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昇社紅寶石禧重聚照；前左一為40多年前任教英文及宗教科的 Askew 
老師，他及太太由寇懷誠及唐世煌發起同學「私募」基金贊助來港。

昇社之夜 － 在培正飯堂播放，朱鎮英及寇懷誠提供的懷舊照片，
由唐世煌向數十位同學講解。

二零零九年是昇社畢業四十週年紅寶石禧，經過一年多
的籌備，數以百計同學間的電郵溝通，一系列涵蓋台港澳三
地，具備多種自由選項的十天慶祝活動，由十一月二十二日
正式開始，至十二月一日成功結束。
是次八十多位「老」同學重聚，衣食住行各方面均安排

妥善，大家一致好評。
總結經驗，我認為要辦好社「禧」活動，需要週詳的計

劃和緊密的溝通，我謹在此分享昇社的經驗，列出以下幾個
重要步驟和安排，供大家參考：
一、 整理更新同學電郵電話通訊名錄
六九年昇社同學錄記載總人數約220，其中畢業約180

人，另有中六之前離校不到40人，四十年來同學們電話地
址不知改了多少遍，近十年，電郵開始普及，經過每年不斷
更新，現時有效通訊名錄共190人。這幾年與同學的溝通模
式，電郵佔九成以上，偶爾用電話，信件郵寄幾乎零。因
此，完整電郵名錄是今天搞大型活動所必備的，其最大的優
點是無需費用，無遠弗屆。一份給大家的通告，按掣即達。
（這裏不得不感謝諾貝爾物理學獎，我的摯友高錕教授發明
了光纖），再利用電腦存檔或回覆，實在非常方便。
另一重要工作，是不斷更新通訊資料，慶幸我社在不同

時期都有熱心人，例如張彼得、張偉星、許國華及近年的梁
志榮和我的秘書鄺美容，很多同學也群策群力，不時通報電
話電郵更新，及尋獲失去聯絡的同學。
二、 策劃多個可供自由選項參與的重聚活動
策劃各項活動時，要顧及全體同學，尤其要考慮海外回

港的一群，以免因活動太多，費用太高而吃不消，景點與美
食也不宜太少，那些幾十年不曾回港的同學，總希望多見多
聞，尤其喜愛懷舊的事物。因此我們特別在指定參加的培正
120周年同學日以外，加插了多個可供選擇的活動。
這次紅寶石禧，昇社北美回港的同學三十餘位，不少選

擇參加由加州寇懷信及熊健群組織的台灣五天遊。
為防他們太勞累，在港澳方面，我們只有四天活動，精

選不同特色的遊覽與美食。
「第一天」是以參觀培正母校及120 周年大公宴為主，

另加四十周年重聚午餐，以便及早派發紀念背心及活動小冊
子。
「第二天」是大嶼山昂坪360、大佛、寶蓮寺及大澳，另

加由昇社食神明偉儀統籌，特別邀請香港食神韜哥主理的大
榮華圍村晚宴。
「第三天」是港島山頂遊，讓同學們漫步飽覽國際大都

會的新風貌，另加布袋澳魚村海鮮午餐，下午是九龍南蓮池
園，由專人導賞價值不菲的羅漢松、奇石和仿唐建築，晚間
在培小飯堂舉行昇社之夜，讓其他星期一要工作的香港同學
及日間探親的海外同學也能瘋狂一晚。
「第四天」是澳門培正、大三巴、澳門塔、美食街、威

尼斯人賭場酒店，另加晚上陶陶居古法魚翅豪宴。
我們將大嶼及澳門交康泰旅行社負責日間所有活動，這

樣大大減輕我們在車船安排及各種入場的工作量。
三、 收費水平大眾化，交費簡單化、賬目要公開，由專人核
數
港澳活動共四大項，各同學可以自由選擇。為讓多些同

學參與，每項的收費，務求在三位數字之內，以指定參加的
培正同學日為例，收費900港幣，屬花費較大的一天活動，
包括40週年重聚午餐$100，大公宴$380，特別訂制羊毛背
心$120，40週年紀念牌 $35，餘下的總數二萬元，捐與培正
中小學各一萬元。而最低收費的一個活動 － 培小飯堂昇社
之夜，每人只交 $150。
交費也異常方便，加拿大同學付費集中交多倫多陳冰兒

