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顧一年 

           神劍 

 

         各位同學，這一編通訊，是在卅年重聚遊船後以十分複雜的心情，回顧過去而寫成．

灣區同學可能會明白這一份心態． 

 

         九六年初，第一位到訪的佳客是黃祖同一家．祖同遠居英國，他的公子考入了英國

一著名的醫學院，祖同為要考察美國的醫學教育，舉家不遠千里而來，可惜他行式匆匆，很         

多同學未能與他一唔．Camel 昔日是愛班〞濃度滴定〞單位，今日為後代前程而奔波，難怪

他的公子，能進入英國大學，不負祖望．  

 

         九六年最大條新聞是慶祥金盆洗手，退隱歸田．慶祥多年來，愛護母校，敬愛師長．

任三瀋市培正同學會會長時，修定會章，確定了同學會為合法的不謀利機構．為同學通訊         

總編輯多年，首創中文打字，使培正同學通訊耳目一新．慶祥為培正服務，的確不遺餘      

力．今日突然掛冠封印，揮慧劍，斬情絲，與培正同學會斷絕往來，真是大出眾人意料         

之外．慶祥雖未致閉門謝世，亦已少問俗事，連帶影響到善社的活動亦大為失色，最近         

的善社聚會，他亦少有參加．最早定居於灣區的善社同學，慶祥是其中之一，很多後到         

者，都多謝他的幫助與扶持．灣區的 Pot Luck 聚餐，廿五年晉升元老加冕的成功，和         

善社同學的團結，可說全是他一手造成．今日他鳥倦知還，同學幾乎可以說是痛失一良         

友，我借用一古詩，以描述我們的心態．詩云：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日，遍插茱萸少一人． 

 

         這是小弟的心聲，相信很多同學亦有同感．可幸者，藕斷絲連，聯絡不絕．但願袁

子舞步必符音律，出海能釣大魚． 

 

         四月六日，在舍下舉行 Pot Luck 聚餐，這是九六年唯一的 Pot Luck ．多謝王耀

祥，邀請得簫蔭堂夫婦出席．簫蔭堂屬正社，善社同學對他當然〞聞名已久〞．他在哈佛任        

數學教授，因 Sabbatical 而留在灣區．又多謝高大昕夫婦，駕車百里路由 Davis  而        

來．我上次與大昕相見，是在他家的 Pot Luck 午餐，一別已是五年有多，大昕高大依        

舊，欣悅如前，真正是別來無恙．難得兩位學者到場，頓使篷篳生輝，各同學對他們，         

亦以貴賓相待．許行夫婦，是日本有他約，因要報導卅五年遊船的消息，甘冒洗碗之險        

而趕來，勞苦功高，特此致謝． 

 

         五月四日，三瀋市培正同學會又在灣畔之帝后酒樓舉行春季聯歡會．過去幾年，善

社必有一圍人數出席，是全場四或五份之一，今年亦不例外．李威漢，余光源，高子敏和我，

是幾年來的常客，今年加上王耀祥夫婦，又是一圍之數． 

 



威漢嫁女 

  七月廿七日是威漢長女凱倫于歸之喜，這可說是善社同學間的一大事，卅年遊船的

計劃亦因此婚禮而定在八月開行．到賀者來自五湖四海，包括有香港的陳偉仲夫婦，陳碧瑤         

夫婦，陳瑞蘭夫婦，何國建；東岸的湯玉安夫婦，梁燊成夫婦，和南加州的林雅淑夫婦 ．梁

成在去年途次加州同學會時答應威漢，如他嫁女，一定到場．所以他在星期五晚到，星期日〞

趙完鬆〞，不遠千里，一諾千金是也． 

 

         威漢為答謝遠來同學的盛意，在廿六日婚禮彩排後在酒家設宴為各同學洗塵．玉安

飛機在飯後才到，一下機便被香港同學接入四方城． 

 

         星期六，婚禮在威漢的教堂舉行．灣區同學可能依稀認得，十年前加冕時曾在這教

堂舉行重聚會．今日天高氣爽，雖在炎夏而不熱，是天公做美．婚禮精美愉快，余光源主唱         

一曲 〞Because〞．據云光源為這曲，曾專請明師指導，化了不少心血．威漢喜上眉梢，牧師

問是誰嫁女時，威漢大叫〞I do" ，聲震全場，以示決心乎． 

 

