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七年除夕前一天，陳啟潛學長在舊金山南郊
區Sunnyvale病逝，享齡八十六歲。陳學長曾肆業西關
嶺南，一九四零年中學畢業於澳門培正毓社。移民來美
前曾在香港培正中學執教鞭，歷史科授課。後升為訓導
主任，所以在北美洲桃李滿門。
一九六九年舉家移民來美，彼時長女靄湄、兒子曉

帆、幼女嘉湄尚在髫齡求學中。為了兒女的教育和前
途，陳學長不惜犧牲在香港的高職，到此新環境開荊斬
棘，重建家園，和夫人伍智貞女士備極艱辛，可見他父
愛的偉大。
陳學長旅居舊金山垂三十八年，常懷故舊之情。紅

灰或紅藍舊友到訪，必倒履歡迎，盛筵款待。夫婦倆活
躍於舊金山嶺南、培正二同學會，為會的中堅份子，每
有活動，定撥冗參加，必無缺席。伍智貞女士曾任嶺南
同學會婦女組要職，胼手胝足，操勞卓著。陳學長文采
斐然，寫得一手好行書。七零、八零年代甚至九零年代
初期嶺南同學會中的筆墨，貢獻良多。一九八六年已故
的梁卓芹出任三藩市嶺南同學會會長，陳學長忝屬紅藍
舊誼，執筆行文報導春節盛況，且撰一紅灰頌聯作開場
白。報導詳盡，文筆生動，讀者擊節嘆賞。其鴻文盡合
昭明文選所述的法則：「事出於沉思，辭歸於翰藻」。
不幸一九八八年夫人伍智貞女士被發現患了老人神

昏症，每況愈下，直至二零零零年去世。這十二年中陳
學長伉儷情篤，追隨左右，親侍羹藥。夫人病逝時，陳
學長雖重擔頓釋，但心力交瘁矣！
五年前在兒女勸動下，陳學長遷入照料老人的機

構，Sunnyvale的仲壽苑。喬遷前一個月他約會筆者，
黯然神傷，對我解說因年老體弱，兒女事業和家庭任務
繁多，很難兼顧，無可奈何入住老人院，以後再難有機
會踏足同學會。他希望能作點表示，捐三百元給簡報且
連交十年的會費。他立即手交六百元現款給我。這是他
對同學會辭別的贈品，我轉交王祖棠編輯。祖棠大受感
動，以後簡報出版，祖棠總設法優先寄給他。
在仲壽苑未住上一年，他向女兒申訴，他很寂寞，

時常懷念同學會的舊友。女兒靄湄在舊金山日落區的畔
溪餐室設了一席，請了黃西平顧問和夫人、陳榮士夫人
余順蘭女士、鄭國輝、及他的老街坊兼好友鄭伯乾先生
和夫人、還有照顧伍智貞多年的Winnie女士。他命令兒
女分程接送各賓客，可見他心細如髮。是夜賓主盡歡，
直至筵終，依依握手道別。
他在仲壽苑主要消遣是閱讀報章和雜誌，所以嶺

南同學會的簡報是不可少的精神食糧之一。每年我往
訪他三、四次，因為我沒有自己的車子，我要坐Bart往

東灣的Union City站，伍智貞的舊同事接了我，一同赴
Sunnyvale的仲壽苑，行程甚為迂迴曲折。他每次見了
我們總笑逐顏開，如獲至寶，起先三年我們都是帶他一
同出外午餐的。後二年他的咳嗽症加重，莫論吞吃東西
了，甚至說話也有很大的困難。我們不能再外出吃餐
了，只能留在房間內敘舊。他仍然掙扎，勉強和我們談
話。他愈來愈瘦弱，我心中感到不祥的預兆，他留在世
間日子不會太多了。
最後一次我往仲壽苑是去年十月六日和周榮超、朱

樂怡（澳門嶺南）同去。他們夫婦二人是陳學長培正的
學生。這次入門時照顧他的關姨先警惕我們，陳學長數
日前病情突然急劇劣化。耳朵聽不靈，眼力模糊，體質
大弱，甚至認人也成了問題。我們入房見他躺在床上，
見我們進來便嚷著要起床。很不容易關姨扶他起床坐在
椅上。他慈祥地凝視著我們，蒼白面孔上，嘴邊唇角掛
著一絲微笑。我們要行近大聲在耳邊說話，他可能聽到
少許。我們走時，他眼睛噙著淚珠，很顯然非常捨不
得。我不知道他能否辨別出我們，但那泫然欲淚的永訣
神情，大大震撼我的心靈。這是一寶貴生命的終點啊！
新年後一天我接到他的幼女嘉湄的電話說她父親已