同學掌管的加元戶口；美國的一群交密芝根州寇懷誠同學的
戶口，其他以港幣交唐世煌或其公司戶口。
整個賬目，各方收款及支出由 我秘書鄺美容不斷跟

進，定期將進展在網上公開，並由退休前任職銀行的袁國輝
負責核數。
四、 活動指引小冊子與姓名掛牌
感謝培正同會蕭寅定幹事借出忠社金禧活動指引給我參

考，這個冊子給昇社的小冊子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編排資料，
其中除活動內容與日程時間安排外，更詳列各活動參加者的
名單，工作人員聯絡電話，加上校歌、社歌⋯⋯等，一目了

如何辦好昇社(1969) 「禧」慶祝活動
唐世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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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給社長的感謝咭。

2009年1月發出第二次邀請函，並報導已有六十多位同學報名。

然。我還加插信望愛光四十年前畢業班的各班合照，既可幫
忙同學認名認人，又可對比各人今昔相貌身型的有趣變化，
大家莫不更加勉懷昔日。
此外，「禧」聚會每位同學還必須配掛名牌，最好兩米

外能看清楚名字，以免面對認識的同學時叫不出名字，出現
尷尬場面。
總的來說，成功的集體活動，有賴細心的策劃和搞手

們貼身的跟進，我社同學對活動稱心滿意之餘，齊說不要再
等五年，十年，最好是兩三年內再重聚，我作為主要搞手，
聽到這樣積極的回應和衷心的讚賞，無論多辛苦，也是值得
的。
至此，謹望其他社對我們以上的經驗，感到有用和有參

考的價值。

— 記基社(1974) 珊瑚禧紀念慶典 
翻看舊文件，第一次提到091128這號碼是在2008年2月

18日給基社同學的信。自那時開始，同學間都不時提着這號
碼；朝談091128，夕說091128。李振強說他連作夢都想着 
091128，買六合彩又想起091128，甚至分析股票市場時，這
號碼都不期然冒起，要甩也甩不掉。
到底這號碼有什麼魅力，叫大家都着迷？
說的是2009年11月28日，這日子不但是母校慶祝創校

120周年紀念的大日子，更加是基社畢業35周年珊瑚禧紀
念，焉能不興奮雀躍？

一）謝師宴／歡迎宴
 （2009年11月 27日：紅磡海逸皇宮酒樓）

大家都年過半百，在紅塵打滾浮沉了幾十年，不管有
錢沒錢，不論事業學問成就高低，無憾的是大家總算循規蹈
矩，盡忠職守，在不同崗位上為社會盡綿力，毋負母校栽
培，這實在要感謝老師當年悉心照顧與教導。因此，以謝師
宴揭開珊瑚禧加冕活動，別具意義。可惜多位老師都因各種
原因未能應邀，今晚只請來了趙偉和老師、陳力行老師、梁

田榮先

昇社四十週年慶典小冊子封面及其中一頁詳列
參與培正120週年活動出席名單

姓名 人數 姓名 人數 姓名 人數
畢崇康 1 唐世煌 2 周武屏 2
陳瑞蘭 1 曾浩平 3 鄺碧輝 2
鄭月賢 1 曾英美 1 楊美屏 2
譚毓智 1 王煥華 1 寇懷誠 2
張國明 1 任國信 2 吳漢雄 1
張添屏 1 甄沛之 1 謝國機 1
蔡敏慧 1 葉愛蓮 1 黃錦邦 2
朱鎮英 12 葉秀芳 1 黃瑞環 1
鍾九如 1 余嘯天 1 甘柏如 1
馮靄娉 1 袁國輝 1 杜漢麟 2
何俊年 1 王英傑 1 朱中憶 2
何詠然 1 夏潔 1 丁琪珊 1
謝亨利 2 岑繼華 1 吳淼鑫 1
甘非池 1 馮耀輝 2 許國華 1
甘秀儀 1 羅衍深 2 張善籌 1
關湛機 1 馬紹濱 1 Tom Askew 1
郭耀輝 1 楊光浩 2 Linda Askew 1
黎正立 1 關保衡 1 黃志中 1
林惠珍 1 陳冰兒 1
李世碩 1 周平山 2
李樹榮 1 黃鳴浩 1
李偉齡 2 李少明 1
梁俊邦 2 杜國亨 1
梁家榮 1 萬鈞中 1
李漢斌 1 蔡助山 1
盧自強 1 張偉星 1
勞天智 1 寇懷信 1
麥鉅開 2 李 儒 1
明偉儀 1 湯華施 1
吳碧嫻 1 余庭光 2
薛成宏 1 熊健群 2  
戴剛 1 陳仰博 1
鄧世熙 1 何宜堅 2

2009/11/28 (六 )
昇社 40週年培正 120週年 (117人 )