         婚禮完後，在教堂的花園設茶點招待，同學亦以此作為午餐．灣區，南加州，東岸，

香港各同學相談甚歡，是東西聚，南北和，直至約四時才暫時分手．是夜，婚宴設在唐人        

街皇后酒樓，此亦是培正同學會最近幾年開設同學日之地點，威漢包了全廳，盛況比美       

同學日．除慶祥外，灣區同學連周哲賜在內，全部到齊． 

 

         幾杯落肚，幾名唯恐天下不亂的老頑童（且莫道姓名，猜猜是誰），在互相慫恿下，

少不免又要施行培正傳統，惠翠端坐中堂，從容就義，來者不拒．事完時，不知何人提議，

堂，抱著手足無措的女同學們強吻一頓．春風滿臉的威漢，意尤未盡，走到越南嶺南一席，

向嶺南女同學施行培正傳統．殃及池漁，可憐的嶺南女同學，無辜辜地領略到培正傳統的滋

味．威漢打破學校的藩籬，將培正傳統發揚光大，難怪他是高材優異生． 

 

         惠翠不是酒徒，但在敬酒時，豪氣大發，酒到杯乾．在宴會的下半部，人影不見．

威漢趁惠翠不在，整晚倍著一可愛的女子，與她跳舞，擁抱親熱．這也難怪，這女子的確是         

人見人愛，她是惠翠的甥女，今年只約三歲．  

 

         估計在婚宴中，善社同學佔了四至五席，洒席散而餘興未盡，威漢在星期日，在家

第三次招呼各同學．連宴三日，這是威漢全席，隆情厚意，勝於滿漢全席． 

 

         八月十一日，是大好日子，是我們卅年重聚遊船啟航之日，亦是楊謙珍在羅省嫁女

之時，所以灣區很多同學都不能親身向他們道賀. 



卅年重聚遊船 

卅年重聚遊船，經整年的籌畫，慶祥及許行的努力，如願成行．起初報名者九十多人， 

一波三折下，成行者十六家，連家眷共卅十八人，另外客二人，共四十人之數．灣區同 

學共七家十八人，在星期六淩晨六時五十五分起機飛到邁亞美．同機將亦一同遊船者有 

正社區錫機一家．奉公守法的同學，淮時起飛前兩個鍾頭己到機場等候，眾人俱到唯獨 

胡炎章一家人跡沓然． 

 

 

．順利地乘專車到酒店，安頓下，相約在酒店餐室晚餐．酒店附近並無好去處，只有一 

名 Bayside Vilage 的商場，此與三瀋市的漁人碼頭相似，可能是為遊客而建，酒店有 

專車接送，眾人在無可選擇下，都在該地消磨了數小時．回到酒店，赫然見到胡炎章一 

家正在晚餐．原來他們被旅行社「陷害」，落單與同學分散外，要幾度轉機才到，機上 

并無伙食供應，空了肚子十多鐘頭，肚皮餓到了背脊，苦不堪言． 

 

酒店的住客，大部都是遊船的乘客．在星期日早上，齊在大堂中辦理簡單的登船手績， 

不外是領取船公司的「船卡」，一卡在手，通行無阻．在大堂人堆中，除灣區七家外， 

還有林雅淑一家五口．在閒談間，見一男仕不停的在我身邊張望，細看之下，原來是李 

傑華．我與他分別卅年，可幸一見而能相認．可笑者，善社年前有一謠言，謂在九龍黃 

大仙有一乞丐，似是李傑華，害得熱心的肥陳親自到黃大仙，甚至到警察局查探，希望 

能找到落難的同學以給以資助．但李傑華是在 Nebraska ，安居樂業，是一成功的電子 

顯微鏡專家．今回他參加遊船，現身說法，是闢謠的最好明証．他笑謂：如知肥陳會慷 

慨解囊，應搭飛機到黃大仙與他一會． 

 

專車送到碼頭，同學持著「船卡」昂然直入，看到其他乘客，在炎熱天氣下，排隊苦候 

辦理登船手續，大家都心幸所托有人．上船第一節目是午餐，在船頂 Windjammer 餐堂 

，東岸同學陸續出現．船上伙食當然免費，但酒水另計．伍子英一時不察，一上船立即 

中計．其後十多元買一「水券」，以後汽水任飲唔嬲．  

 

