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五七年級輝社金禧慶典

一九四七年級虹社畢業離校，今年是六拾年了，銀
禧、金禧、小鑽禧，我社在香港通知海外、國內廣州、澳
門社友集中回香港培正母校加冕，今年初，內地廣州、澳
門的同學建議改回澳門培正母校舉行，然而香港社友仍然
繼以往回香港母校舉行加冕，因廣州、澳門、香港同學日
都不同時舉行。如海外各地同學日都不同時間舉行。各社
友在各地舉行加冕一樣。

香港培正中學同學日是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六）舉行
鑽禧、金禧、銀禧典禮，香港社友及部份海外、國內攜同
眷屬四拾多人。是日中午集合於豪華酒家設午宴聚首聯
歡，各社友互道近況，談古說今，其樂融融也。其間大家
拍照、午餐完畢，全體拍照後，於三時回母校報到，參加

同學日暨虹社鑽禧加冕典禮，由校監何建宗、鄺文熾學
長、培正中小學校長葉賜添、李仕浣、同學會會長雷禮和
主持我社掛壽牌隆重儀式，禮成，拍照留念，上台接受掛
壽牌同學如下：何婉穎、陳潔英、梁瑞鑽、凌詠彤、盧佩
英、張煊昌、楊國禮、馮萬榮、馮新聰、張繩祖、高仕
炘、張永煊、梁明悅、湯.寧、黃國綱、盧其標、源嘉樂、
張聲海、甄錦棠、程鎮忠、繆啟泰、李世雄、冼永就共23
人，還有報名而趕不及有黃兆歡、陳貫虹、鄭鎮邦。晚上
在同學日大公讌筵席，我社友鑽禧重逢談往事，真是千言
萬語無法盡說，大家珍惜這寶貴的快樂時光再現，是人生
可貴的回憶，宴會近十一時完畢，大家握別互道保重，盼
望五年後再相逢，祝願我社友壽而康，屆時重聚首。

虹社鑽禧花甲年

一九五七年級畢業輝社金禧紀念活動及金禧盛典，已
於二○○七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一月八日展開金禧活動，又
於同年十一月九日，美、加、澳洲及留港社友約壹佰弍十
餘眾，參與假座香港母校中學禮堂舉行金禧典禮儀式。

由社長王忠椏號召，組織金禧活動籌委，籌備逾載，
美加方面統籌商請孫必興同學主理，港方推選傅偉華、鄺
小曼、陳鈞賢、余定邦、趙榮光、蕭沛錕及呂華焰同學負
責統籌各項事務。

十一月四日，海外美、加及澳洲各地學友，於不同時
間飛抵本港，集中在窩打老道九龍維景酒店之唐宮酒樓午
膳，午茗後，由統籌傅同學分發紀念風褸、領呔、女同學
用之紅藍絲巾及旅行金禧紀念帽，房間編配則由孫同學負
責。

翌日（十一月五日），早上七時十五分，於下榻之酒店
集合，乘旅遊巴前赴中港城碼頭，轉直航船往南海，登岸
後再轉乘專車直馳廣州西關恩寧路，歸省西小母校，校方
由林燕慧校長及主任、老師相迎並在三樓之會議室供我等
團友休息，用CD�映簡介西小之近況及發展，簡介畢，由
趙榮光及呂華焰同學，致送禮金伍仟元予校方；同學們稍後
離開會議室後，順道往各層樓次參觀，於校舍走廊旁，欣

賞學生們之書法、圖畫展覽，各同學均感在學之同學，功
力之深，佳作目不暇給，讚口不絕，確實青出於藍；時間
匆匆，已是下午十二時四十分，全體社友，登上旅遊車，
前往西關廣州酒家午茗。早已在座者為廣州培正同學會會
長、東山母校中學正副校長及東小母校校長、副校長等，
寒暄稍頓，午茗開始，匆匆裹腹，團友代表於酒過三巡
後，與西小學校首長道別；與東山母校中、小學首長、同學
會首長，同驅車前赴東山母校。

