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培英同學會許平宗會長相繼致詞，熱烈祝賀本會成立35
週年，許榮光學長及本會第一任會長趙汝旺醫生先後詳細
介紹了本會於1972年成立的經過，回首往事，歷歷在目，
趣味無窮！

接著由楊光浩、鍾兆芳和趙汝旺主持下列同學的加冕
儀式：離校35週年的鄧維武，40週年的李紀兆、傅潔炎，
55週年的祝定聰、周述忠和陳健星。

蔡業健和上屆會長楊光浩共同製作了精彩的幻燈照
片，讓我們在螢幕上又一次看到35年來同學會歷次活動的
歡樂情景，慶祝會上，蔡業健、李紀兆太太Rita及顧錚的兒
子張豪為大家演唱了美妙的歌曲，他們的歌聲，帶來了全
場熱烈的掌聲，曾蔚虹及楊光浩分別主持遊戲節目，亦深
受大家的歡迎，會上還進行了幸運抽獎，歡聲笑語，歷時
三個多小時，直到晚上十時才盡歡而散，卡城校友還要連
夜兼程趕回卡加利，參加聚會的卡城校友計有：

曾濤夫婦（1943鋒社），王羽侯夫婦（1963真社），羅慧
嘉（1958銳社）和夫婿楊伯馴，曹學華夫婦（1943鋒社），
李紀兆夫婦（1967恆社），趙汝旺（1939鵬社）暨夫人趙呂
少華（1933奮社），周述忠夫婦（1952偉社），楊友信夫婦

（1938融社），林少懷夫婦（1953誠社）、羅衍深夫婦（1969
昇社），楊光浩夫婦（1969昇社），馬韶銓夫婦（1953誠
社），韋碧影（1946雁社）暨女兒袁小萍，陳康年（1975昕
社）暨夫人陳潔明（1976捷社），曾蔚虹（1993學社）和夫婿
李鵬暨小女兒李令彥，趙年金（1935覺社），潘仁惠（1963
真社），陳健星（1952偉社），關頤敬（1950弘社），陳約修

（1953誠社）暨夫人李碧女（1953誠社），傅潔炎（1967恆
社）和夫婿黃潤琦，黃忠信（1958銳社），祝定聰夫婦（1952
偉社），鍾兆芳（1953誠社），鄧維武（1972賢社），王敏靈

（1971剛社），黃楚珊（1975昕社）暨女兒陳雅雯，鄭凱武文
夫婦（1965耀社），馬妙影（1969昇社）和夫婿梁景，顧錚

（1970謙社）暨母親劉培英、妹顧銘及兒子張豪，蔡業健夫
婦（1960正社）暨兒蔡穎、蔡量、媳蔡麗莎舉家赴會，周衍
慶夫婦（1976捷社）暨兩位小兒周晉中、周晉華共四人，連
同來賓共八十多人。

旅居愛明頓（Edmonton）的培正校友，於2007年9月8
日（星期六）下午六時歡聚在萬豪海鮮酒家金桂廳，熱烈慶
祝加拿大亞省培正同學會成立35週年。

卡加利（Calgary）培正同學會代表團，在許榮光榮譽會
長及劉植勝會長帶領下，遠道前來參加盛會，另外還有愛
明頓的培英、培道校友及廣州培正學院剛來亞省大學深造
的老師們，也是這次盛會的貴賓，濟濟一堂，筵開八席，
佳餚美食，熱鬧非常。

顧錚及羅衍深兩位校友擔任大會司儀，他倆頗有默
契，具專業水準，使場內充滿歡樂氣氛，大家稱之為金牌
司儀，羅慧嘉會長首先致詞，為本同學會35年的光輝歷程
而自豪，讚揚歷屆會長（趙汝旺、謝清華、鍾兆芳、楊光
浩）的辛勤努力，以及校友們的鼎力支持，使同學會的活動
經歷三十五年，持續不斷，多姿多彩，紅藍友情，日益加
深，並表示熱烈歡迎卡城校友，培英、培道校友及廣州培
正學院的老師們參加我們的盛會，卡城同學會劉植勝會長

