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錢出力共同打造一個和諧的華人社區

組織；有8,577位新移民參加CICS提供的語文班；有34,770
人接受過該組織的服務。
在溫建業擔任華諮處會長任內，其中的盛事是與多倫

多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一起成功主辦「洋紫荊之夜」—— 
（Bauhinia Gala）。這是多倫多社區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十周年的主要活動。溫建業很高興這樁盛事有四位
共同主席，星島基金會及華諮處基金會合作，加上所有華
諮處的董事和員工上下一心，得到社區各界人士的認同和
支持。這項盛事的成功，溫建業自稱不敢居功，但打從心
底非常感謝各同儕及所有社區朋友的支持。多倫多星報
（Toronto Star）和主流傳媒的報導，提高了香港的地位。安
省省長的讚許，亦提升了所有華人在加拿大的地位。溫建
業認為，這一切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溫建業同時是負責籌建「移民資源中心」（Immigrant 

Resource Centre）的委員會成員之一。目標是450萬元，
「洋紫荊之夜」已為移民資源中心籌得將近30萬元善款。溫
建業協同星島基金會籌劃該籌款項目，還要執行重大的決
定，親力親為。最近「移民資源中心」成功購得一座面積大
約43,000平方英尺的廠房，可適用於改建成為「移民資源中
心」。除此之外，他曾為大多市公益金、心臟和中風基金
會、癌症協會、士嘉堡醫院社區外展部、大多倫多中華文
化中心等機構出力或協助籌款。

培正校訓 終身受用
溫建業的成就和服務社區的精神，同是基督徒的溫太

吳濃笑（Sherry Wan）在背後的支持功不可沒，她將兩位女
兒調教得品學兼優，長女已入讀西安大學，溫太除了照顧
女兒外，也常在先生的會計師樓幫忙，讓Kenny Wan無後
顧之憂。
溫建業樂善助人的人生觀，自稱受培正校訓「非以役

人，乃役於人，至善至正」的影響很大，他早已將培正的校
訓作為他做人處世的座右銘，他認為這正是「勉修己以安人
兮，犧牲服務而盡忠」基督善導精神。

《2007年10月20日加中時報第263期 紅楓傳奇 
作者：古偉凱》

活素質比香港要好，最後決定留在加拿大發展。如今回想
起來，我認為我的選擇是正確的。」
溫建業說：「香港雖然是我生長的地方，我對香港亦曾

有過深厚的感情，但在離開十年後第一次回到香港時，那
種感覺完全不一樣，你沒有回家的感覺，你覺得自己是異
鄉人或過客，當我回到多倫多國際機場時，才真正有回到
自己家的感覺。見到孩子在這兒活潑健康地成長，非常開
心。我不是說香港不好，我很喜歡去遊覽，覺得香港很進
步繁榮，但畢竟已沒有家的那一股溫馨。」
溫建業樂於關心社會，參予服務的性格，打從大學時

期已開始。現在很多約克大學校友談起當年幾百華人同學
擁擠在一個大講堂推舉溫建業擔任中國同學會會長一事，
都還津津樂道。八零年代初，還沒有互聯網（Internet），
資訊的傳遞和流通還沒有那麼容易，同業間互相切磋和交
流顯得十分重要。溫建業參加了多倫多加華電腦專業協會
（CIPro），於1991年主辦了一項大型的專業會議，在其他超
過50多位電腦專業人士協助下，會議舉辦相當成功。
經過多年的磨練，親朋戚友的支持和父親的鼓勵下，

溫建業終於1996年決定開業，創辦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
同時間，溫建業亦開始積極參與華人及主流社區的多項不
牟利機構，從1999年開始，曾贊助為頤康基金籌款的龍
宴，先後出任「康福心理健康協會」的董事、司庫，並獲選
為2004-2006年度的會長。

多元社區 互相包容
除了「康福心理健康協會」以外，溫建業出力最多的另

一個不牟利社區慈善組織是「華人諮詢暨社區服務處」—— 
Centre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s（CICS），
Kenny從2002年開始就加入該組織的董事局，2006年卸下
康福的會長職務後，即被選為華諮處的會長，為華人及其
他族裔的人士提供服務，CICS主要接受聯邦政府公民暨移
民部的撥款，用以安置新移民及難民，2006年的預算超過
五百廿萬加元，聘請大約一百位職員，提供包括英語、粵
語、普通話、俄語、阿拉伯語、蘇丹語、泰米爾語等多種
語文的服務。以2005年計，總共有232,492的人次接觸過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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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溫哥華培正同學會：
尊敬的林會長、李副會長、張副會長，及同學會的各