整個旅程，風平浪靜，海不揚波，船在五時許啟航，如不望出海外，直無所覺．許行昔 

日曾在此船作旅客，今日舊船重遊，午餐後替我們作響導，指出船上的設備，新裝修等 

．船上節目甚多，同學亦各有所好，自不能一一細表．摡括而言，東西有所不同．東岸 

同學以博殺為主，在圖書館中，一檯麻雀，一檯撲克．太座們加上慶榛，傑華，專攻  

國術，當然，雀麻   

安，細胞，宗盤，是撲克能手，我與胡炎章亦多次參加他們的戰場．他們的撲克牌千變 

萬化，花樣眾多，學不勝學．可惜這是必修科以外的學問，不是免費，一頸血而回．灣區 

同學素以清談為主，我們清談俗事，不會誤國，梁成，毛紀寬亦常參加灣區之列．常在 

晚間看完表演後，一同避到船頂 Windjammer Cafeteria 之上層，該處在夜間水靜河飛 



，人影不見，我們隨意移檯搬凳，高談闊論，直是無人，往往直到子夜，才一同到餐廳 

享受子夜 Buffet ，通常在餐廳又再與東岸同學匯合，十分高興．慶祥夫婦以跳舞為主 

，在舞池上，流連忘返．正社區錫機，亦是舞林中人，所以他們兩對，常在一起．船上 

有一 BlueSky Lounge ，慶祥稱之為藍天夜總會，音樂是我們青年時代的舊歌，在舞池 

上，多時只有慶祥夫婦一對，在遊船的整一星期，這藍天夜總會，幾成為慶祥的私人舞 

池． 

 

星期一，船啟航後的第一天，船在茫茫大海上向目的地前進，各人在船上，不愁寂寞． 

伙食十分豐富，除早午晚三餐外，還有三時半的 Snack, 半夜的 Buffet ，食個不亦樂 

乎．星期一晚是 Formal Night ，各人都西裝畢挺地到飯堂．這當然是拍照留念的好機 

會．十六家人等於十六部相機，閃個不停，將大堂照耀如同白晝．多謝袁慶祥，約得船 

上的攝影師，替我們拍團體相．四十人乖乖地任人擺佈，拍照時十分順利，可是相片晒 

出來時郤不成，在邊沿的女仕，居然少了半邊膊頭．多數同學以為，只要不是「斬頭」 

之災，得過且過．慶祥郤心有不甘，不斷的向當局投訢和交涉，結果上訢得直，攝影部 

替我們晒出一完美的照片，並免費每家送上一張，皆大歡喜．再多謝袁慶祥，不厭其詳 

，卒為善社同學取得最後勝利． 

 

星期二開始，連續四日，船在晨早靠岸，乘客可以上陸．第一站是 Labadee, 是隸屬船 

公司的一個小島. 島上有美麗的海灘，但簡單的設備，可以玩水而無山可遊．李傑華是 

潛水能手，自是入水能游，其他很多同學，亦是如魚得水．在午餐後，在沙灘上有一排 

球比賽，以老將的經驗，少將的精力，擊敗對手，勝利而無標可奪，得場高興． 

 

星期三，船到 Ocho Rios, Jamaica ．碼頭有高鐵絲網與馬路相隔．馬路上停滿的士， 

鐵絲網外擠滿了人群，都在等候營業，驟眼望出去，幾疑身在集中營中．Jamaica 國勢 

貧窮，民生疾苦，旅遊車所經之地，有似幾十年前新界農村．參觀了一個 Plantation 

農莊後，車到了該地的旅遊必到，名曰 Dunn's Fall．此非真瀑布，並無一串水簾自山頂直 

瀉下來，不外是一大山溪水，自高崗流入海，在山坡上沖出一河床，露出光滑的山石，遊客 

們都以攀登此瀑布為樂，從海灘直到山頂，排隊如貫而上，絡繹不絕．連高佬這不懂輕功之 

人，亦以前仆後繼的精神，逆水而上．事後他笑曰：此乃 Dumb's Fall， 是瀑布還是跌跤， 

有待分解．      

 

第三站到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此地較為富庶，有新式洋房，豪華別墅，地產 

昂貴，惜無名勝古蹟，參觀一海龜培養所，看到一些「大牛龜」後，到 Stingray City. 

此是在海中，有幾條魔鬼魚，多年來常受人所喂養，成了習慣，遊船一到，自動地來尋 

食，亦方便了遊客們觀看．最搵苯者莫如 Hell 一地，在市中有一足球場般大的一片火 

山岩，根本無甚特別，但改名為 Hell 後，各人都願意 "Go to Hell and come back". 