辭世了。我雖然難過並不感覺到太驚異。剎那間找不到
安慰的說話，我只說了一句：「你父親受夠苦了，讓他
走罷，在主懷安息罷。」
二零零八年正月六日在舊金山Evergreen殯儀館的

喪禮，代表嶺南同學會執紼的是黃西平會長。嶺南同學
會送的花圈掛在培正同學會三花圈之旁。送殯行列中我
見到除了黃西平先生外，有陳榮士夫人余順蘭女士、鄭
伯乾先生和夫人、Winnie女士，差不多是四年前在畔溪
餐室用晚飯的原班人馬。但「遣情傷，故人何在？煙水
茫茫，難忘」了！
陳啟潛學長在培正高我十七級，有一段時間我們交

往得很密切，夫人伍智貞初患神昏症時，我們都是一同
到華埠午餐，送伍智貞到金巴倫教會參加靈修會後，陳
學長和我回我的家聊天，兩個鐘頭後他方到教會接夫人
回家。陳學長為人耿直，待人和靄，處事磊落，雖然某
些見解他很執著，不失為一正派君子。他和我結成一
忘年交。喪禮後，他的長女靄湄執著我的手說：「家父
結交你這樣的朋友，是他一生中的大幸。」此言令我感
動。現在回憶起我們的交往，可待成追憶矣！傷逝之
餘，我抄了唐朝張藉四句詩〈改了頭二字〉：「而今斷消
息，死生長別離，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聊表悼
念之情罷！

陳啟潛學長辭世
鄭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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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懷念張慕瓊老師
誠社吳漢榆

在銳社金禧紀念大
會上遇見劉彩恩老師，
我向她打聽張慕瓊老師
的近況，才知她已於前
兩年離開我們了。後來
又向溫哥華的區重堅老
師及最近返港的郭少
潔同學求證，據說兩年
前，她曾經致電張老師
家致候，是她的家人告
訴少潔同學關於張老師
的仙逝，知道這確切的
消息，心裡實在十分難
過。
記得1947年的春天，張慕瓊老師等，為匡社的

成立籌劃出力，張老師當時是我們六光的班主任，並
任教國文。她對作文批改十分認真，並要求我們謄正
錯誤，是我中文的啟蒙老師之一。張老師對同學的要
求很嚴格，曾經因為有同學在不適當的時間看偵探小
說，而遭充公書籍，使該同學至今猶耿耿於懷。

1998年我去多倫
多探望過張老師，她還
表示記得我小時候的模
樣。以82高齡，親自
駕車來參加誠社茶聚，
和我見面，培正師生情
誼，50年不變。回港
後，我寫了一信並附上
照片及遊美加詩作給張
老師，她親筆回信給
我，讀了我的詩詞，勸
我何不做個填詞人，為
電視劇集寫點什麼。說
年來很少執筆寫信，以

後也不會再給我寫信了。暑假很忙，要陪親友購物、
遊玩，可見張老師身體還不錯。之後我寫過幾封信給
她，但她給我的那封竟是最後的遺墨。61年過去了，
張老師已經離我們而去。75周年同學日，我又回到培
正小學，站在當年前座右邊的監學辦公室，張老師的
音容猶歷歷留在記憶之中，願張老師安息！ 

春寒峭冽夜難眠，推衾而起，順手反看這次北京
行的照片，總覺欠周詳，心底忽然浮起一個人，甚乞
人憎 – 謝宜安是也。
記得這十多二十年來，我社每有集會，或逢紅白

二事，社友動向等等，都由此人聯絡，有電話的用電
話，無電話的用信函通知，統計人數，安排妥善，從
不眩耀，亦無怨言。此人曾服務旅遊界多年，所以我
社凡有海內外旅行活動，都由他全力策劃，妥為安
排，甚得同學間稱道，各社委亦樂得坐享其成。每次
集會後，自有攝影師製備照片，分送各同學，習以為

