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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年份 社名 畢業年份 社名 畢業年份 社名 畢業年份 社名

創校120周年紀念（2009年）活動表

香港培正中學歷屆社名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群社
1924. 兌社（師範班）
1925. 勵社
1926. 奮志社
1927. 會仁社
1928. 樂群社
1929. 集益社
1930. 敬業社
1931. 競社
1932. 善群社
1933. 奮社
1934. 蔭社
1935. 覺社
1936. 翔社
1937. 藝群社
1938. 融社
1939. 鵬社
1940. 毓社
1941. 磐社
1942. 斌社
1943. 鋒社

1944. 昭社
1945. 毅社
1946. 雁社
1947. 虹社
1948. 建社
1949. 熹社
1949. 堅社
1950. 弘社
1951. 明社
1952. 偉社
1953. 誠社
1954. 匡社
1955. 忠社
1956. 瑩社
1957. 輝社
1958. 銳社
1959. 光社
1960. 正社
1961. 善社
1962. 旭社
1963. 真社
1964. 協社
1965. 耀社
1966. 皓社
1967. 恆社

1968. 仁社
1969. 昇社
1970. 謙社
1971. 剛社
1972. 賢社
1973. 勤社
1974. 基社
1975. 昕社
1976. 捷社
1976. 敏社
1977. 傑社
1978. 英社
1979. 榮社
1980. 穎社
1981. 勁社
1982. 駿社
1983. 凱社
1984. 智社
1985. 博社
1986. 晶社
1987. 德社
1988. 曦社
1989. 禮社
1990. 騰社
1991. 勇社

1992. 義社
1993. 學社
1994. 頌社
1995. 健社
1996. 頤社
1997. 啟社
1998. 鷹社
1999. 樂社
2000. 展社
2001. 慧社
2002. 亮社
2003. 信社
2004. 雄社
2005. 廉社
2006. 禧社
2007. 驁社
2008. 希社
2009. 軒社
2010. 迪社
2012. 卓社
2013. 翹社
2014. 雋社
2015. 哲社

2009年 籌備委員會 香港培正中學 香港培正小學
1月 訂�創校120周年紀念品 愛我培正親子錄像比賽
2月 120周年紀念曲歌唱比賽
3月 運動會
4月 水運會
5月 校慶綜合音樂會
6月
7月 創校120周年紀念音樂劇
8月 創校120周年紀念特刊截稿
9月
10月 創校120周年紀念水運會

11月26日 創校120周年紀念學術講座 校慶感恩週，校慶視藝創作展覽

11月27日
上午

創校120周年紀念感恩會及小學
大樓揭幕典禮
創校120周年紀念特刊出版

校史文物展覽及校史徑開�2009
年12月份校刊出版
四十四卷第一期

11月28日
創校120周年紀念校慶聚餐及
聚餐晚會（中小學校園）

創校120周年紀念教育工作坊
創校120周年紀念校園嘉年華會

開�日
學科展覽

12月 創校120周年紀念陸運會
情牽120尋根之旅——探訪廣州
澳門等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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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培正同學日於2007年12月23日舉行，並舉行虹社
鑽禧、輝社金禧及駿社銀禧慶典，各級社校友攜眷雲集，
聚舊歡談，興高采烈。

當天下午，各地校友們陸續返抵母校。校園內非常熱
鬧，四周展出了中學壁報比賽的作品，操場中央正舉行「慶
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八周年舞台Show」，除了管弦樂團的
精彩演出外，還有中學各班同學施展渾身解數，歌詠、舞
蹈、才藝表演等節目一項接一項，吸引眾人駐足圍觀。顧
嘉煇體育館內亦舉行校友茶會，各地同學聚首一堂，閑話
往事，暢談當年情，會上並派發新鮮出爐的同學會年刊。