此是 Marketing  之絕招，地獄有門，請你進來．George Town 有著名的海灘，漫長七 

里，曾到此地的齊天大聖如梁成等，都情願自雇的士到海灘享受大自然． 



 

星期五最後靠岸到墨西哥，先到 Playa Del Carmen ，乘車到 Tulum  遊覽 Mayan  的 

廢趾遺跡．此是墨西哥著名的名勝，可惜天氣太熱，如高佬等熱至魂魄不齊．下半部到 

Cozumel ，此是  Snorkel 勝地，玩水的天堂． 

 

遊船每日午後便離岸，所以仍有大半日時間在船上．船上節目活動很多．東岸同學在海 

灘上不濕身，開船後便游乾水．我與他們是不打不相識，很是高興．賭仔顧忌甚多，一 

日毛紀寬手持一書跟著高佬，高佬揮之不去，是日高佬大輸特輸，終日怨聲載道，到晚 

飯時仍吐苦不絕，可惜其他嬴家，沒有給毛紀寬一個謝字． 

 

晚飯是一個很有趣的節目．善社同學分坐六檯．我與細胞，慶榛，高佬夫婦同檯．細胞 

與慶榛較沈默，不若我們的大講大笑，慶榛是古典音樂能手，他研究到培正校歌是出自 

Henry Litolff 的 Piano Concerto No. 3 ．在市面有一 CD Set, Romantic Concerto 

中有校歌的片段，各位可以試聽．高佬以前經營汽水業，年來已經退休，安享休閑生活 

，只恨膝下無孫，愛孫之情，溢於言表，可惜他的公子以事業為重，依然襄王無夢，如 

有不怕連累三代者，高佬定必感激萬分． 

 

在晚飯中的侍役，往往與乘客打成一片，每晚都有一主題，如意大利之夜等，在晚飯中 

途，侍役們都有一簡短的表演以娛賓．某日是美國之夜，侍役們穿上紅白藍的制服，手 

搖美國旗，列隊唱 America the beautiful．慶祥在眾目睽睽之下，獨自起立，右手撫 

胸，與侍役們和唱．各位可知，慶祥在年來，以自己能在美國安居樂業，兒女亦在美國 

長大成人，自問深受美國大恩，飲水思源，自願為美國效忠，從今以美國人自居，家門 

常懸美國旗，以明心志，今回乘機歌頌美國，在他而言，是自然的事．剛巧是夜的表演 

，有一女歌星，唱一曲 Proud to be an American，慶祥不與善社同學同坐，看不到他 

的表情和舉止，但此曲唱出他的心聲，想當然慶祥會拍爛手掌． 

 

每晚十時都有表演 Show ．善社大部份同學都同坐在劇場的後部，一字長蛇，佔了中間 

的整棑坐位．我們雖然人多勢眾，但並無恃勢欺人，多只靜坐觀看．某夜是 Rock and 

Roll  之夜，歡迎觀眾到台前跳舞，慶祥當然不會放過．台上奏著震耳的搖擺樂，台前 

觀眾，不論老少，都瘋狂地扭動．慶祥舞姿勃勃，夫婦方圓一二尺內，無人敢近．船公 

司的 Ship Video ，亦有他的舞姿錄影片段．船上的健身部，亦以慶祥跳舞有功，贈他 

夫婦 Ship Shape T-shirt 兩件． 

 

星期六，是遊船最後一日，船整日在大海上駛向歸途．是日的 Bingo  ，有五千元以上 

的大獎，很多同學都去踫運氣．陳玉安是有名的「磨穿蓆」，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可惜 

此次亦以最後一數字而與大獎絕緣． 

 

下午五時，旅行社在船上的 Paint Your Wagon Lounge，為我們安排了一個私人聚會， 



酒水免費，並供應精美小點．原本計劃，這應是歡迎會，在初上船時舉行，但因時間地 

點關係，變成了歡送會．慶祥自己帶來唱片，播出柔和音樂，引得伍子英夫婦亦下場跳 

舞．伍子英的兒女，可能是第一次見到雙親跳舞，所以他兄妹倆，靜靜地坐在一旁，細 

心欣賞． 

 