亞省培正同學會 35 週年聯歡晚會籌備委員合影
左起：蔡業健（1960 正社）、李紀兆（1967 恆社）、鍾兆芳（1953
誠社）、羅衍深（1969 昇社）、顧錚（1970 謙社）、楊羅慧嘉（1958
銳社）、楊光浩（1969 昇社）、陳康年（1975 昕社）

亞省培正同學會職員與卡城培正校友合影 亞省培正同學會校友與來賓合影

熱烈慶祝加拿大亞省
培正同學會成立35週年
熱烈慶祝加拿大亞省
培正同學會成立35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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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清華太太、謝清華（1956瑩）、曾濤（1943鋒）、
曾濤太太、梁營堅太太、梁營堅（1954匡）、馬韶銓

（1953誠）、馬韶銓太太、廣州培正學院老師

潘志強（1960正）、潘志強太太、潘志強親戚、潘志強
親戚、傅潔炎夫婿、傅潔炎（1967恆）、鍾兆芳太太、
鍾兆芳（1953誠）、廣州培正學院老師

由左至右：鄭凱文太太、鄭凱文（1965耀）、黃忠信
（1958銳）、楊光浩（1969昇）、楊光浩太太、羅慧嘉
（1958銳）、羅慧嘉夫婿、林少懷（1953誠）、林少懷
太太、廣州培正學院老師

由左至右：廣州培正學院老師、王敏靈（1971剛）、
陳惠娟（1971剛）、陳潔明（1976捷）、陳康年（1975
昕）、周衍慶太太、周衍慶兒子、周衍慶兒子

由左至右：趙年金（1935覺）、潘仁惠（1963）、
韋碧影女兒、韋碧影（1946雁）、廣州培正學院
老師、周述忠（1952偉）、周述忠太太、曹學華太
太、曹學華（1943鋒）

前排由左至右：林少懷（1953誠）、林少懷太太、
馬韶銓太太、楊光浩太太；後排由左至右：楊光
浩（1969昇）、廣州培正學院老師、廣州培正學院
老師、廣州培正學院老師、廣州培正學院老師、
馬韶銓（1953誠）、廣州培正學院老師

加拿大亞伯達省愛民頓市的亞省培正同學會於2008年
3月15日假座龍廷大酒家舉行鼠年新春聯歡聚餐，筵開五
席，並有游戲和抽獎節目，歡聲笑語，熱鬧非常。席間黃
忠信學長簡要介紹他近期訪問香港培正母校的情况。參加
叙會的計有：

儷、陳惠娟、黃忠
信、韋碧影及女兒
袁 小 萍、 周 衍 慶
伉儷及兩位公子周
晋中、周晋華；尚
有廣州培正學院在
亞省大學深造的老
師：李玉米、曾春
龍、周  艶、劉小
梅、程瑋。

聯歡會上校友
們捐助善款四百多
元，將交給加拿大
紅十字會為中國南
方冰雪災害救災；
錢雖不多，但體現
了校友們「雪中送
暖」，身在海外，
心繫災區的一片心
意。

同學會理事每
兩年改選一次，上
届 理 事 任 期 已 届
滿。本次改選由謝
清華、鐘兆芳、馬
韶銓監選，選出新
一届理事為：
顧問：
趙年金、趙汝旺、
謝清華、鍾兆芳、
楊光浩
會長：
楊羅慧嘉      
副會長：
羅衍深、馬韶銓
財政：
周衍慶   
文書：
馬韶銓（兼)  
公關：
陳康年、顧  錚

加拿大亞省培正同學會
舉行鼠年新春聯歡聚餐

曾 濤伉儷、傅潔炎及夫婿黃潤琪、楊光浩伉儷、羅慧
嘉及夫婿楊伯馴、陳康年、陳潔明、謝清華伉儷、林少懷
伉儷、曹學華伉儷、周述忠伉儷、王敏靈、

鄭凱文伉儷、梁營堅伉儷、馬韶銓伉儷、趙年金、潘
仁惠、潘志强伉儷及其親友林偉忠和林吳潔蓮、鐘兆芳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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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雪梨培正同學會慶祝2007年培正同
學日暨偉社小鑽禧、輝社金禧、賢社珊瑚禧、
傑社珍珠禧。主禮：葉喬生會長、趙慧芬同學 

