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3日我們在Remuera在中區大酒樓舉行紐西蘭
奧克蘭培正同學會成立十週年紀念誌慶暨聖誕聯歡聚餐，
約6時左右，我己到達酒樓，剛好徐德輝同學亦到達，幫
忙佈署會場，掛上橫額。同學們亦陸續到達，懷著興奮的
心情，大家互相握手問安.每人都攜帶一包禮物來交換.當
晚參加聚會成人連同2小孩共有33人，參加聚餐者有張韻
（偉）夫婦、張景富（偉）夫婦、莫澤生（明）、郭石仰（偉）
夫婦、黎庶欽（偉）、何志強（誠）、唐世耀（匡）夫婦、李
文田（輝）夫婦、李福運（光）夫婦、鍾捷華（光）、葉棣
章（正）、林元龍（真）、黃興輝（真）夫婦、徐德輝（耀）、
李尚次（耀）、繆少娟（昕）、雷秀英（昕）夫婦、周端芳夫
婦、林衛華（曦）、葛菁（德）夫婦和二小孩、劉裕曦和朋
友。將近七時聚餐開始先由徐德輝同學帶領唱校歌，因為
聖誕節將來臨，我們還唱一首平安夜歌。繼續由徐德輝同
學感恩謝飯祈禱，跟著由張韻學長講述紐西蘭奧克蘭培正
同學會成立和成長經過（請參看另文）。很可惜，因時間關
係，張韻學長還沒有講完，酒樓經理巳催上菜，張韻學長
只好很快結束報告。今次聚餐可能是全球經濟危機影響，
每碟菜都縮水。幸好同學參加聚餐不是為了食，他們都在
興高烈彩交談，多謝張韻和黃興輝兩位同學帶來美酒給同
學們享用。飯後餘興開始，首先交換禮物，由徐德輝同學
和張韻同學主持。每人都有一份名貴聖誕禮物，跟著有獎
問題解答，因時間關係，只發問五個簡單問題：（1）培正

何時成立？（2）香港培正中學今年幾多週年紀念？（3）今年
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是誰？（4）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第
二屆會長是誰？（5）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第三屆會長是
誰？結果分別由劉裕曦同學、黃興輝同學、張韻同學、李
福運同學太太、何志強同學五位猜中，每人獎得一盒精緻
朱古力。今晚壓軸戲亦是聚餐高潮，由李文田會長捐出三
份名貴禮物抽獎，由李文田會長太太、第一屆會長張韻、
前屆會長張景富分別抽出頭獎，第二、三名獎，結果頭獎
由葛菁同學得獎，第二獎由劉裕曦同學得獎，第三獎由林
衛華得獎。抽獎完畢，天巳晚，各同學傾談一會便回家，
慶祝十週年晚會便在快樂氣氛結束。1971年11月我來到紐
西蘭奧克蘭定居，那時華人很少，只有幾位培正同學定居
在這裡，我們很快有機會相識和開始聚在一起，有時我們
聚會來歡迎外來培正學長和老師，那時包括高雁雲主編、
林英豪校長、李景新老師、孫志鵬學長等。到1994年在奧
克蘭培正同學已有10多位。到1998年奧克蘭培正同學增加
到30多位，當時同學感受到有成立同學會組織必要，因為
一路聚會都由一、二位同學召集。終於在1999年4月24日
星期六，在帝豪酒家那一次開會正式成立紐西蘭奧克蘭培
正同學會。在天涯海角一個細小國家，居然有培正同學會
組織和有十年歷史實在很難得和值得培正校友驕傲。                

李文田（輝） 2009年 1月8日

培正同學到紐西蘭定居並不多，難與美國和加拿大相
比，奧克蘭為紐西蘭最大和人口最多一個城市，所以大部
份同學都聚居奧克蘭。
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成立和成長過程，可分三個

階段：

第一階段—60年代至80年代中後期
這段期間，紐西蘭政府移民政策嚴密，入境居留不易。 

培正同學人數很少，沒有正式培正同學會。當時只有以下
各同學：張潮彬（磐）、簡惠貞（建）、伍日照（建）、劉惠勤
（弘）、張景富（偉）、鍾宏壯（匡）、李文田（輝）、鍾捷華
（光）。

己故劉惠勤學長，一人擔當所有職務—負責聯絡、召
集、康樂工作，各同學冠與會長名稱給他。每年約有兩、
三次午餐（飲茶）聚會，他負責分派香港培正同學會寄來的
培正校刊，培正同學通訊給各同學，並報告關於母校或同
學會消息。