聚會中，各人又再多謝慶祥及許行，勞苦功高，替我們安排了這完美的活動．到會者都 

認為值回票價，應該繼續舉辦，再來一次．於是訂下五年之約，在下一世紀初， 2001  

年再同遊船．投票結果，下次目的地是阿拉斯加，許行以駕輕就熟，願再為善社同學與 

旅行社接頭，安排一切．我本人認為，目的地是其次，眾多同學聚在一船上，即使船停 

在碼頭而不離岸，亦保證有無限歡樂，希望各人，能未雨綢繆，為下次再聚計劃，以謀 

更大的成功． 

 

在船上最後一次晚餐，首次見到伍子英飲一杯白酒．自上船以來，由梁成帶頭，每晚餐 

都有同學輪流買酒佐膳．而伍子英素不好杯中之物，在灣區多年而未有寸進．今遊船一 

周，他跳舞兼飲酒，突飛猛進，如將來能與之在賭桌上較技，則善社全才教育，可告大 

成． 

 

晚餐後，看過最後一次的表演，在劇場門外，互相惜別，依依之際，梁成提議，充分利 

用時間，一同再到船頂 Windjammer Cafe  上層再聚．各同學都珍重同聚時光，連慶祥 

亦破例離開舞池與同學一會，留連至子夜，最後的宵夜亦不放過．無不散的筵席，夜深 

人靜之際才二度道別而回． 

 

星期日一早，船已靠岸，各人依飛機班次而輪流登岸，不約而同的聚在藍天夜總會 Blue 

Sky Lounge  中，於是三次道別才真正分手． 

 

今次遊船，我本人有無限的快樂和高興．好景雖然不常，可幸盛筵可再，願各人莫忘五 

年之約，後會有期． 

 

   

下半年 

遊船已過，回到現實社會，腳踏實地，又是九五之捱．一時之間，情緒陷入低潮．以

前有灣區同學，提議舉辦灣區的三十五年重聚，小弟因情緒低落，又因時間地點等問

題而未能成事，有負所托，特此告罪． 

 

  九月中，王祖同同學又再到灣區．祖同畢業後到英國，後在香港致力於金融事業，年來 

  已經在英國退休，安享多年工作的成果．現在他的公子已經入大學，夫婦倆已無後顧之 

  憂，所以移民來美．今次來灣區是報到，十二月間將會在此定居．灣區又多一同學，十 



  分歡迎． 

 

  九月十四日，是三瀋市培正同學會秋季戶外聯歡會，地點同是 Fremont  的中央公園， 

  善社參加者連祖同在內共十二人，會後，並一同在附近的餐館同進晚餐．翌日，西雅圖 

  電話，傳來惡耗，愛班李源，年來與肺癌搏鬥，現不幸去世．此是愛班，繼潘銘成，陳 

  鼎瑜，去世的第三人，願他們安息． 

 

  十一月卅十日，是三瀋市培正同學日，又在唐人街皇后酒樓舉行．善社今年參加人數大 

  減，只有十二人．回溯在四月春節聯歡會時，余光源突然興到，不加思索地替善社答應 

  送贈培正同學會，一份獎學金共五百元．此舉當然未經眾人開會議決，難得各人一樣支 

  持，多謝高子敏，許行，光源，王耀祥，威漢，單寶珠，集腋成裘，支票便在同學日交 

  到同學會中，完成此一善舉，此亦善社之光也．當晚，我們一行十眾，光源除外，早早 

  避開炒耳的跳舞音樂，到附近的凱悅酒店咖啡座中，坐談直到一時半． 

 

  照慣例，通訊寫到同學日為止．今年的回顧，有喜樂，亦有憂傷．此文由八月遊船後開 

  始，直到十二月，歷時几四月，其間，因通訊的出版未卜，所以一而再，再而衰，衰而 

  歇，幾至胎死．後得威漢鼓勵，又有其他同學投稿，知道事在必行，乃鼓其餘勇，勉強 

  而成．其中遊船一節，是今年大事，本應另文以記，回心想下，及正是同一禿筆，換湯 

  不換藥，所以只加標題便算．有任何改良指正，請不吝賜教．謝． 

 

一位 CEO  來信 

 

  善社同學: 

 

  我懂得出醜不如藏拙，亦知道我非善社同學，更不是出於培正，這稿件不被接納是理所 

  當然的，但決不可發表我姓名（免 Melancholia ）． 

 

