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道夕陽餘暉短，切記五年又重來。」 這是陳文藻同
學在2003年建社小鑽禧時所作詩句中表達的期望。五年後
的2008年11月28-29日，在建社畢業離校60周年紀念之際，
六十多位連同部份夫人作伴的同學，沒有理會人生夕陽餘暉
短，果然依約在鑽禧慶典日又重來培正母校歡聚！
早在2006年5月，建社香港同學會就發起了籌備鑽禧

紀念活動的建議，在得到各地同學熱烈響應和支持下，在
2006年11月1日成立了由張權（廣州）、高鎮南（香港）、
趙紀庭（美國）、黃毅孫（加拿大）、雷天霖（臺灣）、李果
豐（澳洲）等幾位同學組成的籌備領導小組，隨後又由黎啓
培、鍾洪樞、甄鉅、莫蒙異、林萬暉、趙汝康、陳錫恩等同
學先後跟進，多次商議，分工負責，對計劃的實施做了大量
的工作，還聘請了晶社同學雷志明把紀念活動全過程作了專
業攝影，錄製成DVD光碟給同學們留念。
11月28日鍾洪樞、甄鉅、莫蒙異親自到火車站迎接由

境外回穗的同學，黎啓培則駐守白雲賓館辦理住宿和安排由
廣州同學一盡地主之誼，盛情宴請境外和外地同學的午宴事
宜。豈料九廣直通火車罕有地誤點，到達賓館飱廳時已經是
下午二時了，但當境內外同窗久別重逢，一片寒喧問侯的喜
悅之情，早巳把因久侯而飢腸碌碌之感忘記了。午宴在甄鉅
主持下，先後由張權、鍾洪樞、高鎮南和楊競衡發表了熱情
的講話，而各席同窗亦乘此歡聚良機暢談各地各人近況及照
相留念，其中特別有意義的是由我社卓有成就及具代表性的
同學楊競衡（前天津市市黨委常委，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電氣工程學專家），盧光啟（中山醫學院前院長）和來自臺灣
的雷天霖（前海軍中將），陸景武（旅遊管理學博士，大學教
授）的大合影，顯示了在紅藍精神的帶動下，我們建社同學
早己實現了兩岸三地的「大三通」了，回望歴史，真是一笑
己經風雲過。不過，在暢敍中亦有令同學們感慨的事，記起
在深圳舉辦小鑽禧紀念時，梁泳釗、趙紀庭、黃兆權三位同
學都精神奕奕地參加了全部活動又曾在座談會中代表香港和
美國同學會暢談感受，但時過不久，他們卻都已經先後因病
乘鶴而去，今天留給我們的只有他們音容宛在的唏噓回憶。
午宴過後，大家前往新建的廣州大學城參觀，這是全國各
地所建的大學城中規模最大的，分為大學區和生活區兩大部
份，現有15所大專院校進駐，各大學府建築物分佈井然有
序，但都沒有圍牆分隔，周圍環境十分優美，是現代化的一
種新格局，足見國家建設面貌真是一日千里，新一代青年人
能在這樣的環境學習，真令我們這些老一輩羨慕不己。因時
間不多，只能由鍾洪樞帶領大家參觀了他工作過的廣州大
學，再參觀了揭幕不久的廣東科學中心外圍。

晚餐後，同學們又起程趕往位於番禺的長隆樂園，觀
看了由俄羅斯馬戲團演出的一塲精彩節目。大半天的遊
覧參觀，大家都興盡而歸，回到白雲賓館巳近晚上十一時
了。
29日上午10時，全部同學回到了東山培正母校，校

門內兩側早已有二十位學弟妹們列隊手持花束熱烈歡迎，
有的同學還是離校後第一次回來，但即使是曾經多次回來
過，也會感到母校變化很大，由古老校門後的廣場直下斜
路，面對的就是培正中學百周年紀念堂大樓，這次慶祝大
會就在大樓內的大禮堂舉行，在斜路左側的圖書館、澳
洲堂和王廣昌堂都留下了同學們曾經歡渡過的痕跡，而右
側的古巴堂和白課室卻已經拆卸，重建了兩座高層教學大
樓，裡裏的教學設備和當年我們在學時已有天淵之別了。
在美洲堂前來個大合照是周年紀念的例牌行動，今年我們
展開的橫額標題是「建社同學慶鑽禧，敬祝母校更輝煌」，
這是甄鉅的傑作。合照後，同學們三五成群分別到校園內
遊覧懷舊一番。培正同學會為建社安排的休息室原來是在
美洲堂內近日召開培正中學董事會年會的大會議室，橫額
還沒有除下來，同學們當然不會錯過做個冒牌董事的好機
會，立即爭取時間在橫額下和會議室左右掛著的校徽和「紅
藍精神」牌子下合影留作紀念。
當日中午，母校在東山豐澤園酒家舉辦了盛大的大公