瑩社方守法副會長頒贈紀念品給偉社小鑽禧
的李少君同學

葉喬生會長致送紀念章給輝社金禧的鍾明生
同學

葉喬生會長致送紀念章給賢社珊瑚禧的陸國
瑛同學

葉喬生會長致送紀念章給賢社珊瑚禧的林玉
妹同學

賢社林玉妹、陸國瑛接受同學會錦旗

各位同學：
恭喜發財！恭祝大家快樂，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十二月舉行了的同學日慶典，場面非常熱鬧，出席畢

業班紀念典禮的有偉社小鑽禧的李少君，輝社金禧的鍾明
生，賢社珊瑚禧的林玉妹、陸國瑛和傑社珍珠禧的唐慧
芬，在高昂的校歌聲中由葉喬生會長為各畢業紀念班同學
祝賀和致送紀念品，同學們在當年的畢業照下緬懷昔日在
母校的甜蜜時光，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憧憬，�春少艾的年
華。席後有交換聖誕禮物，人人有份，歡渡了一個愉快的
晚上。詳見以下照片花絮。

新年在即，雪梨培正同學會將於二月十三日大年初七
晚上舉行新年團拜，是晚將有精彩節目，抽獎、遊戲等，
獎品豐富，保證大家會有一個愉快的『人日』，歡迎闔府參

寅定學長：
很高興和你昨天通電話。正如我說：我準備明年三月

回港一行，到時定會拜訪學長。
培正同學會為校友編輯通訊，聯絡全球紅藍校友，勞

苦功高，實為培正之大幸。
雖然加拿大領土面積全球排第二，但人口來說，僅是

中國的四十分之一，實為小國，沙省人口一百萬，只有香
港的七分之一。沙市人口則只有二十萬，大概是沙田或大
埔的數目，故此，在沙市居住的中國人大都認得，培正同
學見面，也多在市內比較好的兩三間茶樓相遇。在沙市的
培正同學除我和內子李寶田（前培正宗教主任李景新先生
之女）之外，還有輝社的梁崐和誠社的馬鴻福醫生，前培
正數學老師朱達三先生在沙市逝世，遺體亦埋葬於本市的
華人墳場。可惜他的女兒和兒子都沒有參加沙省培正同學

會活動。最近和一些華僑相談，得知有幾位亦在培正讀過
一年半載中小學，我將準備盡力邀請他們參加沙省培正同
學會。除此之外，在阿爾拔王子市（Prince Albert）有楊燕
雲（光社同學），亦常 來沙市飲茶見面。

加拿大和沙省近來經濟很好，目前加幣的匯率已高於
美金。沙省最近發現油沙，現在可採原油以億桶計，加上
最近石油價錢暴升，故此沙省最近有如中了馬票。聯邦政
府和省政府都提增福利和減稅，益了我們納稅人。

為了和培正校友共享好景，沙省培正同學會特寄上加
幣100元匯票一張。以幫助培正校友通訊費用。

即頌學安
   學弟

          曾梓（1956年瑩社）加拿大沙省培正同學會會長
 2007年11月7日

雪梨培正同學日慶典
加，以熱鬧和歡笑迎接新的一年！希望平日無暇參加聚餐
的同學亦能藉此新春佳節，和大家歡聚一堂，互相恭賀新
春！同道紅藍情誼！
日期：二月十三日星期三下午六時半至十時
地點：中國大酒樓（即前金龍星酒樓）雪梨華埠Market City 
  三樓貴賓廳，五時後Market City停車免費
餐費：每位$36
報名：參加請於二月十日前先向葉喬生報名訂座，
  以便籌備。
電話：0402093034

祝新年快樂，歡樂年年！
  雪梨培正同學會會長  葉喬生敬賀
  20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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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喬生會長致送紀念章給傑社珍珠禧的唐慧
芬同學