  有一天我老公問我是否參加他三十五週年聚會，我說經濟問題不去了，老公說此不失去 

  金錢買不到的樂趣，兒子便說失了樂趣找不回來，但金錢可賺回來的，他願意用貸款方 

  法讓我這個媽媽享受一下樂趣，亦警告我們下次早日通知，我告訴他可立刻為我們下次 

  的聚會努力儲錢（結果沒為畈付任何費用）．這次聚會我個人覺得除了樂趣無窮四個字 

  以外，於言談中學了人生哲學．故在此謝謝辦理樂趣無窮聚會的同學，更告訴大家今後 

  別失去金錢買不到的樂趣無窮． 

 

                                 字於善社   同學的太座 



 

 

   

 



 陳玉安來稿 

 

 

善社同學： 

 

 

在船上曾應承為善社年刊寫一點，一直耿耿於懷，卻是無從下筆，至今已逼在眉捷，雖然是

雜亂拼揍，白字連篇也要寫幾個字來，以了心事． 

 

遊船上的情形，相信大家都會有所記述，我不再重覆了．其中一段小插曲，或可能被遺漏：「阿

榛剛換四十元錢八，正想慢慢享受下拉吃角子機的樂趣，這邊的痳將局正三缺一，到處搜尋

水魚．朱太步入賭場時，便立即發現阿榛．但見朱太一個箭步，己到阿榛身前，立即發出號

召，三缺一非他不可．阿榛則要求讓他過一下拉老虎機「引」．朱太立即應承，也提出建議，

為節省寶貴時間,由她入錢，阿榛拉．如此一來，二十大元錢（是否二十已忘記啦，總之未全

部入光四十大元是真的），不消數分鐘便報銷．阿榛乖乖的跟朱太攻四方城，望能收復失地．」

（結果如何，未曾深入調查，無可奉告．據云阿榛略有斬獲)． 

 

十月廿七日乃小兒英傑小登科之喜．紐約同學們於事前籌畫及準備幫了不少忙.其中尤其是鐸

嬸，朱公子，朱太，楊醫生，阿肥及胞嫂等等，特別熱心，無以為報，又不能以身相許，只

好在此謹向以上諸位大佬大姐致至深的謝意．朱公子更兼送燒豬，步行上五樓更是勞苦功高，

望他減肥成功．威記夫婦及大女千金凱倫千里迢迢，抽出寶貴的時間來參加，更參加事前的

準備工作，佈置花車等等不遺餘力，使此次宴會順利完成，居功至偉，也一併借此致謝． 

 

走筆至此，發覺全部是私人報告性質，毫無內容，實在是非常抱歉，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望

大家原諒．或者下次社刊時或會想到一點較為有意義的內容，同時更希望更多的同學寫寫他

們的近況，好讓我們雖不能見面，也知大家的近況,是所厚望也 

 

                玉安  

                                                                                

                                                                                

                                                                                



                                          

 



 

 

 

 



楊謙珍嫁女前後 

            楊謙珍 

 

  一晚，忽接單寶珠來電，委我寫些有關小女唐若芯（Angelina）與李建宏（Jack）的婚 

  事，誠蒙不棄，聊述一二． 

 

  當小女取得羅省大學（UCLA）的環境博士學位後，一聲〞我要嫁〞作她的畢業禮物後， 

  電話，傳真機便忙起來了． 

 

  〞為甚麼不等 Jack 二年後牙科畢業才結婚？〞 

 

  〞三家姊，不要怕，他們會好好的，我們是人板，我們也是在唸醫科時結婚的〞．現在 

  大弟已是三間診所的牙醫，弟婦亦是一醫院的主診醫生，還有二位聰明可愛的兒子． 

 

  好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經上亦說：〞人要離開父母，跟妻子結合．．．〞． 

 

  于是 Jack 專程從波士頓（Boston）飛來向未來丈人提親；飛回羅省向 Angelina 展開 

  一幕溫馨浪漫的求婚，一聲 O.K. 有關人等，又開始忙了． 

 

  地點？在外子一句〞不要煩我〞，決定了在羅省． 

 

  日期？就 Jack 的假期吧！星期六牙八月十號吧！ 

 

  儀式？大家都是基督徒，當然是在教堂了．可是所屬教堂正在改建，于是未來襯家與女 

  兒四出物色了． 

 

  文定？省了吧！一切從簡吧！ Jack 在東（Boston）， Angelina 與男家父母在南（羅 

  省），我們在北（ East Bay ）． 

 

   

     簡，由新人決定吧！ 

 

  一當消息傳開後，人數由 80@人增至 250  人，還有很多親友送來厚禮而不克參加呢！ 

 