宴，一千多位來自海內外各屆新老校友教師員工歡聚一
堂，共同舉杯慶祝紀念培正中學119周年暨同學活動日。下
午三時，慶祝大會在莊嚴的國歌和我們感到親切的校歌聲
中正式開始，在同學會會長和校長分別向校友簡報同學會
和學校近況以及進行十多項頒獎儀式之後，就到了我們建
社鑽禧典禮了，49位當日出席的同學依次上臺接受了母校
各領導，省港澳同學會會長和一眾嘉賓授予60周年紀念牌
以及由建社同學會向母校和廣州培正同學會分別贈送禮金
各壹萬元的隆重儀式。當我們這些巳踏入耆年之列的老同
學在臺下熱烈掌聲中列隊站立在臺上接受祝賀和照相留念
時，大家都深感有幸在有生之年還能參加這次難忘的離校
60周年鑽禧紀念典禮而內心無限激動，旣有感同學們一甲
子人生變幻歴程的無奈，又感受到同學們數十載以來對社
會所作貢獻的欣慰，在感謝母校當年對我們培育之恩的時
刻，正如在慶典最後有林萬暉代表建社參予的「薪火代代
傳」儀式一樣，同學們更衷心地預祝母校師生們繼承發揚紅
藍精神，共同努力，把培正中學辦成一所享譽祖國的一流
學府，為國家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優秀的人材，取得更輝煌
的成就。   趙汝康 林萬暉 報導

記建社鑽禧紀念慶典

銳社金禧誌盛
銳氣填膺抗戰三千日可歌可泣
社群出眾縱橫五十年亦傲亦豪
這對嵌字對聯，上下聯首字分別嵌上「銳」及「社」的

名稱，點名度身之作也。而上聯意指銳社同學出生於可歌

可泣的抗戰八年大時代，正所謂多難興邦和生於憂患的意
思；下聯就顯示社友畢業後五十年內縱橫馳騁，突出金禧的
來臨和這些年來社友無論在學業、家庭及社會等成就上都
有足以自傲自豪的地方。五十年在人生里程上佔了三分之
二，不可謂短，很多社友大都接近古稀之年，所以金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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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照片及王楚霞同學主唱的聖詩光碟，利之外尚有友愛
融入其間，使宴會氣氛更形高漲，到十時半才散席。
核心活動次日──主題，金禧盛典及大歡宴
一早回校綵排，很是悠閒，無事做的時候，還是鷄啄

不斷，可是時間一縱即逝。中午唐宮午茶，到會嘉賓有小
學李仕浣校長，同學會吳漢榆副會長，鍾偉光老師及陳立
方老師。宴開十一席，以何文田區域來說，唐宮的水準算
是一流的，眾皆滿意。一時半後散會趕到中學正門梯級拍
全體照，完畢後在Ｇ座前排隊入中學禮堂會場參加金禧盛
典。隊型採單行縱隊，女先男後，矮前高後，二時半正由
持旗手董修志同學率隊入場，全場同學站立鼓掌歡迎銳社
社友入場。大會由潘嘉衡主任司儀，先肅立唱校歌，續由
鍾定基牧師同學祈禱，接著由在校同學領詩。校長葉賜添
致歡迎詞時，強調本社與母校的關係。先是已故郭文強同
學以獅子會名義捐建獅子廊，又在本社銀禧大典時捐建教
員休憩的金禧室（紀念港校建校金禧，不是銳社金禧），及
在培正創校百周年時捐建近公主道的溫室。另一方面，葉
校長當年在培正入讀中一的時候候，就是由銳社同學陳力
行老師教授數學；第一屆弘社獎勵計劃執行時，由葉校長本
人帶隊，往美國三藩市參觀學習時，由本社吳宣倫博士帶
領及提供當地住宿及照顧師生起居，由此可見淵源深遠。
隨後由社長陳子樂教授致詞，真個精彩紛陳。
陳社長說我們抱著感恩心情回到母校懷抱出席盛典，