常，眾人皆以為是理所當然，不知是有人在背後默默
工作之結果。
就如這次我社籌劃北京之行，因此人不在，社長

及各社委被迫上梁山，親自出馬，無奈都是門外漢，
困難重重，險些兒甩底，最後幸能完成任務，卻添了
一額汗水，可又無隨團攝影師，你說此人是否可恨。
尤有甚者，此人無義，竟捨我等而去，弄得吾儕

閒時麻雀耍樂，無以為繼，三缺一，情何以堪。一念
及此，更加憤恨難平，火速擲筆上床，尋夢去，祈望
斯人魂兮入夢，好讓我狠狠的把他臭罵一頓。

陳毓棠怒筆  2008/12/7

同學們，您們好。
上周宴會，有某同學說雷禮和會長，出差重慶，在大地震中知道謝宜安去世的消息，立刻寫了一篇悼文，趕

在上次同學錄登出，情深意重。反觀我社同人，表態者渺，聽後不覺心深愧歉，昨夜特撰一另類文字，以表追
思。古有長歌當哭，可我不善歌，只會罵，也不愛哭，干嗎要哭，我們親愛的宜安兄弟，有幸蒙主寵召回歸其懷
抱，獲享永生，值得我們為他歡呼，分享一下他的快樂，想宜安兄在天之靈，也有同感。

陳毓棠 2008/12/8

恨  ----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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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長：
頃接王府來電，慟悉王鑄豪學長於昨晚（10月14

日）深夜安詳離世，享年八十五歲.安息禮將於本月20
日舉行。
王學長乃1941年磐社老大哥，是資深植物學專家，

曾任華南植物研究所，植物學教授，榮休後受聘為澳洲
海島市政廳植物學顧問，並著專書多本。
王學長一生熱愛培正，關心師友，年事雖高，且身

John Wickham <john1745@optusnet.com.au>
2008-10-18
To Whom It May Concern,

We wish to advise you that our father Jerry Wang, 

‘Proffessor Wang Zhou Hao’王鑄豪passed away in 
his sleep on the 14/10/2008 at St Vincents Hospital 
Melbourne. 
Jerry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terminal lung cancer 
2006. 

Jerry spent the last three weeks in St Vincents hospital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and his passing on was peacefull during last Tuesday night.

The funeral will be held next Monday 20/10/2008 at 2pm   
Crick Chapel,  Faulkner Memorial Park,
Sydney rd, Faulkner.
MELBOURNE. 
Kind regards.

John and Fay Wickham.
114/350 St Kilda rd,Melbourne
VIC 3004
3 9696 2003

日前，銳社舉行金禧活動，我有幸應邀出席盛
會，遇見林楷培，他是林標培乃弟，他告訴我，林標
培因病已於2002年11月 離開我們。誠社同窓聞之深感
惋惜。
標培和我是當年高三信班同學，他喜愛美術，曾

經為誠社設計了一面社旗，就是現在採用的那面有「緊
握友誼之手」標誌的。
據楷培介紹，標培在培正中學畢業後，去聖士提

反讀了一年 form 5，1954年去了澳州，入讀雪梨大學，
1959年取得建築學學士（B.Arch,  2nd class honors）。60

年取得城市規劃（Town & Country Planning） 文憑，並
獲獎學金攻讀博士，於1964年取得建築科學博士（Ph.

D in Architectural Science）。 1965年在新南威爾大學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任教。從60年代起，

回憶林標培同學
多年來標培和來自星加坡的周女士一起，參加海外基
督教會（Oversea Christians）事工及在大學𥚃工作而認
識，並於1965年結婚。其後於70年去星加坡National 

University 發展。80年返回澳洲，任教於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其間曾以訪問教授身份去
U.C. Berkeley and Chicago University講學，每校歷時
半年。亦曾往返澳、港兩地，與香港城市大學協作交
流。除了專業工作外，標培對教會事工也非常熱心，
投入許多精力和時間。
標培專注工作，對身體有所忽畧，致有病未能及

時發現病治，終因積勞成疾。
林標培育有一子一女，均已成才，亦各有所出，

標培榮升祖父輩，足堪告慰也，願標培同學安息。
（誠社 吳漢榆 2008.12.9）

體抱恙，仍勤於撰稿給培正通訊，近日因病入院，雖很
疲乏，但與他提起培正，即見他喜悅地憶述紅藍往事。
今王學長離我等而去，禱願王學長安息主懷！並謹

向王學長家人及磐社學長表示衷心的慰問。
墨爾本培正同學會會陳秉麟謹告

2008年10月15日
（懇請各地培正同學會首長代表王學長家人轉告磐社社
友為盼）

王鑄豪學長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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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慷烈老師（左）