  晚宴地點？吃甚麼？于是女兒與未來襯家又忙了．〞不要忘了頭盤有乳豬〞．〞為甚麼 

  ？〞．（又要向女兒說故事了）．（男家是台灣人，女家是廣東人）．結果，婚後第二 

  天，男家意外的送來一隻乳豬！ 



 

  衣著？〞爸爸，結婚那天要穿 Texito 呀！〞．〞呀也，那麼熱，我不穿〞．怎辦？于 

  是外子最愛惜的弟弟，弟婦，剛結婚的姪女都義不容辭的做說客了．我們又用雲吞麵， 

  雪糕，哄了他去度身，結婚當日，又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於于勉強穿上．〞嘩，好靚仔 

  呀〞．（一笑）． 

 

  花仔花女又找誰呢？太大，又找不到相襯的．妹妹說，找二位弟弟的子女吧！Stephin & 

  Jeffery Yeung 吧！（Stephin 的媽媽告訴我，當她知道她要做 Angelina 的花女後， 

  高興到逢人便說〞買干都要揀有關 Angelina 的，多天真，多可愛）． 

 

   

     幾位至交，行動經常一起的．我們本在天各一方，今次亦很難得地聚首一堂．首先單寶 

     珠，李樂基退出善社三十五週年的遊船河，跟著畢敬思又三番四次的才撲到週末來回紐 

     約的機票飛來．胡瓊華及車克強亦從香港飛來．梁潔貞更攜子媳來參加．高子敏亦開了 

     八百里的車來吃喜酒．更有多位同學送小女厚禮．謹此向伍子英，李威漢，胡劍豪，袁 

     慶祥，王耀祥，余光源等伉儷致謝．最開心的是李樂基姑爺仗義替小女拍了好些精美的 

     相片，留下美麗的回憶，隆情厚愛，畢生難忘． 

 

  更感胡劍豪同學的耐心，愛心與精力，才努力速成此稿．  

 



 

九六年回顧 

 

李威漢 

 

 

歲月不留人，轉眼間一年又在平淡和忙碌的生活裡渡過了．今年較難忘的是長女凱倫七月廿

七日的婚禮．因為凱倫尚在就讀牙醫科，很多籌備的工作便落在惠翠身上．幸而小女詩倫六

月時剛大學畢業，她分擔了不少的籌備工作．最難得的是很多親友及同學不遠千里而來參加

婚宴．香港來的同學計有，陳偉仲夫婦，蕭舜儀，何國建．加州外來的同學有陳玉安夫婦及

梁燊成夫婦．灣區同學有許行夫婦，王耀祥夫婦，何鈿德夫婦，余光源夫婦，胡炎章夫婦，

胡劍豪夫婦，余定一夫婦，楊謙珍，林國華(陳瑞蘭)夫婦，楊永禎(陳碧瑤)．在教堂行禮時

更得余光源為新婚夫婦高歌一曲．婚宴時的高潮是所有男同學排隊去<錫>新外母．後來新外

母又要新外父去「錫」女同學．輪到敬油時，素不飲酒的新外母，不停的和同學去飲勝．結

果敬酒後，便醉到被扶去休息間． 

 

