此处乃诗人墨客赋诗论文的雅集胜地，主要有揽胜阁，通月亭，观

家堂，蓬来别景等） 

住昆明 

D13 游中国第一大铜铸殿金殿、圆通寺飞上海  住上海 

D15 上海飞美国 
 

 

具体行程见附件。所需费用：RMB 11705元/人，16免 1是 RMB 3100 元/人，单间差 RMB 2800

元/人。此为今年 5 月份价格，估计与 10月份变化不大。 

以上费用含：上海/版纳/大理、中甸/昆明/上海机票，全程空调巴士，用餐，住宿（除石林

是三星级，其余均为四星），导游服务，所列景点大门票及行程注明的缆车、风味餐、纳西

古乐、藏民家访篝火晚会。 

不含：入出境大交通，全程机场税，人生意外保险，上海段门票，各地小费及行程中未列明

的费用。 

昆明/香港机票全价 RMB 1981元，现折扣价约 RMB1861元。与昆明/上海所需费用基本持平。

如同一天昆明旅行社有团返港可能有更优惠价格。 

本行程比张家界/就寨沟之行增加 1天且加入了非常规项目,因此整体价格比去年有所下降。 

美圆汇率以 10月份汇率为准。目前为 8.20 

The FEE in China is RMB$11705 which is USD$1428(at 1USD=8.2RMB) 

SINGLE ROOM charge is RMB$2800 =USD$342 

 

For every 16 person in the group there is a discount of RMB$3100 which we will use 

for tips during the trips and beers and so on..  

Tips is USD$5/day( 1 dor driver ,2 for local guide, 2 for trip guide) x 14 days = 

USD$70. 

 

The plane ticket from Kuan Ming to HK or Kuan Ming to SHaighai is the same. So if 

you want to go to HK at the end of the trip you have to let me known when you sign 

up for the trip. 

 

The hotel is basically 4 stars except in one location (see the Letter). 

 

The package price is the same as the trip last year. However, there is one more plane 

connection and one more day of sightseeing. I think that this is the result of my 

communication with Miss Wang after the last trip. 

 

The starting day in Shaighai is 10/17/04 . Therefore, we depart from USA on 10/16. 

I am sorry that we will miss some devoted friends on this trip due to their schedule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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