到東山後，首先到訪小學，由張淑華校長、副校長與
各部主任、老師相迎，東山小學，校舍較西小寬敞，多座
教學樓層，社友
均注足並細意欣
賞，尤以會議室
之布置更盡善盡
美，教室內置多
媒體硬件，提供
現代教育。稍後
社友轉往隔鄰母
校中學，校長呂
超、黨委許文芳

林學廉

冼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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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副校長、主任及老師，與此同時，培正廣州同學會
會長麥思明、副會長朱素蘭、廖漢年等齊於門前迎迓，由
於時間緊迫，校方與同學會首長，分別帶領社友參觀及介
紹校園各有歷史之建築物，並着重向社友說明，美洲華僑
紀念堂為母校之行政大樓，並申述這座建築物已被政府列
為受保護之古建築物，四佰公尺之田徑運動場更是社友駐
足而觀，實為在校學生提供寬敞運動場地，禮堂之建築，
內有高低座臺，分兩層，可容座位達千人。

致送禮金，仍商請趙榮光及呂華焰社友代表，致送東
小禮金伍仟元；中學禮金壹萬元及廣州培正同學會禮金伍仟
元，均由東小、中學及同學會各位首長接受。

訪穗首天，社友親訪穗地三校，目睹原母校在穗之
根，並讚賞各校校園建築物，教室內之現代陳設，尤其未
曾涉足穗母校之社友，雖行程短暫，實留下深刻�象。

夜間珠江暢遊，飽覽羊城夜景一樂也。
翌日（十一月六日），早餐過後，即匆匆驅車前往寶

墨園參觀，適逢當地書法及圖畫展，社友觀賞即席揮毫學
者，園林景色、古撲風雅，更有社友品嚐當地著名奶類，
約在園內逗留個多小時，即登車前赴中山。

正午過後，車抵中山市，在海鮮酒家停下，社友魚貫
下車，步入酒樓，該餐午膳，由孫必興學長作東，筵開五
席，團友飽餐後即赴中山故居。

到達中山故居，由孫必興社友引領團友，進入會議大
堂，敦請中山故居紀念館館長登臺簡介該館紀念展出各項
文物、圖片，簡介畢，孫同學代表致送紀念品予館長，各
社友按館長指引，進入紀念館大堂參觀，經細研閱覽，增
廣民國知識，豐富歷史紀實。

稍後回程，下榻酒店，已是六時許，安頓後即到酒店
大堂前集合，部分社友自行往步行街購物，部分隨車前往
酒家候晚膳。

活動第三天，早餐後，七時四十五分，團友分乘旅遊
車，經珠海市直馳澳門拱北，經過檢查，到達澳門母校，
已是下午十二時五十分，校長高錦輝、主任、同學會理事
長黃漢堅、副會長黃慕貞、薛力勤、郭敬文總務主任及社
友伍華佳學長等相迎，團友隨即步上梯臺站立，百多位社
友在母校拍照留念，稍後隨母校主管，步入顧嘉輝大樓下
之接待室，少飲憩息片刻，敬請母校各主管，同學會會長
及各成員、輝社前在任校長、老師等，齊前往澳門觀光塔
餐會，由社友趙榮光學長作東，讌請各位師長，在觀光塔
享用自助餐，觀光各樓層，登塔觀賞整個濠江景色，席間
彼此憶述兒時軼事、澳門今昔，更詳詢老師近況。

餐畢，乘車往大三巴、海軍博物館、大炮臺及氹仔手

訪澳門母校

港澳美加午宴廣州同學午宴

金禧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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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街，下午五時，社友趕赴返港歸程。
接續活動第四天，大部分美、加、澳返港社友，於早

上九時，集中九龍維景酒店大堂，參與昂坪維港一天遊旅
程；前往大嶼山寶蓮寺、天壇大佛等名勝，午餐由趙榮光學
長作東道；活動後於下午四時許返回九龍，稍事梳洗，於
下午七時登上旅遊車，前往碼頭，登船參加「維多利亞港」
夜遊，社友享用自助餐之餘，飽覽維港夜景，謀殺不少菲
林，該頓晚餐，由王忠椏社長及王世榮學長宴請，夜遊維
港於十一時午夜結束。