跟著婚禮後的星期一，威漢，惠翠和陳偉仲夫婦，蕭舜儀，何國建，林國華，陳瑞蘭，楊永

禎，陳碧瑤，陳玉安夫婦一等人去 LAS VEGAS 及 GRAND CANYON  三天遊覽．第一天早上從

三藩市飛羅省 ONTARIO 機場． 十時從機場前往 LAS VEGAS,同車包括善社團有三份一是灣區

來的其他有台灣及東岸來的遊客．在去 LAS VEGAS 途中，遊覽團路經一 FACTORY OUTLET，

及停車去吃午餐．多年沒有跟團旅行，竟不知道連午餐也是量產，六元的午餐的才料可能不

值一元．下午四時許抵達 LAS VEGAS，一部份團友住在 MGM，餘下的住在 RIVIERA,亞威因多

口，被委任 MGM 團長，負責 MORNING CALL．稍息後善社團各自耍樂，五時半集合晚飯．等到

排隊去吃自助餐時，陳偉仲已有斬獲，大宴善社團．此團的導遊名叫 JACKSON，是搵笨專家．

下午尚未到 LAS VEGAS 時，猛吹 RIVIERA 的 SHOW 抵睇．結果善社團每人給 Jackson $45 去

買入場票參加，JACKSON 又說他有 FACE，到時坐位會最好．到 MGM 後，心水清的「雞」林，

在房間裡看到票價不過是$39.5．等到入場後，一看 JACKSON 派給我們的票，不單位置不好, 

連票價都沒有印在票上．JACKSON 派票後轉眼人已不見．剩下一班善社笨友各自去找位．最

聰明是偉仲，帶位小姐問他拿票，他說他是 JACKSON 親戚，JACKSON 有他的票，結果小姐帶

了偉仲夫婦去舞台前的位置．看完 SHOW 後 JACKSON 帶團去路邊看 MIRAGE 的火山爆發及

TREASURE ISLAND 的海盜大戰．回到 MGM 後各自耍樂． 

 

  第二天五時半 MORNING  CALL，六時半出發去大峽谷．抵達大峽谷已是中午．在大峽谷附

近有一 CINEMAX  的大銀幕電影院，未看真景，先來看一大峽谷的電影．到了大峽谷的觀望

地點，團友各自去「羅」景．看到這大自然的奇跡，可謂另人耳目一新．感到人在世界的時

間的短暫及人力所能做的事的渺小．離開大峽谷，車團前往 NEVADA 另一城市 MCLAUGHLIN 住



宿一晚，在途中 JACKSON 說因亞威替他在 MGM MORNING CALL，他請亞威晚飯．他並說在這 

HOTEL 的自助餐最抵食，只是 $5.95．這便是 JACKSON 請亞威食的 DINNER． 

 

第三天早上八時半起程，先經 HOOEVER DAM，後遊 LONDON BRIDGE，午飯又去一量產遊客餐

室，部份善社團去了吃漢堡飽，而不吃這遊客自助餐．午飯後回到第一天經過的 FACTORY 

OUTLET．TIMBERLAND 的產品最抵買．團友不少在此減輕荷包的負擔．四時許回到 ONTARIO  機

場．回到三藩市已是六時許，<雞>林因有斬獲，在帝后請善社團晚飯． 

 

這次大峽谷之旅後，陳偉仲夫婦前往多倫多，何國建回香港，蕭舜儀去羅省，陳玉安夫婦返

紐約．陳玉安這次來參加小女的婚禮，花費不少，成了佳話的是他包了楊永禎的「十八羅漢」． 

 

八月三日楊謙珍在羅省嫁女，灣區同學去參加婚禮的只有李樂基及單寶珠． 

 

九月時灣區培正校友 PICNIC． 善社參加的有胡劍豪夫婦，亞威夫婦，高子敏夫婦，王耀祥

夫婦，余光源夫婦及英國移民 LANDING 來的黃祖同,他 LANDING 後又再回英國，因他的仔剛

入大學讀醫科．黃祖同已退休．閒談中得悉黃祖同也好 GOLF， 最近一年亞威開始投入 GOLF．

PICNIC 時約好當下次黃祖同再來三藩市時，和余定一等打場 GOLF．PICNIC 後善社同學去 

FREMONT 吃自助餐，繼續閒話家常． 

 

十月廿七日陳玉安的第二公子婚宴．亞威夫婦前往紐約參加．參加婚宴的紐約同學計有：朱

崇禧夫婦，謝景亨夫婦，毛紀寬夫婦，陳維松夫婦，陳潤國，馮天鍚，陳筠雲及她丈夫 DAVID 

FUNG．善社第二代參加的有，朱崇禧的大仔 Jason，李凱倫，及袁倩．朱崇禧已退休，問說

也想學打 GOLF．馮天鍚在唐人街有一 OFFICE，忙得不亦樂乎，夫唱婦隨，太座也在 OFFICE 幫

手． 

 

廿五週年時，亞威已想到各同學在不久將來，會漸漸退休．今年更想不到在十月時收到周常

達電話，說李源已病逝，人生苦短，在銀禧見面後不覺已十年了, 

寫到這裡，謹祝各同學身體健康，聖誕愉快，新年進步． 

 

 

 



 

 

 

 

 

編後話 

          神劍 

 

  這份通訊，自銀禧加冕後一年，一九八七年慶祥創刊，得各人支持，慶祥努力，至今九 

  年，每年在聖誕前出版，未嘗中斷，成就超乎意料之外．惜乎今後通訊前途未卜，小弟 

  惟有盡力而為，不怕孤掌難鳴，但懼孤稿難登．以後只有見稿行事．望各同學不吝賜稿 

  ，以保持這份通訊．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