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香港培正同學會
蕭寅定學長 

關於：墨爾本培正同學會報導 
蕭學長，你好！
近日澳洲維多利亞省包括墨爾砵市東北部發生山林大火，災情惨重，相信兄等也曾看過有關的新聞報導。墨市

同學只有一位（真社的黄志強）居於離災區較近地方，但幸未受影響。
現附上由嚴銘求學長撰述有關本會2008年秋於Marysville山村避靜郊遊的記述一份，及参加者合照乙張。煩請酌

情刊登於培正同學通訊及培正網頁。 
耑此致謝  順候近安!

墨爾本培正同學會 陳秉麟（會長）敬上

遠方的客人來探我們，墨爾砵同學喜歡遊車河的，多
數會和人客一起駕車遊「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或
「也拿谷」（Yarra Valley）。「大洋路」是從墨爾砵向西行，
沿維省南岸而築的公路，一直通往南澳省。沿路一邊是山
林石壁，一邊是白沙藍海，蜿蜓曲折，景色開朗壯麗，著
名的「十二門徒」景觀便在途中。「也拿谷」是墨爾砵外東北
部的一大片山嶺河谷地帶，車行其中，兩傍儘是綠色的牧
塲，或是種植整齊的葡萄園。遠處峯巒疊疊，風光幽美怡
人。
理事會年初便決定搞一次較大規模的多日旅遊，讓同

學們享有多天共同生活的樂趣。康樂部長李國穎同學在八
月便選定了「也拿谷」北端的Marysville小鎮為目的地。並命
名此行是「避靜之旅」。九月和十月，陳秉麟會長和李國頴
又和幾位理事一起去小鎮裡探路，選擇住宿的「避靜」山莊
和要觀賞的各個園林勝地。
其實在墨爾砵生活已經相當清靜，今次再遠離墨城

八十多公里，更是少見人煙屋舍，多見樹木綠野了。我想
「避靜」者大概是暫時拋開緾身的俗務兩三天，一起在大自
然中享受紅藍友情。參加的同學有鋒社（張振文）嫂夫人程
式坤；瑩社李昭雄夫婦，李世平夫婦；輝社李國潔，嚴銘
求，陳觀群，（朱光第）嫂夫人黃敏才；銳社李國穎夫婦；
正社卓壽泉和徐懷淑夫婦；善社陳秉麟和真社謝翠霞夫婦；
旭社張國麟夫婦，唐小雅；協社畢慧平；剛社王端兒；和穎
社任家誠等廿人。還有香港中文大學同學會的四位會友。
十一月是這裡暮春的一個月了，萬物得時，都露出欣

欣向榮的樣子。七號那天，我和其他三位貪多玩一天的同
學，擔任先頭部隊，首先驅車出發（其他的都在次日才起
程）。可是天公卻不造美，偏偏把太陽收藏起來，而且灑
下絲絲細雨。我們從車廂裏外望，無盡的綠色草原都調為
粉綠色，一列一列分撥整齊的葡萄樹，又像非洲時髦婦女
的髮型，卻戴上了白色的頭紗。這裡有多間出名的葡萄酒
園，例如我們停下用午餐的Domain Chandon，便是法國
資金經營的，他們都不計成本地把周圍環境佈置得綺麗清
新。
從墨爾砵車行約大半小時便到了旅遊小鎮Healesville，

這裡的動物園比較出名，對鴨獺（俗稱鴨嘴獸）和袋鼠的養
飼和牠們的生活有詳細的介紹。繼續向東北行便經過一個
連綿十數公里的雨帶森林，才到達Marysville。數千年的雨
帶森林現在澳洲已所剩無幾了。車子走到裡面頓時暗了十
數支「燭光」，狹窄（來回各一行車線）的公路依着坡勢高
低彎曲，兩傍稠密地排列着一棵棵筆直灰色的参天橡樹，
也依着地勢高高低低地襲人而來。數十呎的樹頂上長着綠
葉，樹脚下却生滿了一叢叢的綠色羊齒蕨類植物。襯着濛
濛細雨，四下靜寂無聲，車內各人都被這景色陶醉了。
走過了雨帶森林，已經是下午茶的時候，不遠處正是