他用溫飛卿的《蘇武廟》詩句：「迴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
劍是丁年」作起興，感慨五十年一別，比之蘇武離漢十九
載更是長久艱辛，迴日所見所聞，幾是面目全非了。他特
別感激三位當年深具愛心的老師出席我們的盛典為我們掛
牌，替我們添愛增寵，他們分別是92高齡陳立方老師，88
高齡的鍾偉光老師和劉彩恩老師。社長的記憶力甚強，分
別憶述老師們的往事。他細述陳老師在校當年一日中午，
跟一位年輕留美老師比賽擲壘球，從Ｅ座一樓走廊越大操
場擲向小學舊Ｄ座。當時有鐵絲網分隔中小學。年輕的老
師只能擲到大操場的中部，而陳老師振臂一揮，球卻飛到
小學的Ｄ座與鐵絲網相撞，令到它振動凡數秒鐘之久，可
見陳老師膂力驚人。鍾老師儀容特出之外，還用心教我們
數學，從而讓我們領會到幾何黃金分割之美和數學推理的
嚴密，難怪有那麼多同學其後入大學習數。劉老師的愛心
和耐心加上苦口婆心，令社長為人師表後方知這套秘方受
用無窮。又套用劉老師的A、B、C、D、E原則教我們做人
不要太extreme，他還公開表達劉老師是我們銳社同學的母
親。自然流露出的溫馨，使台上台下社友和眾學弟學妹們
聽來動容和內心產生強烈的共鳴。
接著有社友王楚霞同學的感恩獻詩，她用基督徒開放

的態度唱出「相約在主裡」，勉勵在座各位，現在大家快樂
相會，未來在天家主裡會更加快樂相會。其後由著名影視
明星社友林小湛同學，彈一首《Seasons》鋼琴曲，她巧妙地
用春天代表在校同學和用秋天來激勵我們社友，以美麗琴
音和煉熟鍵觸代替語言祝福。
最隆重的掛牌儀式來臨，替我們主禮的，榮幸地，除

上述三位陳、鍾、劉老師外，尚有小學的李仕浣校長和中
學葉賜添校長。簡單的程序，社友雖經綵排，還是笑話百
出。之後，拍完全體照，有三位傑出社友留下接受在校同
學訪問。
這三位同學分別為創社社長，現任立法局議員工程界

難能可貴處，就值得我們大事慶祝和大書特書了。
說到大事慶祝，少不免要參加者人多勢眾和活動連

連。我社金禧連連的活動包括前奏旅行；接著核心活動的首
日歡迎海外社友的宴會，次日重頭戲由母校主導的金禧盛
典，中午的茶聚，及晚上的大歡宴，第三日的本港懷舊一
日遊及晚上的惜別宴。核心活動完了之後又是四日餘慶的
穗澳追宗認祖尋親之旅⋯。
所謂人眾不在數目之多，在我們社之前金禧慶典相

比，自無超越之處，但以一地畢業學校出席社友人數比例
之高，實在有可以驕傲的地方。試看1958年本社高中畢業
時，在港畢業人數約在百肆之譜，但報名出席此次盛典的
共有8 ５人。其實留港社友人數只卅出頭，主要的參加者
還是來自海外。以萬里之遙，重洋之隔，不辭奔波行旅之
苦，回到半世紀成長出身之地，如三文魚之迴游，同樣高
義長情了。試分述活動如下：
前奏－星馬五日之旅
所有本社此次旅遊均由新天地文化旅遊社接辦。該社

以豪華及富有文化色彩接待為其特色，由海外社友所指
定。此次本社領隊為關博文（加夫人）社友，團員有陳國成
伉儷，陳德純伉儷，陳樂琳伉儷，朱亮玠伉儷，鍾定基伉
儷，方達榮闔府五人，辜昭湖伉儷，郭美成伉儷，劉晶釧
伉儷，林建光伉儷，蔡宗淇伉儷及伍碧姬社友，全部共廿
八人。此次旅行先是在6/11晚於豪華酒樓來個晚宴簡報，
捨茶會而用宴會，此亦是特色之一。五日之旅，全程五星
酒店住宿，全無購物活動加插，免勞累之苦，也無其他滋
擾，完全達到前奏熱身和享受友情的目的，接著的是歡迎
海外社友的宴會。
核心活動首日──（13/11）歡迎海外社友宴會
杜甫贈衛八詩開頭說：「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