歲歲平安添壽比 歡欣設讌賀金禧
十一月九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全體社友雲集於港中

學禮堂，在中學活動主任潘嘉衡指導下，接受金禧典禮儀
式綵排，畢業五十年之社友，難免動作生硬，加上場地陌
生，臺左臺右上落未明，經潘主任指導後，即席消化，以
免屆時尷尬，並識別座位欄，約於十一時綵排完畢，社友
聯袂往維景酒店之唐宮酒樓午茗，草草裹腹，於一時三十
分，全體社友歸寧母校禮堂前，緩步進入禮堂，二時正開
始，由中學潘嘉衡主任，宣讀輝社金禧典禮開始，莊嚴肅
穆校歌聲後，由本社單瓊珠學長領禱，恭請校監何建宗致
辭；本社司儀余定邦學長恭請當年任教之劉彩恩老師登臺、
一九三三年級奮社學長鄺文熾老大哥、何建宗校監、中學
葉賜添校長、小學校長李仕浣、港培正同學會副會長張廣
德逐一安坐臺上，社友在司儀喝名上臺，魚貫接受嘉賓、
老師、學長親授金禧壽牌，場面溫馨感人，紅藍熱情融
匯於社友心間，典禮畢，由社友代表敬送主禮嘉賓、老師
小小禮物，以表社同仁心意，並邀請各位主禮嘉賓拍照留
念。司儀余定邦恭請中學葉校長，接受本社奉上禮金壹萬
元，小學校長李仕浣，接受本社禮金壹萬元，另由本社佚
名社友禮金伍萬元為新禮堂建築費，港同學會副會長張廣
德接受本社禮金壹萬元；致送禮金後，社長王忠椏致謝辭，
本社金禧盛典順利完成，本社深蒙母校校長、主任、老師
及員工襄助，更幸在學後學弟、妹觀禮，致以深感謝意。

社友步出禮堂後，隨中學校長葉賜添參觀校園，新設
之茶聚室，賢社贊助之健身室與各室內活動室，校長引領
全體社友，進入現代化之話劇室，社友安坐後，由校長翔
實簡介母校近今之發展用CD�映，俾予在座社友明晰。下
午四時十分，從中學部轉往小學部參觀，校長李仕浣介紹
小學近今之發展，簡介陳志成環境教育中心、德華園圃及
陳伍婉蘭游泳池等新設施；社友們紛紛感言，憶前在母校受
教，與今在校硬件之設施不可同日相比，校舍巍峨矗立，
教室內設置新穎，提供優質教育，弘揚百年美�「培正」。

下午六時過後，社友移玉至旺角火車站側之新世紀廣
場內之「美心大酒樓」，同慶金禧大歡讌，筵開三十席，
在座嘉賓有校監、校長、校董、副校長、主任、同學會首
長、常務理事；高齡老師陳立方盛情蒞臨，社友攜同寶眷參
與熱鬧，席間尚有抽獎助慶，江達信同學高歌、梁果行同
學表演醉拳以娛歡樂，席間暢談往事，更覺有趣，大聚會
於晚上十時四十分方畢，彼此暫別。

輝社金禧活動，海外美、加、澳洲社友，集中港母校
舉行盛典，更藉機會親臨穗、港、澳母校及各地同學會，
目睹各地母校近況與未來發展，足見社友關懷「培正」，敬
仰先賢創校之美意。

社代表獻禮

授牌之後

訪問金禧同學崔琦博士

濟濟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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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社銀禧盛事回顧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十五日（星期六），天晴，
每位駿社同學期待已久的一天終於來臨，就是我們畢業廿
五年的銀禧加冕大日子！