畢業紀念班同學合照。後排右起：陸國瑛、
葉喬生會長，前排左起：李少君、林玉妹、
唐慧芬、鍾明生

李少君又拍幼稚園畢業照了

看看！這是我啊！笑得多開心！ 嘻！我當年幾英俊！而家都唔差架！ 幼稚園時的陸國瑛已經高人一等，站在後
排，今日依然高大威猛！

小六信，『何老虎』做班主任，係唔係回味無
窮！

林玉妹畢業喇！大個女喇！幾開心！ 唐慧芬當年可有想到會同老公陸國瑛一同在
培正同學日慶祝畢業紀念呢！

銳社朱柏濂同學向大家講述勇敢抗癌經過，
朱同學，我們祝你早日康服。

陸國瑛向葉會長太太送上聖誕禮物 唐慧芬（傑）、仇乃昭（毅）、葉喬生（敏）、
趙慧芬（騰）

陳永楷（弘）、郭家民（學）、葉喬生（敏）、
趙慧芬（騰）

張浪超（耀）、楊自宗（瑩）、葉喬生（敏）、
趙慧芬（騰）

鍾明生（輝）、區尚勇（皓）、葉喬生（敏）、
趙慧芬（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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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社黃進源太太、葉喬生（敏）、趙慧芬（騰） 瑩社李桂榮顧問太太、 Cindy、葉喬生（敏）、
趙慧芬（騰）

陳星航（榮）、仇乃昭太太、葉喬生（敏）、
趙慧芬（騰）

光社黃奕榮太太、盧定濤（鋒）、葉喬生
（敏）、趙慧芬（騰）

李昭雄太平紳士（Clarence Lee, JP），去年及今年分
別獲頒授維省多元文化傑出工作表現獎（�ictorian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Multicultural Affairs）以及高齡工作成就獎

（Senior Achiever），肯定他對華人社團社區及長者服務這兩
大範疇的義務工作上所作的貢獻。李昭雄退休後如此積極
服務社區，背後原來與他過去五十年在澳洲這塊土地所經
歷的種種人與事有莫大關係。 

當年來澳 只為陪讀 
1956年初，當時只有十八歲的李昭雄正在香港培正中

學讀書，但偶然一個機會，改變了他往後的人生。「我當時
有一位很要好朋友，因為家境逐漸富裕，他的父親便把他
送去澳洲昆士蘭省的一個名叫Warwick的小鎮，在當地的一
間貴族學校裡讀書。那位朋友因為覺得生活沈悶，便向他
的爸爸訴苦，他的爸爸於是便建議我也遠赴當地，陪他的
兒子一起讀書。」李昭雄回憶。 

當年的李昭雄很少出遠門，最遠只是由香港搭大船過
澳門。但他想到去了澳洲，一方面可以見到老友，另外又
可以看看世面，加上他是家中長子，父母亦鼓勵他走出去

各位同學：
上月舉行了的新春團拜，場面非

常熱鬧，節目精彩，獎品豐富，大家
都盡興而歸！看看我們多開心！

本月的聚會將於四月二十三日舉
行，席上將分發最新一期，剛從香港
寄到的『培正同學通訊』，人人有份！
刊內有大家非常關注的母校近況，
中、小學結龍的最新進展，散居各地
的同學消息，緬懷舊日同窗情懷等文
章，內容豐富，記得到場領取。『培正
同學通訊』乃維系培正校友的一份寶
貴刊物，不少同學為該刊盡了無數的
心力，絕對是紅藍兒女的驕傲。雪梨
培正同學會每年都有匯款贊助該刊的
經費，今年我們將會贊助澳幣$600，
希望各位同學都能盡一分力量，贊

助『通訊』，款項可於聚餐時交本會
財政，集齊後再轉付香港培正同學
總會，或寄Mr. Henry Au 121 Birrell 
St.Waverley, NSW 2024支票抬頭為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另本會仍
繼續代收捐助香港培正中學『明日校
園計劃』捐款及『小學禮堂重建』捐款
等，支票可以上述方式寄交本會，集
齊後轉交校方。
聚餐日期：二月十三日星期三下午六
時半至十時
餐費：每位$36
地點：中國大酒樓，唐人街Market City三樓貴賓廳，
五時後Market City停車免費
報名：參加請於二月十日前先向葉喬生報名訂座，
  以便籌備。
電話：0402093034

    雪梨培正同學會會長
葉喬生敬上

2008年4月11日

長長見識，於是便毅然決定隻身乘坐貨船離開香港，遠渡
千里重洋，前往澳洲這個當年對他來說完全陌生的國度，
經過12天在大海上的顛簸，貨船終緩緩駛進悉尼港，因為
時值農曆大除夕，船上服務人員給乘客備了過年飯，但此
時的李昭雄甚麼也吃不了。 