昇社四十週年慶典
活動指引

昇社四十週年慶典
活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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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虎昨晚發虎威，雖然即時籌組了十四人籃球隊，但我
一直懷疑，有多少同學會應約？沒想到，大家都談虎色變，
居然都乖乖的準時報到，唯一「甩底」的是大導演王晶。
晶哥不是爽約，相反的，他是其中最先到場的同學，並

早早便下場熱身，只是還沒有跑幾步，場中忽然遺下了不明
物體，卻原來是王大導的鞋底！鞋少用，底膠硬化了便自然
很容易甩脫，王大導上一次運動也許是五年前珍珠禧吧？日
子有功，難怪這副體型！
施大衛今早亦有到場，並仗著自己長年在世界各地參加

馬拉松跑，夠氣夠力，請纓作軍醫，隨時為有需要的同學人
工呼吸，大家馬上打醒十二分精神，惟恐稍有差錯即被大衛
有機可乘，失節事大！
基社健兒穿著整齊粉藍運動服，佩著紅藍社徽，十分醒

目；這要多謝黃景怡的灼見。同學會本有制服供應，但金魚
深感三十五年一潤，難得盛事，於是自掏腰包訂造制服，整
個球隊士氣為之一振，感謝金魚美意！
培正同學會特別請籃球總會派遣球証執証，使這場比賽

輕鬆友好裡不失莊嚴鄭重。球賽開始，我社即以最強陣容應
戰，黃循紅、鄭浩華、黎秉然、區春生、王瑞華一開球便控
制全局。紅仔、浩華、黎雞勝在體力，助攻助守，滿場盡是
蹤影。阿春雖然帶傷，但底子硬朗，完全沒有受膝患影響。
阿 Lu在打完一小節後，喘著氣說：「終於完成歷史使命，可
以功成身退了！」話雖如此，但人生幾何？能夠再次與老同
學並肩作戰，又怎容錯過？只休息半晌，便見他手癢腳癢的
嚷著要再上場湊熱鬧！ 
余成皓自大學後已三十年沒有打過籃球，看他今天表

現，彈跳與運球實不遜當年風采，入球嘛，心照啦！伍德賢
脫去主教袍後格外狠辣，衝撞截攔，絕不留情，講愛心？進
了這球再說吧！黃景怡、梁宗岳、王日祥、余成勤、姚國
強、周光明、陳樹文等輪流出場，頻頻得分。金魚與對方球
員稔熟，不好意思去得太盡，也就較少親身上陣，大部份時
間都在場外調動隊員。坦白說，不是自誇，我社勢如破竹，
就是派我老人家上場，不事生產，一樣沒有問題！
沒想到是這麼精彩好玩的一場比賽，場內固然玩得興

高采烈，場外二十多位同學一樣看得趣味盎然；勝負並不重
要，可貴的是兩社同學藉球技切磋以增進友誼，一起緬懷昔
日紅藍情，能不感人？

三）基社珊瑚禧加冕與校慶大公宴
 （2009年11月28日）

都說基社組織力強，說好兩點正在大樓梯集合拍照，
大家果然準時到場。一百位同學高效率的整齊排列，拍完全
家福後馬上騰出場地，讓其他社拍照。我們繼續在操場上聚
舊，不斷拍照留念。
三時正，百位同學按高矮列隊入禮堂，參加同學日大

會。
我每年都出席這個大會，說實話，每次都感到程序沉

悶，很想離席；始終拂不去的是對母校那份情，更想到這個
傳統彌足珍貴，於是也就堅持參加，聊表支持；今天百位同
學也就是抱著這份心思，靜靜坐在禮堂，全情全程參與。

崇榆老師、李仕浣老師、與劉紹其老師。
兩個禮拜前，北美同學剛在三藩市慶祝了基社珊瑚禧，

並趕緊將盛典照片與錄影帶製作成影碟，捎回來香港，我興
沖沖的馬上試播放，可酒樓的影碟機與電腦都是較低檔次，
播不出mp4影片，無奈只好改放照片slide show；硬照無聲，
卻隱約傳來同學們暢談歡叫，語笑喧譁，分享到那個難忘的
周末。
七時過後，同學陸續來到，有常客、稀客、有十年沒見

的稀稀客、更有近四十年沒見過面的稀稀稀客；不管是老朋
友或是不大相熟的，大家見面都摟摟抱抱，馬上熟絡起來。
羅佩嫻是其中瀕臨絕跡稀客中的稀客，跟她打招呼，她

一臉茫然，完全不認得我，我也就耍她說：「你以前是在我
那班裡，我是你班主任呀！」佩嫻只顧笑著，沒有把這老師
放在眼裡。
蕭一和多年來大隱於千里冰封的Winnipeg，很少見到同