當天早上學校為我們安排了一場既刺激又友誼的籃球
比賽，幾經辛苦、精挑細選後邀請了「夢幻異隊」十人應戰
校友隊，比賽一開始我隊便派出「高人」邱志衛（其實個子
最小）搶球，頓時令對手汗顏、驚惶失惜，立即換人對應，
以免失禮；�著隊員張洪鈞亦施展廿多年前體育老師「黃鷹」
教授之必殺技，技驚四座，立將對手一主將擊倒，負傷離
場；隨後校友隊亦不敢怠慢，互有攻守，無奈最後「異隊」
可能時差未盡適應，使對手有機可乘，令比數一度拋離，
幸好我方有主場幸運之神眷顧，隊員廖振隆、曾思聰、張
洪鈞、黃少明、鄒貴海、嚴振強、張健忠、邱志衛、陳榮
基及朱耀輝全都發揮小宇宙，力拼到底，僅以小比數負於
對手，總算萬幸！到場參觀打氣的同學亦看得不亦樂乎！
寄望金禧「異隊」再戰就無憾罷了！

午飯過後，我社人多勢眾，差不多百人赴會，齊集培
正小學操場，氣勢強勁教人羨慕不已；領隊曹修文一施號
令，旅遊團領隊似的帶領過百鴨仔由小學樓梯開始拍攝大
合照，浩浩蕩蕩直上中學部各重要景點拍攝廿五年聚首一
堂的歷史性一刻，各同學亦興奮無比，拿出私家相機互拍
一翻，談天說地，看照片便可見一斑；其中部份難得遠道從
海外回來參加加冕慶典的同學更跑到課室、銅像、旋轉樓
梯等必影景點四處留念。

隨後大家便集隊，魚貫步入禮堂，迎接最神聖及歷史

性的一刻.─.銀禧加冕典禮。老師
們為我們逐一掛上加冕禮帽，同
學們亦回報以尊敬的敬禮，場面
令人難忘；加冕期間，司儀亦為
各同學配備幻燈片逐一介紹，儀
式完成後差不多百人共站台上，
擠得水泄不通、熱鬧非常，再來一個大合照，為銀禧加冕
帶入高潮！

高潮過後，大伙兒便起行到「慶相逢」（現稱豪華酒樓）.
參加同學日大公宴，除駿社加冕班外，加上各校友齊集，
良朋共聚，熱鬧非常，單單我社同學及家屬已佔十多席，
席間互數廿載人和事，亦不知時間飛逝，晚宴很快又到尾
聲，各同學都依依不捨，也來個大合照哩！星光閃爍，似
乎大家仍未能盡慶，幸而駿社籌委們亦預知及照顧到各同
學所想，早已安排另一特備節目於翌日舉行.—.謝師晚宴！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日）於尖沙咀舉行駿社
謝師晚宴，出席老師及校長們都令晚宴星光熠熠，真是廿
五年難得一聚，大會還設置一個懷舊照片廊，各同學亦帶
備私人陳年舊照，互相觀賞及細味當年情，有時還會不禁
捧腹大笑，到開席也不肯離座，忙於翻閱少時英姿倩影，
時間穿梭時空往返，不知又到曲終人散，最後大家夾道歡
送老師們離開，向他們致以尊敬而崇高的掌聲，真的有點
兒眼泛淚光，依依不捨！

銀禧相聚，永誌難忘，希望駿社同學繼續發光發熱，
拼發紅藍火花！
駿社現場直擊記者—王俊維 （曾參演社晨—阿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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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是旭社（一九六二）畢業四十五周年。有
超過九十位同學及配偶齊聚香港參與12月15日同學日盛
典暨藍寶石禧加冕禮。本次活動，在楊康裔社長領導居港
社友，籌備經年，復得美洲、澳洲、台灣等地同學大力支
持，得以圓滿完成，實在難能可貴。

香港今年冬天天氣暖和，正好迎接海外嘉賓。海外同
學於十二月九日已差不多到齊。盛大歡迎宴於尖東幸福
潮州酒家舉行，筵開八席。席前，每人獲派紅藍色風衣一
件。風衣由任偉光設計，醒目非凡。很多同學闊別四十五
年，再度相逢，幾乎無法相認，握手言歡，場面墟冚。當
晚之龍躉宴更令人飽到唔郁得也。

次日，開始海南島三亞四日遊，由張大可領隊，有
五十人參加，充分享受三亞之陽光海灘，暢遊天涯海角、
鹿回頭、南山寺文化區等名勝，飽嚐當地海鮮，體驗熱帶
風情，沿途互訴久別之衷情。有大癮者寧願少睡而竹戰，
可謂盡量利用時間交流，發揚紅藍精神也。