位會員你們好。我兒子黃鉦順是廣州培正中學駿逸社的一
員，今年被溫哥華的西門菲莎大學錄取。我們家長既高興
又擔心，高興的是孩子能入讀加拿大優秀的大學，擔心的
是由於訂的機票不在學校接新生期間，孩子第一次踏進異
國他鄉而又舉目無親，拿著那麼多的行李，沒人接機怎麼
辦？當瞭解到培正在全世界有很多同學會時，我們抱著一
絲希望，通過廣州培正同學會，得知溫哥華培正同學會的
電話，並求助林會長，結果使我們喜出望外，林會長非
常熱情地一口答應，使我們放下了心頭大石。我兒子8月
25日上午到達溫哥華，當時   貴會的張副會長親自開車
到機場接他，中午安排吃飯，李副會長還給了他幾塊錢的
電話卡，要他儘快給父母報平安，下午張副會長又帶他到
銀行辦理存摺，購買東西。晚上則由林會長親自接待，到
中餐館吃飯，在會長家住宿。第二天一早又由李副會長開
車一個多小時送他到學校，安排好住宿才離開。更令人感
動的是，當我孩子發燒生病了，林會長、張副會長立刻放
下工作買了藥，開車一個多小時送藥到學校看望他。你們
忘我為人的精神，使我熱淚盈眶感慨萬千，我們與你們非
親非故、素不相識，但你們對我兒子無微不至地關懷，甚
至我們父母都難以做到。你們在沒有任何利益驅動下，而

寅定學長如面：
英國培正同學會仝人欣聞母校回擁校名校徽，際茲母

校創校一百廿周年，正是雙喜臨門，可喜可賀。
我們同學會創立於2001年，英國與美加不同，培正校

友來英深造後，大多數回流香港，甚至回香港退休，鮮有
長居英國，所以英國同學會並不如美加澳同學會活躍，但
我們仍有定期茶叙，十分希望在英求學與工作的省港澳培
正同學加入我們紅藍大家庭。
最後，英國培正同學會謹附上US$100.00作為同學會紀

念會刊印刷費補助之用。
順 祝
編 安

弟吳仁灼上  2009年4月15日

編輯先生：

澄   清
祈刊登本人陳兆淦（1954年級匡社）的『澄清』

於下期培正同學通訊，則感激得很。
日前拜讀培正同學通訊第164期，2005年8月

31日在香港出版。在第88頁載有匡社梁英生撰文，
題目是2003溫哥華第一屆培正同學日見聞感。其中
第四項「充數上台領錦旗」的第九行：「我們匡社陳
兆金出錢加鹹魚兩碟，梅香，確係好味，可惜聽說
此物與鼻咽癌有關係，平時難得飽口福耳！」
該文可能是說我，因為匡社沒有一位叫陳兆金

的同學。我讀中學時是寄宿生，偶然在膳堂加餸也
只選擇煮熟的鷄蛋，我從小就不喜吃鹹魚。所以拙
文用意是澄清一點。
本人知道鹹魚與及煎、炸、煙燻和醃製食物會

產生「亞硝酸盬」，它是一種致癌物質，不但與鼻咽
癌有關連，而且可能導致食道、胃和肝癌。加拿大
華裔對癌症有增加及年輕化，遺傳與基因的變異也
有關係。
該文作者梁英生學長，本人和他在匡社離校45

周年聚餐時見過面，在溫哥華也吃過午飯，可是在
培正小學和中學時代，未曾聽過與見過這位學長，
無怪他連本人的名字都寫錯了。

  1954匡社 陳兆淦 2009年4月27日

如此熱情地幫助他人，體現了你們偉大的無私愛心和崇高
的思想品德，令我肅然起敬，使我看到了培正文化薰陶的
優秀紅藍兒女。你們心裏銘刻著至善至正的校訓，你們具
有培正人最善良、最樂於助人、最正直、最誠心誠實待人
的品質。你們擁有優秀紅藍兒女澎湃的熱情、火熱的心，
特別是善心，你們對我孩子就像對待自己的子女那樣，關
心體貼、安排細緻周到，充分體現了培正的紅藍精神聯結
友誼、團結互助的紐帶作用，無論是粵、港、澳的培正學
校，其傳統一脈相承，紅藍兒女一家親。當我孩子知道你
們幾個會長都是畢業于香港培正時，他深有感觸地說，培
正文化及其凝聚力使培正成為一個世界大家庭，在大家庭
裏感到無比溫暖和幸福。中國有句俗語，耳聽為虛，眼見
為實。紅藍精神無國界，至善至正在溫哥華，它使我孩子
感動，使我信服，我慶倖兒子當初選擇了培正。從培正出
來的人確實與眾不同，我們期待的不是有多少的培正精
英，而是具有人性中最樸實、最真誠、最有善心和愛心的
培正人。一百多年前培正的先人提出並延續至今的先學會
做人再學會學習的教育宗旨和培正文化，正是現時代提倡
的教育理念，這就足以使培正人感到驕傲和自豪。正是這
樣，培正學校才蒸蒸日上，培正文化才源遠流長、長盛不
衰。為此我衷心地感謝溫哥華培正同學會，衷心地感謝各
位會長，衷心地感謝百年學府——培正！

