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誠社藍之光回到一桿進洞現場表演當時情況

誠社藍之光（中）於台北大屯球場一桿進洞開香檳慶祝。 左：鋒社
鍾榮凱 、右：球場經理

右：斌社邱維城在教會中見証

於台北大屯球場第十一洞打出「一桿進洞」的歷史紀錄，全
場歡呼，球會發給「利是」新台幣八千元，打波優待�及紀
念球，當場開香檳慶祝，並刻名紀念牌留念。不過球場「規
矩」太多，每處都要俾「貼士」：桿弟、櫃台、職工等，見者
有份，結果八千蚊都唔夠分，還要倒貼，但大家同樂，盛
況難得，藍同學後來除了請客之外還定製紀念球多盒分贈
台灣培正隊員及其他球友。

四） 台灣的培正校友散佈全島各行各業，還有不少聯
繫不到，最近大家努力「挖出」好幾位，如獲至寶，他們都
熱烈回應，參加本會
活動，介紹如下：

1. 一 九 六 四 協
社宋允鵬，是國家級
的鋼琴大師，曾任東
英大學音樂系主任，
現仍在多校兼課，他
讀過培道小學兩年再
轉培正小學部讀到高
中畢業，原籍山東，
廣東話非常標準，留
學奧地利薩爾茲堡莫
札特音樂學院及奧地
利國立維也納音樂學
院， 在 德 國、 比 利
時獲大獎，曾在美國維珍尼亞州立大學�irginia Common 
Wealth U.執教及各地演奏十多年，八一年應聘來台，擔任
教職及台灣鋼琴協會理事長等組織的領導人，桃李無數，
宋同學在台巡迴演奏時必使用自己最寶貝的德國名琴，連
國家音樂廳所用的所謂一級名牌的也「不夠格」，可見其對
藝術的認真，十月一日在台北演奏，校友鍾榮凱夫婦特前
往聆賞及致賀。 

一）1942斌社邱維城同學畢業於湖南師範學院，在台
灣師範大學任教廿餘年，與夫人柳逸群移居美國，近返台
處理事務，二○○七年九月全家在台北基督教信義會恩光
堂主日崇拜做見証，邱同學近經醫生驗出肺癌末期，但其
意志堅強，愛主不變，見証個人經歷與感受，聽眾為之動
容，邱同學曾擔任教會長老為主作工，是日並奉獻新台幣
二十萬元，會眾同聲禱告求神保存。

二）1943鋒社盧定濤夫婦僑居澳洲雪梨，近往加拿大溫
哥華與女小住及和班友歡聚，九月六日飛台北停一晚，台
北同班鍾榮凱夫婦本有事去港，特趕返台北和他們相聚，
參觀世界第一高塔「台北一○一」，中午共餐湖南菜，下午
暢遊淡水港，晚餐後趕搭機回雪梨。盧同學對各地校友一
向熱心關懷，時有聯繫訪問，我和他檢視同學錄交換訊息
並請他和在加的許榮光班友執筆報導寄港。

三）1953誠社藍之光是高爾夫球好手，零七年8月29日

台灣培正校友通訊

1964協社宋允鵬老師

1943鋒社鍾榮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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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基社鍾耀光

台灣圖書館北投分館

台灣校友會長劉安乾主持歡迎新生會 台灣校友歡迎大專培正新生合照

2. 一九七四
基社鍾耀光，現
任台北市立國樂
團團長，是被譽
為「 最 知 名 與 活
躍的作曲家，作
品有濃厚中國哲
學思想與豐富情
感 」， 作 品 涵 蓋
交響樂、管樂合
奏、 打 擊 樂、 國
樂、 傳 統 戲 曲、
音樂劇及新世代
小品等。經常與
國內外團體合作
演出。鍾同學在

港校時就是銀樂隊的主幹，一九五六出生於香港，培正以
後就讀於美國費城演藝學院及紐約市立大學主修打擊樂，
八○至八六年任香港管弦樂團打擊樂首席，九五年取得紐
約市立大學博士學位。零七年三月起任台北市立國樂團長
兼代中山堂管理所主任（中山堂是日據時代的唯一大型集合
場所，稱「公會堂」，是台灣光復時日本台灣總督簽投降書
之處）。 