永遠懷念恩師羅慷烈教授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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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培正校友懷著無
比哀傷的心情，悼念敬愛的
羅慷烈老師的辭世。
五十八年前，即1951年

秋，羅老師由廣州培正中學
轉來香港培正，擔任我們
高中二年級國文老師。他
教我們唐初四傑的四六駢
文，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以
及唐詩、宋詞和元曲。他把
我們當作中文系的學生一
般施教，除了國文課本外，
還親自刻蠟板，油印講義作補充教材，使我們很受教益。中文水準有很大的提高。
（1952年我代表培正參加全港高中組論文比賽，由羅老師帶領得亞軍。）

羅老師在培正中學教了四年，直至1956年離開。除了1953年級誠社，還有1954
年級匡社，1955年級忠社，1956年級瑩社是羅老師在培正的關門弟子。
在以上四個級社畢業25周年及50周年，羅老師都回母校為我們銀禧加冕及金

禧掛壽牌，師生情誼，歷50年而不滅。記得1978年誠社銀禧加冕，羅老師為我們填
了一首詞，調寄鷓鴣天。
詞曰：
錦瑟華年水下灘 喜過四十尚朱顏
已生虎子能依樣 猶倩旁人為整冠
思往事 憶登壇 佳辰莫惜酒盃寬
諸君從此稱元老 可有刑儀後學看？
我們培正同學，對羅老師的諄諄教導，不敢忘懷。張焯愧至今還保存50多年

前羅老師派發的中文講義，一頁不少。我1953年回大陸升大學，隨身攜帶羅老師親
手刻印餽贈的〈蘋夢齋近年詞〉。在1966年大陸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猖獗抄家破四舊
時，我還是千方百計地把它保存好，恐防有失。
1953年畢業時曾經送給羅老師一幅國畫，他一直保存至今。前年我造訪他，他

說要把保存了30多年的舊作還給我。我請他題字留念，他欣然命筆，也許這是他生
前最後用毛筆寫下的墨寶：
歲癸巳 漢榆肄業培正高中三年，才氣過人
已工繪事，贈余此畫，距今五十四年矣
翰墨因緣，殊不易得。
銘曰： 吳君年少，繪事已妙，
   五十四年，完壁歸趙。
近兩年我在培正同學會作詩詞講座，為解決一些疑難，如「犯孤平」等問題，常

常請教羅老師，他還是像當年在培正一樣有問必答，諄諄教導我，還親自批改我的
詩詞作品，在2005年5月一封回信中寫道：「⋯不意五十年後，復為弟台批改作業，
師生之誼，殆非他人可及也⋯。」
回憶兩件舊事：
（1）1995年羅老師移民加拿大溫哥華。1998年我們闔家曾去探訪他，並同游班

芙、哥倫比亞冰川。我建議羅老師何不寫些詩詞以紀游踪，他說加國山川，不及我
國山川有靈氣。後來還是寄贈五首七律詩稿給我 。題為「哥倫比亞山脈」、「哥倫比
亞冰原」、「天然橋」、「維多利亞冰州」及「路易斯湖」，〔均未刋入2002年版 「两小
山齋樂府」〕。
（2）或問：包玉剛是否包公之後人？羅老師叫我找「二十四史」之「宋史」 忠臣傳 

— 包拯一章查找答案。
今天，羅老師已經離開我們了，他的音容樣貌，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我們

將永遠懷念羅老師。
培正 誠社 吳漢榆  200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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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Hong Kong Pui Ching:

Attached please find an article from 

our local news-paper regarding Brian 

Wong 王羽侯榮獲「傑出移民」.  He was 

from the year 1963（真社）.  His photo 

will be sent separately.  Please have 

this published 

in our 校 刊 .  

Thank you very 

much.

Best regards,

Barbara Young

President

A l b e r t a  P u i 

Ching Alumni 

Asso.