離開家門之前，父母授與他一個在異地生存的「妙
法」。「父母叮囑我隨身要預備一些輔幣，在陌生地方請教
路人之前，先掏出20仙遞給他們，那便會路路亨通。」李昭
雄笑說：「我一上岸，舉目無親，真是遵循家人的吩咐，褲
袋裡滿滿的備有大量20仙輔幣，在街上問路時，先給人送
上路錢，但當然很多人都不要，不過他們倒很樂意指點。」
這「妙法」雖然有點唐突，但它在不知不覺中幫助了李昭雄
在異地建立起與陌生人交往的信心及膽量，他亦順利地由
悉尼搭乘火車，北上昆士蘭。

李昭雄與老友重逢後，兩人便一起在昆省的Scot 
College讀書，生活互相照應，最初的日子倒頗無憂無慮，
逍遙自在，但英語對於他們始終是一大難關，尤其在當時
要考進昆省的大學，英語先要過關。他們幸得在校的英語
科老師襄助，在課餘專門給他們二人免費補助，英語才追

心存感恩 回饋社區 — 李昭雄（56 瑩社）
＜轉載 《同路人#78》 作者 黎偉康 2007/11/23,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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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教學要求，但與入大學的標準，還有差距。「那位恩師
於是便建議我們南下維多利亞省，原因當年維省大學收生
要求較昆省寬鬆，我們在他的指引下，便來到墨爾本繼續
高中學業，而我及後亦考進了當年的Swinburne工專修讀化
學工業。」李昭雄說。 

當他們轉到墨爾本讀書時，原來二人在香港的家，已
發生了巨大變化。李昭雄的父親在他抵澳的同年1956年的
10月不幸去世；兼且禍不單行，他的好友又突然家道中落，
兩人那時頓失經濟依靠，惟有寄居人家，在不用上學的日
子，拚命工作，維持生計及學費。

「我當時拚命工作，曾經試過在日間在Myer做服裝售貨
員，晚上在啤酒廠清洗玻璃樽，週六及週日給人家清理花
園及在唐人餐館做侍應，沒有停頓，為的是維生及賺取學
費；加上我是長子，父親去世後，還承擔照顧弟妹的責任，
後來他們也相繼來澳讀書，不久我也在澳洲成了家，有了
下一代。」李昭雄說。 

誠以待人 處處獲助 
那時李昭雄的日子雖然辛苦，但也處處遇上了「貴人」

的相助。 「當年的澳洲人好友善，有一天我在街上向一名女
士問路，攀談期間，她知道我的困難及急需找工作維生，
原來她是Myer的一名部門主管，她於是便介紹我進了Myer
當售貨員。」 李昭雄談起往事，還津津樂道：「在Myer工
作期間，有一次我遇上一名老太太，見她年紀老邁，便上
前協助她提東西及放進車內，當她臨離開前，主動邀請我
有空到她的鄉間大宅作客，自此之後，我有空便去給她拜
訪，與這位Sudermann太太成了要好的朋友，他待我也像親
人般親切。」 

另一位「貴人」就是他在Swinburne工專讀書時的一名
老師。 「因為我上學之餘，還要拚命工作，以致影響學習。
那位老師很關心我，他發覺我以往的高中成績不錯，但因
為家境轉變，以致學業受影響。於是他介紹我進了專門生
產軍用飛機的聯邦飛機工廠內當學習生，日間工作，晚上
才讀書。」李昭雄續說：「在那裡做了兩年後，移民局通知我
可以在澳洲逗留多久也可以，期間讀書及工作也可以，意
思是當局批准了我在這裡永久居留，但條件是三年內不可
去任何共產國家。」 

李昭雄帶著滿腹疑團前去問他的老師，才知道他在軍
工廠的工作表現深得上司賞識，於是他們私底下給移民局
去信，指李昭雄工作表現出色，而且亦知道澳洲一些軍事
秘密，故此建議當局給他永久居留權，可以留在澳洲工
作。自此之後，李昭雄便名正言順地可以在澳洲半工讀，
完成化學工業課程。