3. 一九七四基社邵家健，哈佛大學資訊工程博士，現
任教於台灣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並擔任電機資訊國際學位
學程副主任，是個剛結婚不久的「新郎哥」，原籍淅江，廣
東話比國語「正」，說「在培正時如果廣東話講唔好會俾人
哈」。除教書外，經常出入世界各國開會、交流。

4. 一九七六捷社顏燊基，被本屆會長「挖」來歸隊，現
任台灣現在流行的健身事業，「亞爵會館健康館」的經理，
身材高大，本來就是體育健將，等於活招牌。

5. 一九五三誠社朱祖明是台灣建築師公會理事兼「台灣
建築獎」召集人，自一九七五年以來每年頒發台灣最佳建築
獎，今年選出首獎是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該館是「台
灣最美的圖書館，第一座生態綠建築」，有如一座林間樹
屋，民眾可在綠意掩映下享受閱讀的樂趣。該建築物又以

木為主要建材，並有太陽能發電，雨水回收等功能，取大
片落地窗使風景與自然光流入室內，三個樓層高有戶外閱
讀區，觀念新穎，完全打破一般圖書館只有桌椅書架視聽
設備的刻板形象，甚值參觀及使用，連學生來此「溫書」也
覺得是一大享受。

6. 二○○七年度歡迎來台讀大學的港澳區培正新生於
十一月廿四日本會月會舉行，同時接待「歸隊」的新會員鍾
耀光、邵家健、顏燊基，到有台灣大專培正同學會長陳達

（台大牙醫）、副會長李昇恆（台大心理）及新舊生廿餘人，
連本會新舊會員共開四大桌，會員到有斌社曾昭穎、鋒社
鍾榮凱夫婦、雁社李用彪、弘社李念章、偉社程仲明、余
秉量，誠社朱祖明、包金城，匡社曾耀民、瑩社盧保漢、
旭社陳漢恆夫婦、曦社譚仲錕（總幹事）、頌社吳國儀。本
屆會長恆社劉安乾主持，先領唱校歌，然後由各同學逐一
自我介紹，講在校時的趣事，新生們也說明現在所讀的學
校與科系，近年來由澳校來台入學者較多，是新的趨勢，
在台培正學生分佈全省，以前在台灣畢業或在台任教的「前
輩」與台大、政大、成大、清華、 醫大、文大、師大、藝大
等都有關係，可說在學術界處處顯露紅藍光芒。大家一邊
享用廣東點心，一面暢談，李用彪領唱「校旗歌」，最後全
體合影同唱「�年向上歌」（聖詩改編），下次例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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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8日。後排左起：曾耀民、譚仲錕、雷天霖
前排左起：余秉量、宋允鵬、鍾榮凱、曾昭穎、朱祖明夫人 尋找林妙玲同學

台灣培正校友聯誼會
2007/11/24 最新修訂

歷任會長  ：曾昭穎 鍾榮凱 陳球甫 朱祖明
  黃 龍 藍之光 包金城 陳漢恆
  李富治 雷天霖 李用彪 曾耀民
  李念章 譚仲錕
會    長  ：劉安乾 （0932035229） 
  Email: paullao@ms17.hinet.net
聯誼會月會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
  （地點:雅苑粵菜酒樓，台北市長春

路26號2樓, 電話：25435513）
總 幹 事  ：譚仲錕（0920522295） 
  Email :saintst@ms33.hinet.net
秘    書  ：藍慧又小姐 （H）02-23949044 *28 
  （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112號2F）
北區大專院校培正校友會會長：陳達
北區大專院校培正校友會副會長：李昇恆（0926-503421） 
      Email: emilysam1963228@yahoo.com.hk