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說的正是我們的一群。我們
社友大都定居在地球的頂部與底部（亞洲與美洲），跟夏日
出現的天蝎座和冬日出現的臘戶座在天球位置相差180度何
等相似。我們的悲愁與類似處境在千多年已給杜甫說得透
透澈澈了，難怪他被尊為詩聖。秦少游「鵲橋仙」詞的「金
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只不過刻劃出牛郎織女
一年一逢的難能可貴，但我們有些社友己是五十年內未曾
一會，其難度遠超五十個金風玉露吧。所以社友們一見面
之下，自是千言萬語，聊個不停。是晚豪華樓頭，讌開十
席，出席嘉賓只限社友及配偶，已超過百廿人所訂酒席人
數的上限。為保持熱鬧氣氛，不忍將已聚在一起的社友強
逼分開起見，社長只好命酒樓每席加位而不增席，可謂兩
全其美。到底這個時刻，吃已不是首要的著眼點，鷄啄不
斷的短話長說，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宴會之前先分派金禧禮物，男同學紀念領帶一條，女

同學紀念絲巾乙方；共同紀念禮物是水筆乙枝，馬天麒社
友惠贈大會精心自製日曆（他的攝影大作），社友鍾定基牧
師贈送的名作「標竿人生」。在宴會之前，圍圈傾談自是首
選，但不停拍照也是熱門動作。除個別之外，團體拍照更
是熱閙，團體拍照若不分流，禮台就無法容納。這時，出
現一個怪現象：如「信」班號召拍照，到底是用畢業時候區
分，還是用幼稚園時光作為定奪？於是就有某班霸著禮台
狂拍，名稱就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才輪到畢業時
間，結果連累到其他班別只好在台下呆等痴候好了。宴會
中更有倪家傑社友的抽獎，而獎品就有馬天麒同學的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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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博士，畢
業時社長現旅加
建築師，著名攝
影師馬天麒同學
及建築師，前加
國麥基爾大學副
校長著名有機化
學教授陳德恆教
授。先訪問何博
士，問他為何從
工程界轉入政
界。何稱此純是
個人的挑戰，因
為從前能有機會
在培正參加社的
組織活動，這就
是微型政界的訓
練，所以在各項
建築工程都嘗試
完過後，自然回到母校所薰陶過的工作方面去作挑戰，一
嘗為市民服務的樂趣，自然走向政界發展。再問到馬社友
如要在母校園裡，可有甚麼建築地標來突顯出本校時，馬
爽朗地答稱要在狹窄的有限空間，四周大廈林立，可建造
一座既高且不妨礙附近建築物景觀的類凱旋門式、用校色
強化的校舍，這就能突顯出本校來。最後問及陳教授培正
的教育有甚麼地方影響他畢業後的動向和發展，陳教授引
出三位老師的例子來說明。陳教授說中三時班主任劉彩恩
老師的愛心和苦心令他改曲為直，從此發憤圖強一棄「薯
頭」劣名。化學老師張啟滇的教學技巧和啟發令他刻骨銘
心，使他畢業後疾志向化學上發展。數學陳永明老師一句
話，令他覺得年青人要不畏難，用心克服心理障礙，凡事
勇往直前，這三位老師合起便來影響了他的一生。
最後獻金儀式，由李冠南同學代表本社捐獻環球教室

費用，倪家傑同學代表本社捐獻中學獎學金，皆由葉校
長代表接受。吳懿徽同學代表本社捐獻小學一間特別室費
用，由李校長代表接受。薛孔奇同學捐獻港同學會費用，
由雷禮和會長代表接受。
整個金禧式儀耗時二小時，在參觀完學校設施及茶會

後，移步到小學石級處再拍全體照。這次是連寶眷也參
加，陣容龐大，加上有斜暉之助，場面廣闊，其後發覺拍
照效果異常良好。小學參觀完畢，由三部旅遊車載全部社
友往旺角出席大歡宴。
金禧大歡宴
是日晚假座旺角火車站新世紀廣場美心皇宮，七時開

始，到有嘉賓，校方有何建宗博士，葉賜添校長，李仕浣
校長，梁錦裳副校長，同學會雷禮和會長，吳漢榆副會
長，呂沛德副會長，林學廉秘書長，蕭寅定總幹事。兄弟
班忠社劉智遠學長，梅卓謙學長，善社陳志成學長（根據嘉
賓題名錄簽名，如有遺漏，祈恕宥）。先由社長致歡迎詞，
陸續由校監、會長講話，語多祝福。繼由吳漢榆副會長用
金禧頌歌祝賀本社金禧。吳會長透露一樁往事，令他寧放
棄他們誠社在國內的活動也要參加此次盛會。事緣五十年
前，無法出席其胞妹本社吳懿徽同學之畢業禮，故用此次
出席補償。他和社友王楚霞合唱的金禧頌歌歌詞（調寄畢業