第二階段—80年代中後期90年代
80年代中期，紐政府移民政策放寬，香港和國內移民

增加，午餐聚會改為定期性例會，約每三個月舉行一次，
由劉惠勤學長確定日期，本人協助他負責聯絡和通知各同
學。值得高興就是每次參加例會人數逐漸增加，到90年代

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成立與成長
 張韻（52偉）

中期，人數己接近30人。
97-98年間，座談中各同學認為有成立一個組識健全培

正同學會需要，98年8月聚會選出以下同學負責籌備工作：
劉惠勤（弘）、黃超衛（明）、張韻（偉）、李文田（輝）、李
福運（光）、呂自平（昇）、梁靜遠（協）、龔浩然（健）、（張
景富學長因當時外遊，未有參加）。
第一次籌備會議決：
（A）成立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向政府註冊，成為

合法社團。
（B）推舉梁靜遠同學向香港培正同學會，澳洲雪梨和墨

爾本培正同學取當地會章作為參考，草擬本會組織章程。
（C）請龔浩然同學向新同學聯絡。
第二次籌備會議1998年10月舉行，出席者：劉惠勤

（弘）、黃 超衛（明）、張韻（偉）、李文田（輝）、李福運
（光）、黃興輝（真）、呂自平（昇）、梁靜遠（協）、龔浩然
（健）、冼亦玄（健）。梁靜遠同學報告向香港培正同學取得
會章並簡述內容和這裡註冊需知。雪梨和墨爾本有同學會
組織，但沒有向政府註冊，所以沒有會章。
這次籌備會議決：
（A）推舉黃超衛同學負責草擬，劉惠勤同學和梁靜遠同

學協助；以香港同學會會章作為基礎，加以修改適應本地法
律。

67

各地同學會消息



張韻學長報告

聚餐一角

張韻學長頒頭獎給葛菁同學

全體合照

合照

萬事俱備，只欠「會章」，經過
四個多月艱難工作，黃超衛同學終於
完成草擬。籌備會並選定於1999年4
月24日開同人大會，宣佈紐西蘭奧克
蘭培正同學會正式成立。這次大會亦
是在帝豪大酒家舉行，當席眾同學投
票，選出第一屆職員。
會長：張韻（ 偉）
副會長兼司庫：張景富（偉）
文書兼司數：李文田（輝）
康樂：劉惠勤（弘）
聯絡：冼玄英（健）
新職員於1999年5月1日就職，

任期兩年，可以連任，但會長只可連
任多一屆。

第三階段—成長
這階段由1999年5月1日開始，

今年正踏入第十週年，回顧同學會成
立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申請註冊，各
同學關注當時有商業機構，開始使用
「培正」名稱。恐妨以後有更多例子，
所以考慮有註冊必有要，但鄧福霖同
學提出，註冊社團，每年備有財政
報告，賬目要會計審核，費用不少，
這地法律與香港略有不同，慈善或不
牟利團體，未經註冊而集會，不算得
不合法，與此同時，培正校名、校徽
註冊事件，母校正進行法律訴訟，全
體同學經討論後，註冊一事，暫時擱
置。
同學會會員，每年逐漸增加，目

前己接近40多人。定期例會午餐或
晚餐，每兩、三月舉行一次，每次都
有三十多人出席。每次聚會，會長報
告關於母校或同學會最新消息，若收
到校刊或同學通訊，分派到各同學閱
讀。
第一、二屆同學會聚會大多數在

帝豪大酒樓舉行，酒樓主人特別給我
們一個貴賓室，同時為提高同學參加
興趣，每一次請一位同學作專題講
座。其後黃國欽同學，聚餐前教各同
學練習太極氣功。第三屆以後，改在
黃金酒樓聚餐，因地方問題，未能繼
續舉行。
2000年11月培正校名校徽被搶註

冊發生後，本會能迅速從香港培正同
學會獲悉一切和事件進展。例會座談
討論中，各同學都表達意見，全體支
持母校循法律途徑，取回校名校徽註
冊權（只一人除外），并有十一位同學
寄回條給香港培正同學會，支持港穗
澳三地同學會四大立場。

