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壽南名�會長（右）代表同學會贈送紀念禮物予張大釗教授

馮啟異會長（前左二）與校、會領導合照

梁迺聰教授 趙克文學長

二○○七年十月份月會
專題講座
講題：1. 半導體市場的崛起與遷移-從矽谷到亞州
 2.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現況簡介 
主講嘉賓：馮啟異會長（1975昕社） 

講者簡介：馮啟異學長就讀培正十二年，1975年昕社，畢
業後升學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工程畢業。在矽谷
應用器材公司工作二十年，期間曾派往日本四年，臺灣一
年。主要擔任研發，工程，及市場發展方面的崗位，曾任
年業績一億美元的產品總經理。2001年退休，現任三藩市
培正同學會會長。
講題內容：講高科技，不能不提矽谷，談矽谷，一定要從
半導體說起。但是，現在的矽谷，已經不�造半導體了。
二十年前開始，半導體開始移民，第一站是日本，慢慢過
海到韓國，現在已是遍地開花，新竹、台南、星加坡、馬
來西亞、上海，有了很多小矽谷。從半導體的遷移軌跡，
可以預測未來中國科技的發展。

二○○七年十一月份月會
專題講座
講題：中醫養生防病與現代醫學衰老理論
主講嘉賓：張大釗教授（1949堅社）
講者簡介：張大釗教授，1949年培正堅社畢業。1956年上
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本科畢業，畢業後在武漢醫學院附屬
院內科工作。1959年由組織委派往湖北中醫學院西學中班，
全脫產學習三年，1962年畢業時獲衛生部頒發學習優秀獎
狀。回院後在中醫科從事中西醫結合的臨床醫療、教學、
科研工作。

1965奉調至當時衛生部的中西醫結合研究基地——湖
北省中醫學院附屬醫院內科。

1982年經申請多年後獲准調回廣州暨南大學醫學院附
屬醫院中醫科，直至退休。期間曾先後任中醫科主任、教
授、醫學院副院長及附屬華僑醫院院長等職。

1990年申請提前退休，回香港定居。回港後在面向社
會進行中醫臨床診療教學工作之餘，大力參與香港政府發

展中醫中藥的工作。
自1990年起，先後擔任香港政府中醫藥咨詢委員會、

籌備發展委員會委員及其後香港特區政府中醫藥管理委員
會委員、中醫組主席。

1997年香港回歸前先後獲香港政府頒發之獎狀及其後
由查爾斯王子代英女王面授之MBE勳�獎狀，作為表彰在
香港對發展中醫藥事業的貢獻。

目前繼續在香港執業中醫診療及教學工作，受聘為香
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及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榮�教授。.

二○○七年十二月份月會
專題講座
講者（1）梁迺聰教授（駿社）
講題：數學與培正–我的個人歷程
講者（2）趙克文學長（駿社）
講題：香港及中國房地產展望
講者簡介：
梁迺聰教授
. 1968年入讀香港培正幼稚園，14年後於培正中學1982
年級駿社畢業。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
1986年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為丘成桐教授之門

生。
1987年獲科學碩士。
1993年於麻省理工學院獲數學哲學博士。隨後進紐約

大學Courant學院為博士後研究。
1994年加入明尼蘇達大學為助理教授，逐次晉升為副

教授，正教授。
2004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及由丘成桐創建的數

學科學研究所。

月 會 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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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宗校監（左）代表同學會贈送禮物予方潤江學長

鄭成業顧問（右）代表同學會贈送禮物予溫玉均學長

陸志中副會長（左）代表同學會贈送禮物予陳以天學長

趙克文學長
1982.年培正駿社畢業
地產代理聯會何文田區副主席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會副會長
黃大仙街坊會名�會長
九龍福群會名�會長
九龍文化藝術總會副主席