歌），充滿熱誠
和溫馨，歌詞如
下：
同學少小切

磋學問彼此感情
深厚  如今畢業
五十周年四海回
歸母校歡聚
彈指一揮滄

桑變改笑貌歡聲
依舊　紅藍友誼
長存祝願求葆青
春
席間有小小

意外，朱婉嬌同
學不慎為台角絆
倒，傷及嘴唇，
幸有仁醫本社同
學陳國維及余杏

芬醫生即席施救，發揚愛人愛友的精神，更幸運的，翌日
朱社友能順利參加懷舊一日遊。
核心活動第三日──懷舊一日遊及惜別宴
晨九時在維景酒店出發，三部旅遊車浩浩蕩蕩直指青

衣，在青馬和汀角橋畔欣賞此二宏偉工程，令昔日荒野之
地全然變改。有同學回憶指出昔在校攻讀時期，青衣是名
歐人連伯氏大事活動而甚有新聞價值無人不知的地方，眾
社友聽後不禁莞爾。抵東涌後換乘另三部專車直上昂坪，
在佛像瀏漣後，可到心經簡林賞經或到市集購物，各適其
適。中午在寶蓮寺用齋膳，亦甚可口。回想昔日畢業旅行
之地，在該寺渡過難忘的三日兩夜，固然有卿卿我我、花
前月下的場面，亦有捨命陪君子、冒險登鳳凰山觀日的豪
舉，亦有暗開葷肉罐頭填飽怕食素齋的飢腸，更有偷出寺
院以解羈宿之苦，正是百感交集，甜酸苦辣齊到心頭來。
快樂的時間是不會等人的，轉眼日落，回到母校小學的膳
堂，舉行可惱又非要不可的惜別宴。
吃飯已不算是甚麼，主要是如何排遣這時要爆的離情

別緒。歐陽永叔的「玉樓春」詞開首這樣說：「尊前擬把歸
期說，欲語春容先慘咽」很是描寫出我們社友這時心境。李
義山又說：「相見時難別亦難」這時八十多人，大都翌日就
要分手了，有些許出下次見面之期，有些更說這次恐怕是
能自由自在見面的最後一次，有些就來個欲說還休，有些
更灑脫地說：「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到
底我們已踏入古稀之年，現實是不會由人的意志所能自由
左右的。在母校惜別的好處，就是活動場所不限於酒席周
遭，可以自由在校園窮逛，甚至高叫狂呼，不必拘禮遵規
可以盡情表現自我，最匧意的，到底校園可算是屬於我們
的。末了，晚九時正，到非要分手的時刻來臨，因為翌日
一早，約有四十社友參加餘興旅遊，只好忍住啞咽說句珍
重再見，後會有期。
餘興追宗認祖之旅──三晚四日的穗澳遊
很多社友到底去國五十載，對祖國及培正肢體從未有

所認識，或不甚了了，所以有這次旅行。這次又是新天地
文化旅遊社主辦，但本社領隊改為社友林楷培同學，團員
單人的有余杏芬，賀振遠，關博文，馬天麒，黃玉清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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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光 飛 逝，
不知不覺間今年
已是一九八三年
級凱社同學畢業
廿五周年。早在
零八年年初，幾
位熱心的同學，
包括黎藉冠、潘
嘉衡、黃潤昌、
黄 裕 昌、 謝 美
望、伍思琳、曾
少賢等一同組成
了籌備委員會，
並透過製作凱社
網頁，積極聯絡
香港及海外的同學。與此同時，遠在溫哥華的朱詩敏同學
利用facebook召集海外的凱社同學，結果，陸續收到不少
同學的回應，最終約有八十多位社友報名參加銀禧加冕典
禮或有關的慶祝活動，當中更不乏旅居海外的同學，如梁
兆璋、周慧彰、關宜敏、葉翠璋、余思業、梁文舒、符靜
儀，還有梁偉剛和譚敏華夫婦。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六日，每位凱社同學期盼已久的銀

禧加冕日終於來臨了！當天中午，我社的同學及教師進行
了一場籃球賽。接着，我們到小學飯堂吃午飯，一邊吃着
飯，一邊跟舊友談着以往的學校生活趣事。吃過飯後，我
們走到小學有蓋操場參觀同學日的攤位遊戲，看著一個個
穿着整齊校服的培正學生，我們彷彿回到少年時代，一張
張臉孔是多麼熟悉，一個個片段是多麼令人難忘！
到了下午二時，我們齊集在中小學之間的長樓梯，準