我們安排了要参觀的藍莓園。他們用自已收成的藍莓製造
菓醬，菓汁和釀酒。女園主十分好客，頻頻請我們嘗試不
同的藍莓酒。我們多數都不是好酒之人，便坐下叫了熱茶
和藍莓雪糕，一邊閒談，一邊欣賞那美味的雪糕。這時外
面還是下著細雨，本來安排的導遊藍莓園便不能進行了。
臨行時我們又注意到這裡還有薄餅雪糕加藍莓汁出售，我
們還未嘗過，便决定明天再來光顧。
入住了Kooringa Resort & Conference Centre渡假村的

旅店，那裡地方很大，可住數百人，四處都有小花園。還
有個多鐘頭才是晚餐時間，我們便到處走走，重温我們在
探路時看過的各種設備：文娛節目的專房，桌球室、乒乓球
室、游泳池、室外和室內網球場。這裡的住客多數都是從
墨爾砵來渡週末的，所以星期五晚還相當清靜，晚餐時只
有數桌人客。店主知道我們是廿多人的先頭部隊，所以招
呼很是週到，煮出的餐質量俱佳，就是簡單的牛油，芝士
也比墨爾砵平常吃的新鮮滋味。
按照原定計劃，主力部隊廿人將在八號（星期六）早上

九時卅分乘六部車浩浩蕩蕩出發，沿着我們早日行過的路
程（除了藍莓園），於下午二時到達旅店和我們會師，然後
再一起行動。
我們四人先鋒隊早上便決定先去當地一個有名的塑像

園參觀，如果覺得好的話，便再推介給「主力部隊」。這
個塑像園前面是一間大屋改裝的展覽館，內有少量泥燒的
塑像和一些油畫，其他大型的塑像都展陳於後面一個很大
的花園裡，襯托在花叢、樹木、和小溪中。園主約五十多

– 嚴銘求（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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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自謂祖家在比利時，一家三代都是藝術家，到了這裡
十多年了。他早年曾旅遊世界各地，並旅居印度和東南亞
多年，對那裡的人物風俗甚有研究，這可見於他構造的塑
像和佈景中。其構圖及設想很有新意而偏向幽默。園裡很
多處有不同姿勢的少女具有同一的面容，清麗脫俗，真像
天女下凡，飄飄然好像又要回到天上去。隨著園中曲折的
小徑走，每每在不經眼的折樹，樹窟或樹椏中，都有相應
的滑稭人物塑像，使人啞然失笑！我們的興緻愈來愈濃，
足足在那裡暢遊了兩個多鐘頭。
不覺又到了午餐的時候，我們早餐時吃得好，這時便

只想著藍莓園的藍莓汁薄餅雪糕了。依舊是那帶着笑臉的
女園主，因為今天午後天氣轉晴，所以她能够帶我們一遊
其藍莓園了。原來藍莓樹是生長很慢的灌木，三四十年老
的也不過稍高過人頭，所以夏天採摘藍莓時也只是伸手之
勞。不過一朿莓子之中，各莓子成熟時間不同，由中間的
先熟，再隔十天八天然後一層層的向外成熟，所以收成時
便不可以「一網打盡」。在這個春末時份，樹上的藍莓花開
始結菓，一朿一束的佈滿全樹，我們愈看愈着迷，便買了
一株已長了菓的的兩歲小樹，準備回家栽種。 
兩點時回旅店與大隊會師，也想不到他們是清晨出

發，又巳頻撲了整天，立刻介紹他們觀賞那塑像園，還準
備了後頭的節目。不過參觀完後，我們畢竟大多數同學已
過了耳順之年，最後還是決定早一點回旅店休息一會，看
看那裏的設備，然後欣賞那美味而豐富的晚餐。剛到六
時，在我們預定的大廳內，餐桌上已擺滿店主加送的酒水
及小食，讓我們可以把酒暢談一翻，才進餐廳就座。主餐
除三文鱼柳扒外，還可以選用旅店主管夫人親自為我們烹
製的菲律賓式 Chilly Chicken，微棘椰汁炆雞。接着甜品是
份量特大的 Apple Crumble 加雪糕，及鮮果沙律雪糕供我
們選嘗。最後是香濃的咖啡或茶，大家都認為這餐非常滿
意，只擔心又要再努力減磅。
晚餐後安排了兩個節目，也是這次「避靜」的重頭戲。