學生家長：黃寶超 二○○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感‧謝‧信

英國培正同學會茶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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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定學長：
喜知雷禮和同學重摰會長一職，順在此向

他道賀及加油，因為「培正」商標之爭議，我們
勝了第一仗，也準備奉陪到底，永遠站在公義
與真理一邊，才可達至善至正。
細讀李孟標的香港培正創校史，憶兒時培

正的歲月，因我是在1946年夏入讀培正小二至
夏令班，8歲住宿生至1956高中畢業，文中一切
大多的事物，都與我一同成長，如馮棠校長由
美歸來，小操場變禮堂，（連偷去美蓮買零食的
路也斷了），化糞池及水厠的興建與新校舍的加
建，均身歷其境，我童年的成長就在培正，真
正的一條龍。我常自誇的豪語是除了大學及專
上學院，我一生只讀一所學校「培正」也同時住
在那裡，它是我真正的家，從沒有試過找學校
或考入學試的煩惱，一切都像理所當然的培正
又培正。
謝謝你多年前帶我去探訪陳福慶老師，她

就是我的第一位真正的老師，五育均由她那裡
開始。本年3月我回港，還帶了以前的宿生林楷
培同學一起去看過她，還有很多舊同學都向我
打聽怎樣去看她（如張殿彬、關炎良、梁耀基 
⋯⋯等）。內付捐款支票一張，請查收。
即祺

秋安
司徒光   2008-10-19

Dear relatives and friends,

2008 is a very special year, people were full of 

hope in the fi rst half of the year with a false security 

in everlasting wealth in shares and houses, after 

a successful Olympic game in Beijing, then came 

the credit crunch in September leading to a global 

recession, and a fi rst African American was elected 

as the next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in November, 

what a dramatic year!

2008 is a special year for us too, Elm Lodge 

is 200 years old, Janet passed her membership 

examination and Jacqueline graduated and qualifi ed 

as a medical doctor.

The highlight of 2008 was that we went to visit 

Macau, where it brought lots of exciting memories 

to Ian & Caroline’s childhood. Macau has changed 

beyond recognition in which has made us to believe 

that life is not always static and we have to change to 

adapt as well.

Life in UK remains as busy as usual for us.

May we wish you all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ealthy & steady New Year.

Love from

Ian, Caroline, Janet, Jacqueline & James

吳仁灼

雷會長、蕭主編、李校長、張副校：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又快來臨，在此祝願你
們與家人歡度一個愉快的佳節。
由於內子於十一月底返港、台探親兩個

月，我沒法返港參與仁社離校40周年活動，
深感遺憾。末了，與你們分享一個喜訊：
大女兒致琁最近接受McMaster大學聘請為碩士
課程兼職講師，明年一月開始教授統計學，
Janet如今還在Grace Hospital全職做Advanced 

Practice Physiotherapist工作，大女為紅藍兒
女。

羅桂森  2008年12月14日多倫多

香港培正同學會：
近日收到培正第168期通訊，勾起我傷惑，

我夫鍾貽衍已於2006年9月13日返回天國，現
讓我補通知你會，此消息希望刊登下一期培正
同 學通訊，寄上伍佰元支票作為捐助培正同學
通訊經費之用，鍾貽衍（1944昭社）在天之靈的
一點心意。

鍾貽衍妻敬上   2008年9月22日

Christmas Greeting 2008

此資料由洛杉磯同學寄來，編者按：鍾貽
衍學長乃1944年級昭社同學，是當年廣州市著
名田徑運動員，1947年第十五屆廣東省運動會
榮獲男子甲組100米及200米跑第一名，1951年
廣州市第一屆運動會公開組100米跑冠軍，故有
「短跑王」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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