二○○八年一月份月會
專題講座
講題：全球一體化及中國商貿的崛起
講題內容：全球一體化及創新發展，乃現代企業的必然

趨勢。而中國之崛起，也是不爭的事實。中
國 『十一、五』計劃提出的 《科學發展觀》，
把中國的商貿更推向國際化。 跨國企業如何
迎合中國市場之變化，中國又應如何部署去
與世界接軌，特別是在政策、市場、及這一
代的人才培訓加強競爭力去迎接機遇。

主講嘉賓：方潤江學長 （1975 昕社）
講者簡介：方潤江學長（1975.昕社）從小一到中六就讀香港
培正學校。後於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獲取機械工程碩士及
學士學位。之後進入美國IBM工作，八四年回港至今。曾
擔任科研、採購、市場、�售、人力資源及行政等職位。
期間並取得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及南澳大學輔導學碩
士。現任職香港IBM公共事務及政策部門

二○○八年三月份月會
專題講座
講題：從動作到自我認識
講題內容：今天的教育，多着重於知識的提升，以理解

和應付周遭的環境；重點放在我們自身以外
的世界多於自我身心的認識。這個講座，為
要引發參與者理解自身動作的興趣；透過一
些簡單的實驗，體驗到原來動作是幫助我們
理解自我的途徑。

主講嘉賓：溫玉均學長（1973勤社）
講者簡介：溫玉均（1973年級勤社）生於香港，母校畢業後
赴美升學。興趣廣泛，曾考獲多個碩士學位，包括工程、
工商管理、及後在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的舞蹈碩士，曾隨
名師Alma.Hawkins研究舞蹈創作。他嚮往人體多采多姿的
動作，感到舞蹈不但是一項表演藝術，更加是人內省、自

察、自我了解的有效門徑，致力研究動作如何成為身體與
精神之橋樑。自1985年任教香港演藝學院舞蹈系，教授藝
術碩士與藝術學士課程，是拉賓動作分析（Laban.Movement.
Analysis）及史堅拿釋�技�（�kinner �eleasing Te�hni�ue））及史堅拿釋�技�（�kinner �eleasing Te�hni�ue）及史堅拿釋�技�（�kinner. �eleasing. Te�hni�ue）
的認可教師。他於1994年底創辦玄牝舞集，融會東西方文
化與藝術的精粹，貫通傳統與現代的意趣，藉創作表達舞
蹈的深邃意義及人在社會、文化的內心世界。長篇創作包
括《曲水流觴》，《一己如夢》，《半半歌》、《幽夢影》、.《烙
�》、及《窺心人》等，探索社會、文化與人性的不同層
面，兼具情感理智氛圍，深深牽動觀眾情懷。

二○○八年四月份月會
專題講座
講題：常見血液病的治療新趨勢
內容簡介：血液病愈來愈普遍，包括貧血病、血小板病

症、白血病、淋巴瘤等等，但近年出現新曙
光，新的科研進步，出現了許多新的治療方
法和臨床療法。

主講嘉賓：陳以天醫生 （1983年級凱社））
講者簡介： 陳以天醫生1990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他
繼而於香港伊利沙伯醫院及瑪麗醫院接受專科訓練，並於
1997年完成美國杜克大學骨髓移植中心之訓練；他並先後
成為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專科學院院士及香港
內科醫學院院士，他同時亦被選為美國血液科學會永久會
員及香港血液科學會會員。

他已於2007年12月開始私人執業；現時為亞洲癌症
及血液專科中心血科顧問醫生。陳醫生專門研究治療各種
血液病，包括白血病、淋巴癌、各種貧血病及血小板病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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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志中副會長（右）代表同學會贈送禮物予陳尚來學長

二○○八年五月份月會
一）專題講座
講題：淺談中國工貿二十年的經歷
主講嘉賓：吳漢榆副會長
   （1953年級誠社） 
講題內容：
Part I：

談談從1982廿年來參加飛利浦Philips，美國AT&T，法
國雪鐵龍Citron等企業在中國.北京、上海、武漢、南京、
廣州等地建設的經歷，在總體規劃、設計、招標、施工、
投產等階段取得的經驗和教訓。用兩、三個工程實例，加
以說明，從中總結出一般共同規律——以《矛盾論》的基本
觀點，引導出下列部份——《制約理論》。
Part II ：