對於自己可以常常遇到貴人相助，「可能我交上好運
吧！」李昭雄笑謂：「其實在澳洲『貴人』很多，那時本地人
一般都很友善及純樸，關鍵是你如何與他們交往；而我本著
無論遇到甚麼困難，也保持樂觀的心態，本著真誠態度，
常常微笑待人，讓大家開心地交往，自然很容易結識朋友；
對於新移民來說，與本地澳洲人溝通，語言沒錯是一個障
礙，但也不是大問題，只要有誠意及主動行出第一步，別
人會有回應的。至於在做事方面，我認為做每件事只要用
心去做，自然會獲得別人賞識，好像我那時為了賺取多些
金錢養妻活兒及照顧在學的弟妹，在工餘也出外兼職，其
中一樣工作是為人修理花園，因為用心做，園主後來還放

心把整個花園交給我管理。」 

努力進修 成職安專家 
李昭雄在飛機公司工作了三年後，便轉職至一間金屬

工廠當了六年的化學室經理；1970年進了維多利亞省的交
通部擔任化學師。 「雖然我處處遇貴人，但在工作崗位上也
遇著不平等的待遇，即使在工作上非常賣力，但晉升的機
會始終不及西人同事。」李昭雄續說：「有感在事業上要有進
一步的發展，必須學習一些新技術提升自己，於是在1980
年向部門爭取赴悉尼進修半年，吸收職業衛生及安全的知
識，期間雖然遇上直屬上司的為難，但向部門最高負責人
反映後，要求終獲批准。學成後，盡管包括我在內當年全
澳也只有十五名在這方面技術的人才，但我也沒有被上司
重用，及後再一次向高層申訴，才得以調往總部負責職業
衛生與安全的教育工作。」 

維省交通部在1994年推出特別優惠，鼓勵公務員提早
退休，李昭雄當時亦接受此安排，選擇提早離職，過退休
生活。

義務工作 豐富多采 
退休後，李昭雄並沒有因此停了下來，相反生活更豐

富多采。 「回顧我在這裡日子，這個國家對我確實很好，我
得到了很多，我覺得我要回饋社會。」 他說：「但退休後不
久，我心臟有些問題，先後做了兩次手術。康復後，我除
了撥出一些時間陪伴太太，其餘時間便全力投入義工的行
列。」 

原來墨爾本市旅遊部門有一項免費服務名叫義務導遊
（Greeter） 提供給外地遊客，李昭雄說：「一開始我就去做義
務導遊，向那些操粵語或普通話的外地遊客介紹墨爾本，
讓他們更加認識這個地方。我做了這工作已有十年，覺得
很有意思，可以讓初到此地的人對澳洲產生好感」。 

他亦曾經擔任博士山老人會的會長，之後運用他的經
驗及知識，擔任其他社團，包括：萬年興華人老人會、諾市
華人老人會、威菲利華人老人會等機構的顧問工作，協作
它們組織、運作及對外聯繫。

另外，李昭雄亦協助組織了兩個以華人為班底的合唱
團，一個名叫萬年興合唱團，另一個名叫愛樂合唱團。透
過李昭雄的聯繫，這兩個合唱團經常會去本地西人的老人
院舍慰問及表演，給老人帶來關懷及歡樂。 「這兩個合唱
團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平台，一方面讓我們可以向澳洲的上
一代所作出的辛勞表達謝意及報答，另一方面，亦可促進
我們華人與本地西人的之間的交流。」 李昭雄又提出另外
一點：「因為合唱團是歡迎任何愛好音樂的人士參加，於是
便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新移民融入主流社會，貢獻他們的知
識，發揮他們所長，以愛樂合唱團為例，團指揮便曾是中
國大陸有名的音樂家。」 

這兩個合唱團明年除了繼續走訪社區內不同的老人院
舍獻唱外，據李昭雄興致勃勃地透露，還會有一些新攪
作，就是幫老人家塗指甲。「我發現男女都喜歡塗指甲，因
為我記得兒時曾幫母親塗了一次，當時她的笑容，至今我
還沒有忘記。」 

李昭雄自退休後開始參與義務工作至今，由最初只是
心存感恩，希望回報社會，到如今愈做愈起勁，從中找到
服務社會的快樂，收獲比付出還多，相信是他當初始料不
及的；而獲頒授的獎章，更是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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