備來個大合照。一時之間，又多了幾張熟悉的臉孔，大家
互相對望，看誰能最先說出對方的名字，不禁在想：大家的
樣貌也沒變呢！終於，大家都找到有利位置，擺出各種表
情，流露出中學生的那種純真，聽着攝影師的指示，乖乖
地來個大合照！
後來，我們便浩浩蕩蕩直上中學部，眼前許多景物都

改變了，從前的沙地跑道變成躂袒地，體育館被拆去了，
重新建成一座多層建築物，令很多像我一樣甚少回母校的

凱社銀禧加冕
同學，就如劉姥
姥遊大觀園的感
覺，所以我們不
敢亂走，總是跟
着 大 隊。 沒 多
久，我們在中學
禮堂門外列隊，
魚貫步進禮堂，
迎接隆重的銀禧
加冕典禮。我們
穿着由籌委會為
我們設計，由伍
思琳、曾少賢為
我們北上訂製的
寶藍色外衣，男

的結上紅藍領帶，女的配上紅色襟花，十分醒目！其他學
兄學姊都稱讚我們的心思呢！
終於，既簡單又隆重的加冕典禮開始了，由兩位同學

擔任司儀，她們就是曾少玲和譚婉嫻。她們逐一介紹為我
們加冕的老師上台就座，他們分別是葉賜添校長、李家俊
老師、張春頤老師、林業宏老師、陳力行老師、陳允武老
師、林永權老師、譚秉源老師、李雪梅老師、余榮端老師
和梁家榮老師。司儀曾少玲同學特別邀請吳秋伶同學為加
冕的同學製作電腦簡報，老師們逐一為同學戴上加冕禮帽
後，台上同時播出加冕同學的簡介片段，讓老師和同學都
勾起了許多回憶。儀式完成後約有近百人站在台上，好不
熱閙，再來一個大合照，為這次盛事推進高潮。
加冕典禮過後，大家便乘坐由同學會提供的旅遊車往

九龍灣國際會展中心參加同學日大公宴，除了上午参加典
禮的同學外，還有他們的家眷，晚上趕來的其他同學，加
上各屆校友聚首一堂，熱閙非常。
第二天，即十二月七日晚上於尖沙嘴舉行謝師宴，出

席的老師和同學難得相聚，似有說不完的話。會上播出同
學珍藏的陳年照片，看得令人捧腹大笑，也喚起彼此的情
誼。
歡樂的時光總是很快過去，大家都依依不捨，約定在

珊瑚禧加冕又相見。

玉容，伉儷及一家組合的有陳德純，朱亮玠，侯浩權，許
世榮，辜昭湖，郭美成，梁艷芳，林聖熾，林維相，陳國
維，王楚霞，蔡宗淇，黃子堅，汪國強。在穗澳分別參觀
當地名勝外，尚特意參觀西關培正小學，東山培正小學，
廣州培正中學，拜會廣州同學會及澳門培正中學。地主學
校用極親切的接待親人方式接待，使我們社友有如回到娘
家的感覺。
附金禧報名參加同學名單：
香港部分
陳翠瓊 陳加杰 陳國維 陳力行 陳德純 陳樹英 陳德恆 

陳子樂 朱婉嬌 朱婉蓮 秦維圻 何鍾泰 何國斌 薛孔奇 龔肇
康 關博文 金聖華 郭文輝 林楷培 林小湛 賴包亮 羅菊芳 劉

鎮祥 李冠南 麥培基 麥少嫺 吳懿徽 薛攀望 石雙群 蕭亮雄 
黃玉清 容煜生 董修志 許志興 陳明堔 35
海外部分
陳國成 陳加沛 陳樂琳 陳銳源 車克煜 余杏芬 陳永康 

張文晃 張健英 張文明 詹孝人 陳月珍 周朝漢 朱亮玠 屈越
銘 鍾定基 馮   渭 侯浩權 鄭淑卿 賀振遠 許世榮 熊玉容 黃
珮瑗 辜昭湖 關煜良 郭美成 梁艷芳 林聖熾 梁志成 劉晶釧 
林健光 林維相 馬天麒 馬鵬飛  倪家傑 王楚霞 史濟康  孫
述寰 蔡宗淇 黃子堅 汪國強 馮志寧 吳宣倫 吳國敬 黃愛蘭 
楊鎮清 徐翹新 李桂嬋 何振東 伍碧姬 50
註：有下綫者為金禧活動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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