可惜在2003年8月15 - 17日在溫
哥華第一屆加拿大培正同學日大會，
高國楨投反對票一事，本會一直蒙在
鼓裡，高國楨同學回紐後亦未報告本
會。直至2004年初收到培正同學通
訊，才獲悉這「大件事」。當屆會長
張景富同學隨即召開緊急仝人大會，
經討論後一致通過由張景富會長代表
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發表鄭重聲
明，告知全球各地培正同學會， 澄清
高國楨同學並非本會所委派代表，其
所投反對僅屬個人意見，本會立場仍
一貫支持母校所取法律途徑，取回校
名校徽註冊權。
另一事值得重提，再向鍾捷華同

學致謝，為慶祝母校創校115週年校
慶，香港培正同學會促請各地培正同
學會寄上會旗，以備大會懸掛和刊登
在紀念特刊。張景富懇請各同設計會
旗，結果鍾捷華同學以簡單，有代表
本國本會特色，獲得會旗設計獎，該
旗并成為本會正式會旗。
今年本會成立十週年，本人退任

後，經去屆會長張景富同學和本屆會
長李文田同學領導下和各職員努力不
懈處理會務，更難得是獲得各同學以
培正紅藍團結精神，擁護本會，才能
達到今日的成就 與長成。

附錄
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成立以

來以下同學再移民別國或回流香港：
招顯志（正）：澳洲墨爾本。羅征

桂（匡）：香港。李嘉玲（曦 ）、梁靜
遠（協）：澳洲雪梨。趙浩然（鋒）：
中國。鄭子明（學）、冼玄英（健）：
香港。陳鈞鏞（昭）：中國。林龍威
（堅）、鄧福霖（匡）、梁穎雯（建）：
香港。陳樹徽（堅）：中國。范智端
（耀）：香港。

哀悼下列己去世同學
鍾宏壯（匡），鄺建策（匡），劉

惠勤（弘），呂自平（昇），伍日照
（建），張約翰。

2008年度
紐西蘭培正同學會
（奧克蘭）職員
會長： 李文田（輝）
副會長：林元龍（真）
財政： 唐世耀（匡）
文書： 繆少娟（昕）
康樂： 何倩儀（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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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長劉安乾參與督導高雄市捷運系統建設工程圓滿
達成任務已經通車，給南台灣最大都市居民帶來現代化的
交通工具，劉同學功成身退，其公司將可調他往其他地區
任職。
2. 二○○八年九月十六日本會月會之日不巧是日大颱

風「辛樂克」來襲，一連兩日造成嚴重損害，是日劉安乾會
長一早打電話給各同學取消例會，但其本人卻冒強風暴雨
前往茶樓坐鎮，要招呼可能出現的校友，紅藍精神可佩，
真係唔話得。
3. 二○○八年三月份例會迎春，劉安乾會長為「開年」

請飲茶，到有藍之光夫人、余宗就、雷天霖、包金城、盧
保漢、鍾榮凱夫婦等。
4. 七月份例會歡迎由美來台渡假的程仲明同學（偉社）

的兩個外孫，鍾榮凱（鋒社）由上海來的外孫及校友多人，
老少聯歡一家親。
5. 鋒社鍾榮凱七月當選為新任「財團法人公共關係基金

會」董事長，該會是台灣公關界學術研究及服務團體，所辦
活動包括研究、出版、公關獎、諮詢服務、研習、培訓、
交流等，這會已成立十八年。
6. 羅英德將軍（1931年級競社）今年逝世二十週年，特

自「中國的空軍」雜誌選出紀念文章送培正同學轉載，羅同
學生前非常熱心台灣同學會務，除非有公務，逢會必到，
大家都稱之為「德哥」，多次活動場地由他幫忙安排（包括
李故校長孟標先生來台訪問歡迎會）還有一事值得一提，台
灣光復不久，我空軍接收了一個日本人遺留的臨時機場（現
在龍潭）廢而不用，因此羅學長曾興一念，希望香港母校來
台開辦「台灣培正」由他去幫助租用這塊土地，可惜聽說當
時港校沒有興趣，此事遂無下文，成為歷史故事。
7. 誠社朱祖明同學是台灣建築師界領袖人物，現任

中華全球建築學人交流協會理事長，率代表團進出大陸北
京、廈門等地三次商談、講習，議定，爭取到大陸對台灣
的建築師資格的認証，是最近兩岸關係的一大成就，朱同
學居中策劃、奔走，功不可沒。他又順便訪問，在北京的
誠社同學蔣建國、袁王信、周慶強等相見甚歡。
8. 建社雷天霖夫婦2008年11月去廣州母校參加校慶並