To: lamdavidw
Date: October 10, 2009
Hello uncle david and 
aunt may

I w a n t e d t o l e t y o u 
know that dad passed 
away this morning—

10/10/2009 at 11.01AM in guangzhou. i was with 
him at the hospital. i will be working on funeral 
arrangements for him while i am here. i shall keep 
you apprised of the date if you are able to make it 
out here.

Love 
Genevieve

真社校友王羽侯突然離世
本會校友王羽侯（真社），在今年 9月12日突然因腦出血暈倒，緊急送院

搶救無效，與世長辭， 享年65歲。王羽侯祖籍山西省河津縣（古龍門縣）。早
年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台灣大學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化學系。 他自幼喜
愛京劇藝術，1999年起以「王大仙」之筆名在愛城光華報撰寫文章。之後更創
辦愛城京劇研習社, 是該社社長. 又以「龍門散人」之筆名撰寫「京劇淺談」和
「戲劇人生集」等小書冊。今年7月，王羽侯榮獲愛城傑出移民獎。為了悼念
王羽侯生前的功績，亞省培正同學會，愛城京劇研習社，加中友協，中華電
腦學會等多個團體在10月4日一起舉行追思會。當天出席者百餘人，有王羽侯
太太沈素珊、兒子王世義、王世禮、兒媳Carole Michelle和三個孫兒。 本會
出席者有楊光浩（昇社）夫婦、李紀兆（恒社）夫婦、楊羅慧嘉（銳社）及夫婿
和蔡業健（正社）。會中各社團代表分別講述王羽侯對他們社團的貢献。楊羅
慧嘉會長及蔡業健代表本會講述王羽侯在本會的事跡。正如會中一位長者所
說，王羽侯有三大優點。就是人格高尚，才華橫溢，樂於助人。 他的離世，使
我們失去一位良師益友。

在業務上協助熟悉本港規範，以便能
快些上手。
1985年10月，工餘之暇，亦曾

去華中工學院母校，為本科學生講授
「高層建築實用結構設計」，並印發講
義，發給每位同學，深受學子歡迎。
退休後，經常招待同學去蛇口他

的別墅相聚。游覽世界之窗，仙湖植
物公園等。在卓挺患病住養和醫院期
間，誠社同學亦有前去探望。胡蔚均同學更以切身經歷，
開解及鼓勵他安心遵醫生指示服药治理。卓挺本人亦抱
樂觀態度，還不時說笑語。
吳卓挺及妻子吳聶夏荔，育有四位女兒：雪瑩及夫

婿、琬瑩、翠瑩及夫婿、珮瑩，在他患病期間均侍奉在
側。我們深切哀悼吴卓挺同學的辭世，祝禱他永遠安息！

誠社吳卓挺同學因患肺癌，不幸於2009年 6月24日
永遠離開我們了，享年75歲。我們都為培正及我社損失
一位好校友而惋惜。卓挺於1950年以優異成績，由德明
轉入培正高中一下午班。1953年畢業，回廣州參加全國統
一高考，被錄取入華南工學院 建築系<工業與民用建築
>本科。1957年畢業被分配入武漢華中工學院（現稱華中
科技大學）機械系材料力學教研室 任教。至60年代初回
香港發展，入新鴻基建築有限公司，職至高級結構工程
師，年前退休。
吳卓挺為人樂觀、豁達，關心同學，樂於助入。70- -

-80年代許多校友由大陸回港，因學歷不被當時港英政府
認可，找專業工作十分困難。吳卓挺十分同情這些來自大
陸的建築同行，遇有空缺，均盡可能介紹及安排工作，並

悼念吳卓挺同學

惊悉老同學盧荷渠 （肥公） 因病不幸仙逝，我社同寅深表哀
悼。盧荷渠1953年畢業於香港培正中學，為我校鐵矛籃球隊台
柱。1956年更入選中華民國世運籃球隊，出席墨爾本第十六屆奧
林匹克世運會，成為我國第一代世運國手。1961年畢業於台灣大
學機械工程學系。在美從事機械設計工作多年，退休后回廣州定
居。為人樂觀豁達，對同學會甚有感情。
六十五歲時曾有述懷詩一首：
書書期養志，晝晝望傳神。
喜作逍遙客，情牽萬里親。
今日荷渠老同學已離我們而去，望風懐想，殊深惋惜。希望

家属及侄兒們勉節哀思。
香港培正誠社 全體同 寅鞠躬  2009.10.11

深切悼念盧荷渠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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