下午四時三十分，儀式開始。培正同學會黃漢堅會長
在致辭中表示，虹社離校六十年後，校友們仍踴躍組織鑽
禧掛壽牌慶典，可見校友們對母校懷有濃厚的感情和歸屬
感，他希望同學日能起加強溝通的作用，使校友與母校之
間保持緊密的聯繫。高錦輝校長指出，每年一度的培正同
學日，不但意義重大，影響也是深遠的；他寄語校友們發揮
紅藍兒女一家親的精神，發揚愛校的精神，關心母校的發
展。

虹社社長何婉穎接受當年教導他們的鄺秉仁老師掛壽
牌後表示，她很高興見到四十多位同學在離校六十年後仍

2007澳門培正同學日
虹社鑽禧輝社金禧駿社銀禧加冕

虹社舉行鑽禧慶典

輝社金禧掛壽牌後與老師合照 謙社向母校捐贈新大樓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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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能聚首一堂，歸省母校，實在令人欣喜；
母校在發展、在變化，但社友們對母校的
感情依舊不變。

隨後，還進行輝社金禧掛壽牌儀式和
駿社銀禧加冕典禮，由當年任教的老師們
主禮，場面溫馨感人。

晚上七時半，培正同學會假聯邦酒樓
舉行聯歡晚宴，出席嘉賓、校友眾多，場
面熱鬧。黃漢堅會長匯報了同學會過去一
年的工作，盼同學們踴躍參加各項活動，
他又呼籲同學鼎力支持母校的擴建工程。
晚宴觥籌交錯，各地同學會首腦、母校
負責人與各出席者舉杯慶祝，為祖國、澳
門、母校、師生送上美好的祝願。

鄺秉仁校長為駿社同學加冕 羅永祥校監頒發培正專題研習比賽獎品

2007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同學日將於十二月一日
登場，今年的重頭戲是1957年輝社五十年金禧慶典、
康年酒家由五時開始，可以跳舞及唱卡拉OK，希望同
學早點到，一展身手。雖然通漲增加，餐費仍維持每位
二十五元。請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報名。

八月夏季聚餐，林修榮先生蒞臨演講，極受歡迎，
會後的簽名活動，大排長龍，可以用「墟陷」來形容。
在此要向林先生致上萬二分的感激。

不經不覺，我已經擔任了一年的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會長。我非常慶幸有此機會，為培正服務。2007年我
曾返香港三次，令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培正母校及
同學會的熱情，特別是五月時訪問澳門培正，李祥立校
長，高錦輝副校長（現在是高校長了，恭喜！恭喜！），
黃漢堅理事長，眾多理事，及老師的接待。花了一整天

2007年會務回顧
時間，帶我參觀澳門培正校園，招待午餐，詳談了數小
時，非常有耐性地解答我的問題，讓我這個在香港長大
的人，對澳門培正，澳門教育，以及澳門特區的發展有
進一步的認識，十分有意義。澳門培正學長們願意花數
十man-hours來陪我這個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完全
是培正一家親，紅藍精神的極致表現。

訪港期間我亦有機會在五月時參加2014雋社成立
典禮，看見讀小五的小朋友，正經八百的在禮堂表演粵
劇，社長發表級社宣言，真是非常開心及感動。十月返
港時，亦有機會在香港同學會的月會演講，講題是「半
導體市場的崛起和遷移——從矽谷到亞洲」。灣區的同
學，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混飯吃的題目，果然，因
此我有機會在培正膳堂，吃了一頓很美味的免費「屋企
飯」。各位若回港，極力推薦參加香港同學會每月第一
個星期三的月會，付一百港元，會後便可享受一頓香港
現在吃不到的好湯好菜了。

最後，在此謝謝各理事們在過去一年的支持及合
作，各位同學，十二月一日同學日見！

＜轉載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65期通訊＞

母校接待虹社校友遊，
澳門主教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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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八百多
個有地址的會員中，一半是五
○或六○年代畢業的學長，
另有五分之一是七○年代畢業
的，二○及三○年代畢業的老
大哥亦共佔五分一，其餘的百
分之九概括了從八○年代到
二十一世紀畢業，尚未加冕

「元老」的年�一代。八○年代」的年�一代。八○年代的年�一代。八○年代
起，移居灣區的同學，可能比
較少，但也不至於二十五年來
共只有七十五個同學，非常明
顯，我們與新代的同學「失聯」
的情況非常嚴重。