《制約理論》Theory.of.Constraints（TOC）為以色列物理）為以色列物理為以色列物理
學博士、企業管理大師高特拉特Goldratt於1986年所創，此
一理論目前在國際上已得到廣泛的認同。國際知名企業.如
美國IBM，AT&T，通用汽車公司，寶潔（P&G），波音飛），波音飛，波音飛
機公司（Boeing）及荷蘭飛利浦公司（Philips）等全球100多）及荷蘭飛利浦公司（Philips）等全球100多及荷蘭飛利浦公司（Philips）等全球100多）等全球100多等全球100多
家大企業，以及一些人數不超過50人的小廠，採用了TOC
的管理哲學理念及方法，均有助改進企業經營，營業額及
利潤均大大增長。

高特拉特博士2005年5月首次來華舉行TOC推介研
討會，在兩岸引起了廣泛興趣。目前在珠江三角洲一些工
廠，亦己取得實際效益。

TOC理論認為任何一個系統或組織，都會受到某些
制約，即所謂Constraints，此即是「因」，它影響並限制系
統的發展（如研發速度、�造能力、內部產能，市場擴展
等），使其無法獲得更大的利益，此即是「果」，分析其中），使其無法獲得更大的利益，此即是「果」，分析其中，使其無法獲得更大的利益，此即是「果」，分析其中.

「因果」關係，從中找出核心原因，利用此槓桿點（leverage.
point），解除制約，創造出突破性的改善。這就是《制約理），解除制約，創造出突破性的改善。這就是《制約理，解除制約，創造出突破性的改善。這就是《制約理
論》研究的課題。

Theory. of. Constraints研究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用
傳統的審計或分析大量資料數據的方法，以找出系統方方
面面的問題；而是用敏銳的觀察，邏輯思維的分析判斷，
用一套既定的專注步驟（five. fo�using. steps），找出關鍵（瓶），找出關鍵（瓶，找出關鍵（瓶
頸bottle.ne�k）所在。�借幾套適用�同模式（template） 的）所在。�借幾套適用�同模式（template） 的所在。�借幾套適用�同模式（template） 的） 的.的
行之有效的《可行願景實施戰畧及戰術圖（The. �trategy. &.
Ta�ti�. Tree,. Viable. Vision. Implementations）》，使戰畧計劃）》，使戰畧計劃》，使戰畧計劃
得以實現。.

講者簡介：吳漢榆學長是華中科技大學（HU�T）兼任教授，）兼任教授，.兼任教授，
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專業工程師�PE.（me�hani�al），中國），中國，中國
高等院校香港校友會聯合會工程師分會理事，香港工程師
學會資深會員FHKIE。
二））敦聘 陳志成學長（1961年級善社）任本會永遠名譽
會長，頒發榮譽聘書

二○○八年六月份月會
一）專題講座
講題：08年奧運與電視
主講嘉賓：陳尚來學長（1976年級敏社）

內容簡介：
PART I：08年北京奧運電視製作特點
1. 高清製作：
  -. 所有36個項目全部直播
  -. 奧運史上第一次全高清�作
  -. 60架高清轉播車
. .. （國內佔20%）
  -. 4：3.→.19：9
2. 直播比賽： 
  -. 所有36個項目全部直播
. -. 訊號：田徑（6）、乒乓（2→4）、劍擊（1→4）、
. . . . . 羽毛球（2→3）、體操（3）
. -. 國際組合：田徑（歐洲、芬蘭）、風帆（美國）、
. . . . . . . 馬術（加拿大）
.. . . . 中國：乒乓、羽毛球、足球、現代五項（中、澳）
.. . . . 日本：體操、柔道、跆拳道
.. . . . 南韓：射箭、壘球
.. -.程序表：開賽前每一環節及分類
PART II：
1. 場地能否配合：
.. -.水立方（半透明）.-.鳥巢（支架）
2. 非北京地區場地：
.. -.足球. -.帆船. -.馬術
3. 電視台身份：
.. -.中央電視台. -.播映權電視台. -.非播映權電視台
4. 其他
講者簡介：陳尚來學長曾任TVB主持及高級編輯，E�PN.
�TA�. �PO�T大中華區�作總監，香港體育記者協會主
席，CHINA.COM體育部副總裁。吳漢榆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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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七月份月會
專題講座
講  題：如何透過健腦操（Brain Gym）提昇學習能力