一九四二斌社邱維城同學二○○七年九月由美返台辦理家
事，當時已患癌症末期，仍堅強面對並在教會中作見証（見上
次報導），邱兄返美後於十二月九日上午在寓所上廁所時安然去
世，其夫人電話來台告知筆者太太轉告各親友，同深悼念。

二○○七年十二月八日台灣校友月會歡迎「歸隊」的64協社
宋允鵬同學，宋兄是國際級的鋼琴家，在國內外擔任教授、主任
多年。

十二月十五日本屆會長1967恆社劉安乾及前會長陳漢恆（62
旭社）聯同參加港校舉辦的同學日慶祝旭社45大壽、恒社40周
年，劉會長並代表台灣同學上台致詞並向港地及來自各方的校友
致誠摯的問候。

本屆劉會長為加強與校友的聯繫，制作最新通訊錄，增列各
人電郵地址、手機及傳真號碼，並和港會多通信。

劉安乾會長及52偉社余秉量同學均屬美國有名的「PECL」工
程顧問公司，該公司成立二十年，母公司貝泰集團（Bechtel）有
百年歷史，總部在舊金山，公司中文名「泰興工程顧問公司」，服
務包括火力及核能電廠、半導體及光電、捷運、電訊、化工、鋼
鐵、環保、水泥、海水淡化等多項。劉同學擔任協理，負責台灣
高雄捷運系統的建設，余同學則是高級工程顧問，擔任上海工程
建設多年，最近住台。

43年鋒社王鴻恩同學現居香港，三代都是醫生，其兩子都畢
業培正港校再來台進醫學院結業，次子現在台灣花蓮慈濟醫院服
務，長子在澳洲，長女在加，次女在雪梨，三女在羅省，王兄自
稱是有如在聯合國。

鋒社丘啟超與筆者同班，偕夫人住拉斯維加斯，因身體關係
極少外出，丘同學與夫人均為醫生早已退休，丘因戰時入學延
阻，由鋒社變為昭社（44年級）畢業，所以認識同學更多。最近
寄筆者打油詩一首，謹抄錄給校友們一閱：

想當初，一帆無阻，有福無禍，心平氣和。
而今日，年老病多，白首折磨。
一旦一夕病倒，更難過。
莫提起尤自可，提起來珠淚滿江河。

雷禮和會長：
你好！請恕冒味給你這封信，因為你我是素未謀面，我有一

個小小的請求，希望你能幫忙。
我是1966年皓社同學林翠玲（MONITA LAM LAI），我請

求你可否代為打探一位同學的下落，名字林妙玲，是1967年，不
過她好像沒有讀中六，在1966年時她與我一同在養和醫院接受護
士訓練，大家畢業後各散東西，已差不多近30年沒有聯絡，明年
是我們一班護士同學畢業40週年，大家希望聚舊一番，很希望能
聯絡到林妙玲。

在培正同學通訊中，看到你寫的憶甄國基同學的文章，知道
你與甄沾記的家族有交往，而林妙玲的嫂子是甄國基的姊或妹，
聽說現居美國，希望你能代查探一下，若有甄國基同學的姊或妹
嫁了姓林的，那相信便是她的嫂子，希望藉此找到她的下落，我
們一班同學都很掛念她。

我們雪梨會長葉喬生也很想找到她，聽說他與林妙玲在英國
有一面之緣，林妙玲還送了一份禮物給他。

事隔太久，我也不存厚望找到，如果太麻煩，不要免強作沒
有看過這封信算了，千萬不要介意。

信中並附了「懷念朱柏濂學兄」的文章，請刊登於培正同學通」的文章，請刊登於培正同學通的文章，請刊登於培正同學通
訊，使認識他的其他學友，對他有更深的認識。謝謝！

黎林翠玲上  2008年4月17日

2007年4月22日，在廣州培正級社代表大會
主席陳榮炎的主持下，於廣州培正中學至正室，
進行了第十三屆培正同學會常務理事會選舉。與
會者55人，代表46個級社；委托投票級社8個，
有效選票共54張，選出新一屆常務理事9人。他
們是：朱素蘭、廖漢年、陳建秀、沈志華、梁少
棉、譚群雄（按得票多少排列）。新老交替儀式
將在12月8日同學日大會上進行。