祝賀建社畢業六十周年，此行與港澳及海外各地社友四十
餘人暢敘話舊，極為愉快。
9. 台灣校友歡迎2008年由澳門來台就讀大學的新生，

12月13日舉行茶敘，席開四桌，到新舊生三十餘人，會長
劉安乾首先領唱校歌，再由老大哥們逐一自我介紹，新生
介紹所讀科系，大家交談愉快，最後唱「青年向上歌」結
束。這是一年一度的盛會，歷年來有港校學生，但近來已
變成清一色澳門畢業生，好像移民華僑，同一條村帶動了
一大批人，堪稱盛況。
10. 鋒社鍾榮凱現任台灣公關基金會董事長，參與多項

兩岸交流活動：2008年11月13日至15日到北京參加國際公
關大會，率台灣代表團員，發表論文；11月17日及18日又
到上海參加上海外語  及公關協會舉辦的研討會；12月6日
及7日到港參加香港城市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合辦的「危機
管理研討會」與兩岸及外國專家密切交流，鍾同學又在北

京訪問了桂林培聯同班的陳孟勤同學（陳是心臟血管科權
威，曾領隊到台交換訪問兩次）。鍾同學夫婦又在12月6日
參加了港校主辦的同學日，同度鋒社65周年，是日筵開百
餘桌，但鋒社出席者只有筆者夫婦及在港班代表陳錫霖兄
三人，在港的班友已少活動，也沒召集，甚為可惜。當晚
雷禮和會長介紹上台，我與錫霖兄居然變成鄺伯（文熾老大
哥）以下最（老坑）的校友，仍能出席盛會，感謝神恩。
在台「歸隊」中的校友：
在台灣但未曾出現於聯誼月會卻參加2008香港同學日

的有：63真社張弘弢，他原在美國NCR電腦公司服務，後
經營電子業，現在台，其夫人是傳播界主持人，最近參加
台北例會；另一位73勤社梁雲，原為台灣  庾醫院放射科醫
師，遷高雄主持「阮綜合醫院」並擔任「台灣放射腫瘤學會」
理事長。
開年茶會於1月10日舉行，到會有劉安乾、曾昭穎、鍾

榮凱夫婦，朱祖明夫婦、雷天霖、包金城、歐丹林、程仲
明、曾耀民等。劉會長報告去年在高速公路上駕車被對面
來車飛撞，緊急煞車到另一車道毫髮無損，說是BMW車較
「硬淨」之故，有驚無險；最近又因他是足球名將，運動激
烈，撞傷左膝蓋，動了手術，尚在復原中，遇險轉安，吉
人天相，祝他今年事事亨通。

台灣培正同學通訊 
43鋒社鍾榮凱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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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赴北京商談台灣建築師（知名資深建築師）在大陸取得一級
註冊建築師資格，進展很順利，大陸有關單位答應在年底或明年初
會有具體行動，2008年10月13日在釣魚台大酒店會議室，  團仍由
郁蔡明主席帶隊。

2008年10月16至17日，朱祖明以中華全球建築學人交流協會理事
長及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代表被邀請參加08年由中國建築學會主辦
在北京召開之「第七屆亞洲建築國際交流會」。會後與中國建築學
會理事長宋春華及兩位副理事長，一位秘書長周暢及兩位副秘書長
合照。

2008年10月18日趁赴京參加兩個會議之便拜訪了在北京培正誠社
同學。左起：1.蔣建國–曾任北京政協秘書長，是抗日名將蔣光鼐
之子；2.朱祖明；3.袁王信–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4.周慶強–
北大生物系畢業，曾任中科院動物生態學之研究者 。

2007年12月6至9日，第二次赴北京由  蔡明新黨黨主席帶隊，由
台灣建築師公會赴北京洽談「台灣建築師赴大陸註冊相關事宜」一
行15人與大陸相關單位相談甚好，會後合照留念。台灣建築師台
會聯會理事長，高雄、台北市、台灣省及福建省之公會理事長。朱
祖明仍以中華全球建築學人交流協會理事長身份協助參加。

國家OLYMPIC游泳池（水立方）室內局部照片新技術、新景像

北京2008年8月舉行世界OLYMPIC，10月在其旁剛完成之
盤古大觀上攝取之全景

2008年11月27至30日經赴京商談三次之後有了具體結果。台灣38
名知名資深經挑選及提名由  聯會（建築師公會  聯會）參加由大陸
首次舉行之「大陸註冊建築師政策與法規講習」

國家劇院夜景正好踫到月圓在上空，攝於200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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