及減慢身體及腦部退化
內容簡介 :  1） 甚麼是健腦操 （Brain Gym）？
    2） 簡介大腦的運作
      •身體的三維
      •簡介腦部功能
   3） 健腦操 （Brain Gym） 26式中8式示範
   4） 學習的媒介、方法
   5） 健腦操 （Brain Gym） 的功能、方法
主講嘉賓：梁凱銘學長 （1985年級博社）
講者簡介：梁凱銘學長是1985年級博社畢業同學。中學
畢業後曾往美加升學，但因家事回港工作及升學。最後
畢業於英國Napier.University.的Finan�ial. �ervi�e.學士及
英國Hull.University的工商管理碩士。梁凱銘從事教育工
作20年，工作由行政管理、課程營�及推廣、教學……
等等。另外亦曾參與保險、汽車�售、直�……等等行
業。近5年積極參與個人潛能提昇及另類治療的學習與

教學。梁凱銘學長亦曾學習及擁有這些另類學歷的教學
資格，健腦操（Brain.Gym/. Edu�ational.Kinesiology）、
健康觸療（Tou�h. for.Health）、神經語言程式學（Neuro-
Linguisti�. Programming）、中國企業培訓師及師資、中國
心理諮商師三級、家庭及系統排列（Family. &.Organisation.
Constellation）及靈氣功法（Usui.�eiki,.Karuna,.Tibetan,.Johrei.
&.�eku.Ki,.�ekhem,.Antakarana.and.�ound.attunement）。

袁效仁日前經過金鐘太古廣場，隨即被眼前一幅素描
的風景寫生畫作吸引著，不禁駐足欣賞，發現原來是被
喻為「石頭大師」的著名本土畫家江啟明（1954年級匡社）
所開的畫展。平時穿梭大學校園，偶爾也會看到江啟明的
畫作，聽聞他曾先後於多所院校任教，更在畫壇勇�多項
大獎，今次能夠一次過飽覽其大作真是眼界大開。

繪畫石頭栩栩如生
現年七十歲有多的江啟明，習畫至今已有五十多年，

憑著幾枝鉛筆，足以把世界各地的風景和名勝古跡，栩
栩如生地畫出來。其獨創的「具象水彩畫法」，便強調眼
到、手到、心到和腦到，展示出顏色層次感和光線層次感

桃李遍佈各大學
石頭大師江啟明開畫展 袁效仁

的濃淡。聞說他更能以丹田
氣控制一枝毫筆或5B鉛筆，
做出不同的色彩、濃淡、深
淺、快慢、粗幼等變化，認
真巴閉。

今次畫展的主題是「藝
術與地球：過去？現在？將
來」，展出的畫作多達七十多份，例如美國大峽穀、柬埔
寨吳哥都城、四川省大足之千手觀音等，其真實程度看得
袁效仁目瞪口呆，尤其是繪畫石頭的部分，每每讓人驚
歎，彷彿有靈性似的，難怪他有「石頭大師」之稱。

袁效仁得知，江啟明早年已經桃李滿門，曾任教於理
工大學、浸會大學持續進修學院、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
等院校，當中浸大更於九六年向他頒授林思齊東西學術研
究所榮�院士，所以他在大學界的眾多藝術家名堂之中可
謂響噹噹。

堅持記錄文化歷史遺蹟
. .除了在大學傳授畫技之外，其藝術成就亦早獲各界

的肯定，就連特首曾蔭權也在○六年向他頒授銅紫荊星
�，今年他獲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成就獎。見微知著，即
使近年他被眼疾困擾，但仍誓要將人類文化歷史的遺跡，
通過畫筆一一記錄下來，並視之為使命，可見他對藝術的
執著和堅持，的確教袁效仁敬佩萬分。