在陳榮炎級社代表大會主席的主持下，新一
屆常委進行了如下工作安排：

會長：朱素蘭。副會長：廖漢年、陳建秀。
秘書長：陳建秀。常委：沈志華、馬旭宏、李
定怡、梁少棉、羅達忠、譚群雄。

廣州培正同學會
第十三屆培正同學會常務理事會

選舉公告

台灣培正同學消息	 	鋒社 （43）鍾榮凱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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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9月8日， 在
即將迎來第
23個 教 師 節
前 夕， 由 廣

州培正中學主辦，廣州培正同學會和何安東基金協辦的「壽「壽壽
柏長�——培正中學尊師敬老活動」在美洲樓舉行。廣州培
正中學董事會副董事長朱素蘭（謙社）、秘書長梁英生（匡
社）、廣州培正同學會名譽會長陳榮炎（偉社）、冼子昌（磐
社）、廣州培正同學會會長麥思明（曦社），廣州培正中學榮
退校長吳琦、何安東基金秘書長廖漢年（匡社）、東山培正
小學校長張淑華、西關培正小學校長林燕慧、鋒社莫廣智學
長、昭社黃毅才學長、偉社凌紹樞學長、誠社莫國鈞學長、
忠社徐育為學長、瑩社陳錫坤學長、以及廣州培正中學校長
呂超、黨委書記許文芳和陳建秀、農堅明主任等參加了此次
活動。

活動的主題是為廣州培正中學最老的教師——高壽97
的廖壽柏老師賀壽。廖壽柏老師精神抖擻，穿戴得整整齊
齊，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端坐主位。大家環繞會議桌而坐，
台上鮮花怒放。首先，由簡小敏副校長一一介紹與會者，
介紹完畢全體起立高唱校歌；其次，由朱素蘭副董事長以
POWERPOINT形式簡介廖壽柏老師情況。廖老師生於1911
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年，執教於�春年華，將一生奉獻給教育
事業，是一個既普通又不普通的培正學子，一位既平凡又不
平凡的老師。在講解期間，廖老師不時穿插補充一些細節和
趣事。當朱素蘭說到廖老師的絕活是飛粉筆頭時，引起大家
一片笑聲。

隨後，呂超校長、梁英生秘書長、麥思明會長致祝詞；
接著，廖壽柏老師就自己一生經歷作了簡短講話。他說：很
高興能為我一介平凡人開賀壽會，我正正經經開會不會講
話，會害羞，請大家見諒。我今年97歲，在人生道路上，覺
得自己平凡，無甚特點。人生際遇很奇特，從來沒想過做老
師的我卻當了幾十年的教師。我一生的好朋友：張真想、廖
崇國、陳景柱……是我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同班同學。當年小
學分成兩部分：小學和高小（四至六年級），高中分兩科：文
科和商科。高中畢業後阿叔要辦我去美國半工讀，在等待辦
手續過程中，開學前回過學校，在操場遇到鄺樂生主任。鄺
主任說敬業社的同學凌漢燊沒有來教課，要我幫忙頂上教華
僑班。三十年代去美國很困難。手續沒辦成，結果這一教就
是幾十年。抗戰期間辭職去雲南等地八年，抗戰勝利後回到
廣州，被培正請回總務處工作。五十年代有人說培正是帝國
主義侵略的堡壘，培正人是走狗，被改造。然後到七中教了
三年書，之後又調到三十五中學教了20年直到退休。我感激
培正教育的嚴格，不但教我文化，更重要的是教我做人。評
價自己：平凡的、沒有犯過錯的培正教師。昭社同學稱我為
培正活化石，因為我在培正多年，經歷的事多，認識的人也
多，高低班的同學都知道我的花名叫「非洲」。八十年代我「非洲」。八十年代我非洲」。八十年代我
與林恩光等人倡議重辦同學日活動，美、加、港澳的同學紛
沓歸來，我很感動。但當時校園破敗，同學失望。而現在一
天天發展，很欣慰，王廣昌宿舍、澳洲堂都變新了，就是陳
廣慶飯堂被拆很惋惜，過去打鑼吃飯的，當年的牛肉炒河非