第一個是夜遊附近的「史提芬生」瀑布（Stevenson Fall）。
那瀑布隱藏在森林間，飛瀉而下一百公尺，是本省瀉程最
長的瀑布，也是本地出名的旅遊點。當地人悉心管理，晚
上通往觀景處的山徑都有電燈照亮，更有強力射燈照著瀑
布，景觀又和白天的別有不同。況且經過昨晚一夜豪雨，
水源更加充足，隆隆之聲有如萬馬奔馳，在很遠的山徑中
便可以聽到。
我們八時許回到旅店，正是晚上文娛節目開始的最佳

時刻（第二重頭戲），大夥兒坐在一個專用的電視大廳內，
先由陳秉麟會長講了話，然後便放映特別帶來的兩套影
片。頭一套是濶別多年的「差利卓別靈」默片。想當年少
年看時，曾經得意忘形大笑，現在老年看來已衝動不起來
了。跟著是一套近代香港警匪片 Eye In The Sky（狗仔隊）。
我平時很少看到香港片，現在看時有一點親切感，加上劇
情緊湊，「江湖」術語很多，聽來很有趣。
次日是回程墨爾砵的節目了，但也安排得很緊密，全

無冷塲。況且那天是雨後晴天，藍天綠地，氣爽風清。
首先我們到 Buxton 的魚場釣魚，那裡養的是虹鱒魚及三
文魚。除了供遊客垂釣的多個大魚塘外，尚有五六個較小
的，分殖養著大小不同的魚。塘裡密密的都是魚，顯得非
常躋逼。當有人灑下魚糧餵魚時，便見群魚搶食，湧起一
渦魚浪。供人垂釣的魚塘較大，魚量雖然較少，但也是有

求必應，問題只是我們有沒有技術把它釣起。我們一班收
穫最好的是一位中文大學會友，釣了一尾三公斤多重的三
文魚。自然買下帶回家裏，不知是一魚多了味了。
同學們都非常響往於藍莓園，可能在家裡都是園藝愛

好者罷，一提起去藍莓園便個個都眉飛色舞。我們四個先
頭部隊卻已是三顧其間了，結果很多人都各買了些藍莓酒
與菓醬，及一株小樹回家種植。
午餐是在一所農塲的餐室進食。那是一個繁殖駝羊

（Alpaca）和用溫室栽種菲洲菊（Gerbera）的農塲。我們一週
前巳訂了午餐和餐後的農場觀光。那些駝羊的祖先來自南
美洲，貌似駱駝和羊之間，只是沒有駝峯，稍高於人，身
體也相當肥壯，每隻大約二百公斤左右。駝羊身上長有柔
軟的長毛，就好像綿羊一樣，毛剪下來可以織造昂貴的毛
衣。駝羊也有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卻是重女輕男。我們看
到一間棚內的雌駝羊，都優哉悠哉地吃著特別的飼料，毛
光體淨。一大群雄性的卻拒於棚外，風吹日曬。再看看售
價，雌的要比雄的高四，五倍左右。
這 Yarra Valley 區域有些農塲給過路遊客嘗酒和乳酪。

我們既然路過此間，自然也要嘗嘗各種不同的乳酪滋味。
不過剛巧這所農塲是介紹山羊乳酪的，對我這個門外漢來
說只是「鹹鹹羶羶」而巳。
再改方向前行不遠，便是我們計劃參觀的一間這區有

名的釀酒廠 Yerling Station。這釀酒廠的規模很大，建築新
穎，堂皇美觀，其中一間大建築物是專為展覽藝術品和這
廠以往的成就而建的，遊人很多。而它的餐廳更是美侖美
奐。不過我們巳吃了豐富的午餐，剛嘗過了羊乳酪，又要
留些肚位給晚上的聚餐，所以只有進些飲品便繼續我們的
回程了。
回到墨爾砵剛好大約晚上六時。便在一間唐餐室裡坐

了兩席進膳，並一起談談這次「避靜」旅遊的感想和絮事。
各人都十分滿意和感謝各辦事人的悉心籌辦，使「避靜」的
意思得到意想不到的解釋:- 避開寂靜而趨向繁趣！
（按：上述的MARYSVILLE, BUXTON等山林地區小