去年同學日前，吳宣倫學
長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碰到
了十位剛從澳門培正中學畢業
的，在Cupertino的De Anza 

College就讀的新鮮人。吳學長
並邀請他們出席2006年的同學
日晚宴。

今年九月亦是一個偶然的
情況下，讓我認識了一位剛
從香港來此不足一個月的香港
培正同學，他也是打算入De 
Anza念大一。因此吳學長與我
便相約，介紹這位香港培正的
新鮮人，給已上大二的澳門培
正同學們。因為當時De Anza
尚未開學，很多同學尚在澳
門，故剛發起在Cupertino飲
茶時，我還很擔心沒有人來。
結果，非常開心，有十多位同
學到會，香港及澳門各一半左
右。 （有照片為証）

會 長 的 話
今年年初，新的理事會年會中，誠蒙不棄，把我推到台前。以前我在香港，曾經義務為香港培正同學會盡過點

綿力。一九九○年代，移民來到美國後，又在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服務過，做過四年的副會長，與這裡新舊的同學會
理事和大眾校友，都已經成為老朋友了。這次做了「過河卒子」，唯有拚命向前，亦學了香港曾特首說的話，要「做
好呢份（義務）工」。

輝社孫必興同學，去年在這裡籌備與主持了輝社的金禧盛典，成績輝煌，大家有目共睹。我與孫同學一見如
故，又同屬中山縣人，鄉里鬼鬼。勤社田鈞祥同學，十年前他在這裡籌備勤社的銀禧大慶，與我這當年的副會長有
緊密聯絡，這十年來，他一直是同學會的理事，與我會務上及私人間甚多接觸。今年，孫、田二同學被推選為副會
長，我們當然會合作無間，為同學會發一分熱，發一分光。

我們亦歡迎加入理事會的新理事：譚月儀（1975昕社）和江苑絳（1990騰社），有了這些生力軍，對會務的推廣，
實有一定的助力。同學會的班底，大致如舊，只忠社周興文同學出任同學通訊主編，忠社社友文才輩出，定可發出
異彩。明社譚振德學長擔任同學會義務司庫多年，去年甚有盈餘，真是理財有方，深慶得人。

既有盈餘，今年有些新猷，那就是我們要鼓勵紅藍�苗多參加同學會的活動。我們通過了，凡是在灣區就讀大
學的年輕紅藍兒女，他們參加我們的任何活動，一律免費。

要多謝退任的趙善強 （弘社） 和李伯豪 （明社） 二理事，他們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老手，還要他們在幕後多多
指導。又要謝謝前任戚嘉慧和馮啟異二會長的多年豐功偉績。

最後祝願各同學身壯力健，紅藍精神永存。            ＜轉載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65期通訊＞

李君聰（53誠社）

☉新鮮熱辣☉

昕社馮啟異

二零零八年度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理事會

會    長： 李君聰 （1953誠）
副 會 長： 孫必興 （1957輝） 田鈞祥 （1973勤）
名譽副會長 :  余光源 （1961善） 周榮超 （1967恆）
 蔡永松 （1971剛）
理    事： 楊延壽 （1949堅） 譚振德 （1951明） 周興文 （1955忠） 
 何汝顯 （1957輝） 吳宣倫 （1958銳） 關仕清 （1965耀）
 許永達 （1971剛） 馮家凱 （1972賢） 曹婉荷 （1975昕） 
 馮啟異 （1975昕） 譚月儀 （1975昕） 劉富強 （1975昕） 
 戚嘉慧 （1977傑） 張智輝 （1979榮） 江苑絳 （1990騰）

2008
三藩市同學會活動
同學會今年秋季活動

同學會將於本年9月初在南灣舉行
中午郊遊野餐，地點及日期，下期通訊
詳細披露，敬請留意。
2008同學日

今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日定於11月
22日（星期六）在康年酒樓舉行晚宴，
詳程亦於下期披露。
＜轉載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65期通訊＞

上

（下轉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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