常值得回味。這幾年感觸很大，感到作為培正人的驕傲。最
懷念敬業社74個同學先後離世。

接下來是自由發言，名譽會長陳榮炎搶先發言，他說：
很高興能和一班學兄弟及學校領導歡聚一堂，祝廖老師創一
個長壽的世界紀錄。廖老師曾為我們社的學習、生活創造了
很好的條件。其他敬業社的學長也教過我們，所以對敬業社
有着特殊的感情。尊師敬老是優良傳統，過去因受左的影
響，一大批培正教師受冲擊，調到其他學校，都不在培正退
休。當培正人歡聚時，他們無法回到這個大家庭，感到很失
落。因此，同學會增設了春節敬老春茗會，專請在培正教
過，但不在培正退休的老師參加，後來才擴大到鑽禧以上級
社。春茗在這批老師中引起很大反嚮，他們都積極參加。他
們是培正的活字典，不管老嫩的培正學生，對培正老師和同
學的感情很深是其他學校所沒有的。希望優良傳統代代傳。
祝廖老師壽柏長�，永遠健康！

其後是敬送紀念品環節。廣州培正中學由呂超校長送出
茶具一套；東山培正小學送上紅領巾和學生書畫作品集；麥
思明會長代表同學會送上介紹廖老師生平的D�D；廖漢年
學長代表何安東基金送出工藝品；朱素蘭代何信泉董事長送
上賀禮；何雅冰學長代表何安東家屬送上禮品茶壺；廣州培
正中學許文芳書記代表大家敬獻鮮花 ……

會後，與會者與老壽星在美洲樓前合影留念。

呂超校長祝壽辭
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學長：

春秋更替，歲月輪回，在這個金桂飄香，碩果滿園的金
秋時節，在第23個教師節即將來臨之際，借廖壽柏老師97
歲壽辰之機，我們歡聚在這里，舉行「壽柏長�——尊師敬「壽柏長�——尊師敬壽柏長�——尊師敬
老座談會」。首先，我謹代表培正中學向廖壽柏老師獻上最
誠摯、最溫馨的祝福，祝他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健康如
意，福樂綿綿，笑口常開，益壽延年！

我們都是培正人，都深受培正優良傳統的教育。百年
培正在教育界享有良好聲譽，與她歷來倡導尊師敬老的校風
是分不開的。培正出了許多名師名人，他們值得我們敬仰愛
戴。而今天坐在我們中間的廖壽柏老師，就是其中的一位。

風風雨雨近百年，廖壽柏老師從少年求學時代就深受
培正文化的濡養；之後他將自己的�春韶華獻給了培正；進
入遲暮之年，他仍然關心着母校的發展，積極聯絡海內外校
友，為母校教育事業出資出力；而他的子輩踏着他的足蹟，
繼續為培正服務着、奉獻着。可以說，廖壽柏老師與培正結
下了不解之緣。

 在座各位嘉賓、學長，每年培正校慶最激動人心的一
幕莫過於「紅藍薪火代代傳」。大家一定記得，多年來傳遞「紅藍薪火代代傳」。大家一定記得，多年來傳遞紅藍薪火代代傳」。大家一定記得，多年來傳遞
火炬的第一棒就是德高望重的廖壽柏老師。火炬從耄耋老人
一個接一個，一直傳到垂髫小童手中，這是多麼難得，又是
多麼有意義！她象徵着培正綿長悠遠的歷史，象徵着培正美
好燦爛的明天。我想，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獻上我對廖老
師的無限祝福！祝福老人家生活之樹常綠，生命之水長流！

 祝福在座的所有來賓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合家歡
樂、萬事如意！祝福培正中學明天會更好！
    謝謝大家！

青山不老 壽柏長青
——	記教師節尊師敬老活動	 	

黃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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