鎮，最近（2009年2月初）慘受山林大火之災，鎮內所有房
舍建築包括我們享用過的渡假村全被燒毁，死傷過百人，
幸該店主人平安。）

後排左起：李國頴（銳社）、張國麟（旭社）、陳秉麟（善社）、中大
校友三名，嚴銘求（輝社）、卓壽泉（正社）、李昭雄、李世平（瑩
社）。中排左起：李國潔（輝社）、張國麟太太、陳觀群（輝社）、
陳謝翠霞（真社）、王端兒（剛社）、唐小雅（旭社）、朱黃敏才（光
社）、卓壽泉令妹。前排左起：畢慧平（協社）、張程式坤（鋒社）、
李昭雄太太、李國頴太太、卓徐懷淑（正社）、李世平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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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基金會的會務繼續平穩前進，基金會今年的收
入約有一萬一千澳元，發放了共八仟多澳元。我們捐助的
對象還是穗校的勵志獎，香港黃大仙街坊會的建校工程，
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園丁工程，今年又特別捐了一萬
港元給香港培正小學興建校舍。去年張程式坤和嚴銘求分
別乘度假之便，在港探詢了另外一個在中國助學的機構「苗
圃行動」，對它們的工作很是贊同，準備本年將作支持。
本年度助學金發放工作：
（1） 廣州培正中學「張振文學長勵志獎」：
 由校方成立的“基金管理小組”推介了八位成績優秀而
讀書經費有困難的同學接受勵志獎，每位獎金人民幣
1,500元（共12,000元）。頒獎儀式已在2007年12月的
同學日上舉行，年中又收到了他們的致謝書。

培正鋒社張振文紀念基金
2007/2008年報（ABN89214629251）

（2） 中國貧困地區助學金：
 捐助香港黃大仙街坊會在廣東貧區湛江附近正在興建
的希望工程小學共港幣二萬元。

 捐助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園丁工程（教師培訓）港幣
一萬二千元。

我會基金的投資，因為本年度股市受美國「次按」的間
接影響，現值大約減少了百份之二十。因此，雖然本年的
收入仍然略高於去年，估計明年的收入便會稍為減少，然
後，收入和股值再慢慢隨世界的經濟狀況回升。但預料不
會影響本會的工作。今年度的財務報告請看附件。
理事會將在本年的年會中（2008年8月24日）重新選舉

職員，去年度中各理事都勇於辦事，合作愉快，會務得到
順利進行。   嚴銘求會長

基金財務報告
（2007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

日期 事項  收入（$） 支出（$）
2007-06-30 銀行存款  6,023.75  
  股票利潤及存款利息    
2007-07-12 NATIONAL AUSTRALIA BANK（DIV.）  261.00  
2007-09-18 A S X  960.75  
2007-09-11 TELSTRA  728.00  
2007-10-01 SUNCORP  1,870.00  
2007-10-05 C B A  1,639.00  
2007-12-18 N A B  285.00  
2008-03-20 A S X  1,034.25  
2008-04-01 SUNCORP  1,768.00  
2008-04-02 C B A  1,243.00  
2008-04-04 TELSTRA  728.00  
2007-02-24 INT.  67.38  
2007-08-26 INT.  83.92  
2007-11-25 INT.  75.08  
2008-05-28 INT.  111.58  
   總收入 10,854.96  
  助學金支出    
2007-09-17 DONATION TO PUI CHING PRIMARY SCHOOL   1,573.73
2007-09-20 DONATION TO SCHOOL PROJECT IN CHINA   1,552.21
2007-11-02 DONATION TO HONG KONG FEDERATION EDUCATION WORKS 1,746.49
2007-11-02 DONATION TO GUANGZHOU BEIJING EDUCATION FUND 2,030.00
2008-04-11 DONATION TO SCHOOL PROJECT IN CHINA    1,428.78  
   助學金總支出 8,331.21
  其他支出    
2007-08-12 COUSUMER AFFAIR（VIC.）    38.60
2007-08-31 PAYG    272.00
2007-09-29 NET INCOME TAX PAYMENT    42.65
   其他總支出   353.25
   合計 16,878.71 8,684.46
2008-06-30 銀行存款    8,1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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