.聽聞江啟明即將於尖沙嘴新世界中心舉行另一個「香
港街景」的畫展，展出五十多幅舊畫作，讓香港人回顧一
下昔日的香港街道和建築物，大家不妨抽空去參觀這兩個
畫展，相信必定會有置身其中的感覺。. .【轉載星島日報】

�度奧蘭卡巴德石窟.Ajanta.Caves.2004.水彩.Water�olour.on.
Paper.56.x.76.�m

陸志中副會長（左）代表同學會贈送禮物予梁凱銘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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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社（60） 陳志誠捐資助建培正母校
熱愛紅藍出任同學會永遠名譽會長

三女于歸設宴香格里拉與親友共慶
志誠學長乃1960年善社社長，兄弟姊妹均就讀香港培

正，橫跨50年代末至70年中，兒孫也讀培正，誠紅藍世家
也。

志誠學長熱愛培正，除發動善社捐獻籌建母校新舍
外，其本人也慨捐七位數巨資，捐建新禮堂大樓；學長多
年來熱心參與同學會各活動，也捐助同學會經費廿萬，出
任永遠名�會長，于五月份月會上，同學會特致送紀念匾
座，以表謝意。......

志誠學長育一子三女，五月廿六日乃其三女于歸之

喜，喜宴設於港島香格里拉大酒
店Ball. �oom，.佳婿于美行醫，
新婚夫婦均為威州Maison高材
生。

男方親家早期由港移民美
國，今次其家族各成員，全部由
美專程返港參與該喜事，席上由
一對新人的同窗分別以鋼琴演
奏，又有五人合唱團清唱浪漫情

歌助慶，職業水平，使
各親友陶醉分享，掌聲
不絕。

志誠學長乃唱歌跳舞高手，故特禮聘菲藉樂團
駐場，全晚奏唱悅耳名曲，惜是晚只見志誠學長舞
姿，無緣聽到其美妙歌聲，他實太吝惜喉曲了。

善社一衆同窗，自午間即臨集捧場，先行竹戰
手談一番，參聚社友筳共五桌。

港母校小學李仕浣校長、張廣德副校長及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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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2008年北京奧運會，雁社（1946）周耀祺學長，以藏品設計《從雅典到北京》歷屆奧運會主辦
城市風景郵票拼圖畫，此作品長20.08米，高2.3米，為當前郵票拼圖創世界紀錄之製作。香港、澳門、廣
州、梧州、臺山等地培正師生及校友，經一年多時間聯合制作於2008年6月完成；最近分別在深圳國際文
化博覽會及香港培正校園展出，得到各界好評。
香港郵政助理署長鍾文傑先生、澳門培正中學高錦輝校長、香港培正中學葉錫添校長、香港培正小學

李仕浣校長、香港培正同學會張廣德副會長、廣州培正同學會朱素蘭會長等到場參觀並簽名祝賀北京奧
運。

迎奧運，培正萬人郵票拼圖

澳門培正中學高錦輝校長等參觀郵票拼圖..........

《奧運珍藏展》
周耀祺學長最近在深圳世紀工藝文化廣場舉辦藏品展迎奧運，藏品有珍郵、金銀幣、瓷器、珠繡、繪

畫、日用品、雕塑、書刊、漆器、冠軍紀念品等實物，特別是有一幅世界最大的石藝畫《從雅典到北京》，
是周耀祺學長以一年多時間設計，由62位技師，花三個多月時間，用八十多萬粒天然彩色大理石碎粒鑲嵌
而成，此巨型石藝畫獲2008國際文博會頒發《金獎》並申報英國健力士世界紀錄。

從雅典到北京.•.石藝畫

廣州培正同學會朱素蘭會長等參觀合照

香港培正小學李仕浣校長............... 香港郵政助理署長鍾文傑先生及培正同學會張廣德副會長參觀郵票
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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