十二月十三日，特意安排回校重嚐昔日培正飯堂之美
味，筵設五席。家常菜、老火湯，均令同學讚不絕口。飯

堂雖遷，而菜式遠勝從前也。餐後移師會議室開會，討論
日後發展事宜，並即時推舉楊康裔續任社長，另新選方杰
及秦德荃任副社長。日後會務肯定會再長足發展，當晚通
過在二零一零年再於溫哥華重聚。該活動得秦葆鍇同學慨
然應允擔任東道主，其他同學則鼎力協助。

次日為謝師宴，於沙田明星海鮮舫舉行，恭請得陳立
方、鍾偉光及劉彩恩三位老師光臨。三位老師高齡八、
九十，但行動自如，談笑風生。席上抽獎，三位師長均獲
禮品，師生一眾皆歡。

十二月十五日為加冕大典，同學首先茶叙於唐宮酒
樓，然後參觀母校中小學部校舍及設施。至堪回味，莫過
於重遊中學高座四樓課室。昔日歡樂時光，上課反斗情景
一一重現眼前。當日天氣溫和，各人穿着整齊紅藍風衣及
校呔，神氣不減昔日，風度尤勝當年。齊步上禮堂，拍團
體照，由三位老師加冕（加冕之紅藍帽，由黎正文同學�
贈。）風頭勁極，為他社欽羨。當晚各人參加同學日大公
宴，在豪華酒樓，筵開68席，熱鬧無比。

十六日，部份同學及家屬繼續大嶼山寶蓮寺一日遊。

旭
社
藍
寶
石
禧
紀
盛

程
慶
生旭社同學藍寶石禧加冕典禮。

旭社同學遊大嶼山寶蓮寺 旭社同學重溫學生時代舊夢

鍾偉光老師. 劉彩恩老師. 陳立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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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天壇大佛、昂平市集、大澳漁村，回程已是萬家燈
火，繼往城市大學頂樓參加惜別晚宴。有豐富自助餐，抽
獎禮品十分豐富，人人有份，無一落空。方杰慨贈兩箱法
國美酒、湯保歸高歌、蘇健興揚琴演奏，均令人難忘。眾
友盡興，依依惜別。

�著，有二十八位同學繼續三天澳門珠海遊。先到澳
門，暢遊大三巴牌坊，哪吒古廟，觀光塔（包括精美自助
餐）、手信街、漁人碼頭、威尼斯人賭場等地。在有限的時
間，大部份入賭場的社友，竟有贏錢而歸者，可見天祐我
社。澳門翻天覆地的變化，真令人驚嘆。在賭業帶動下，
經濟蓬勃發展，多得中港同胞之多多貢獻也。

次日由拱北關口入珠海，參觀崖門海戰文化旅遊區，
內容非常豐富，社長更買來鞭炮一大串點燃助興。晚間參
觀聚龍歌舞團表演。次日上午參觀翠亨村中山先生故居及
中山紀念館。該館史料豐富，建築整齊，真值一遊。午餐
於大宅門飯店，相當特別。下午遊梅溪牌坊及陳方大宅，
參觀中國第一位駐美大使陳方門宅，及其留下完好的藏
品、臘像等。這反映出陳方昔日的財富與地位。陳方真不
愧為中國近代政商界奇才。傍晚，乘高速直航船由九州港
返回中港城碼頭話別。

至此完成為時十一日之慶祝離校四十五年節目。同學
辛勤的籌劃、時間和精神無私的奉獻，以及慷慨的贊助，
眾志成城地致令這次慶祝活動獲得空前成功，各人俱感到
非常興奮。大家對數十載的友情尤其珍惜，也覺得應該好
趁此時，盡情享受金色年華也。

旭社同學遊澳門大三巴教堂遺址
旭社同學遊海南島

旭社同學遊珠海宋元崖門海戰文化旅遊區

旭社同學在珠海點燃爆竹誌慶

旭社同學在母校校園合照 謝師宴上旭社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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