學；為了這次重聚，興奮了好多個月，不斷與我尺素往還。
今晚只見他咧著嘴滿場飛，到處找老同學話舊。忽然聽說鄭
江瑋從臺灣回來了香港，立刻上前熱情打招呼，換回來的卻
是：「我不是鄭江瑋，是江漢雯呀！」一和滿臉錯愕，尷尬
異常，是他聽錯，還是人家指錯了，不得而知，反正一和、
江瑋、漢雯三人都屬頂級陳年稀客，以後真要多亮亮相！
粵港澳三地培正同宗同源，一脈相承，本來就是一家

人，但礙於地域阻隔，平日較少交往，不無可惜。真要感激
澳校基社林月英同學，穿針引線，邀請了十位澳校同學參與
港校基社珊瑚禧活動，讓兩地同學共享紅藍情誼。說起來，
同學中確有不少是澳門幫：梁宗岳、鄺建泉、莊濠生、李寶
聯、與翁潔雲都是由澳門培正轉過來港校；此外，澳校的鄭
恩慈，亦在小四時在港校讀過一學期；我很記得這位個子小
小的女同學，是當時班中僅有五位女同學中的一位。但願日
後兩地同學可以加強聯繫，多辦聯合活動，發揚超越地域的
紅藍精神。
昇社學長今年特別挑戰我社打籃球友誼賽，藉添兩社加

冕禧慶。基社向來人強馬壯，從來沒有不接受挑戰的，可是
在組隊過程中，大家都忽然客氣起來，不是喊受傷，便是說
好多年沒有打球，可免則免。幾番推讓下，最後勉強召集到
八位同學組成隊，只是八位裏面有六位都爭著做後備球員，
簡直不成體統！余盛彪社長趁勢發虎威，在台上親自欽點，
半威逼半勸誘下，最後組成十四人強隊，光是陣容已夠瞄！
今晚有近百位同學出席，大家於是都珍惜著機會拍照留

念。大組小組、或分班、或分男女，各種組合都有。我社有
不少男女同學共結連理，光是今晚就有六對基社伉儷在場，
機會難逢，於是也來一張合照。忽然阿鶴在旁情深款款的對
我說：「我們都應該算是基 Couple吧？」我馬上和應，喜孜
孜的與他一起上前，卻被周美亮一腳踢開！真封建！
又是傾情盡情忘情的一夜。感謝李振強讓我們在這酒樓

辦謝師宴；李老闆一向熱愛母校與基社，出錢出力，今晚不
但只象徵的收費，更將收益加倍撥入我們珊瑚禧捐獻，為母
校獻上祝福！

二）基社對昇社籃球友賽
 （2009年11月28日：母校中學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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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日大會，鑽禧、金禧學長加冕過後，終於輪到基社
珊瑚禧加冕。鍾慧冰與葉家寶任司儀，先邀請陳力行老師、
陳允武老師、周美好老師、梁崇榆老師、與李仕浣老師上台
就座，然後每五位同學同時上台，接受老師為我們加冠。香
港同學後，再請澳校高錦輝校長為十位澳門基社同學加冕，
程序流暢順利，很快的便完成了104位同學的加冕。
鍾慧冰除了自己加冕，她的尊翁鍾明揚學長同堂出席

1949年堅社鑽禧加冕，再加上就讀中二年級的千金林靜莉學
妹亦在場觀禮，三代同堂，羨煞旁人！
基社向來熱心支持母校，為了這次珊瑚禧慶典，集腋成

裘，籌得港幣肆拾萬元，為母校120周年校慶、與中小學發
展略盡棉薄。藉微小捐獻，衷心祝福母校更上一層樓，為香
港、為祖國培育更多紅藍精英。
大會結束後，大家匆匆趕去赤鱲角亞洲國際博覽會，參

加母校120周年校慶晚宴。
培正培正何光榮！母校凜凜然踏過百年光輝燦爛歲月，

巍巍聳立，備受尊崇敬仰，除了因為在各行各業各界都培育
了無數紅藍俊彥外，更讓人折服的，就是培正那股懾人的凝
聚力；今晚超越會場極限，筵開 274 席，在在表現出紅藍
兒女不死的愛校熱忱。基社同學更是熱烈捧場，坐滿了十二
席。
薪火相傳禮依然由德高望重的鄺文熾老學長任龍頭，他

將紅藍旗幟交予較低班的社代表，直至交到最年幼的小五學
弟，象徵紅藍這一脈薪火，一代傳一代，萬古不滅，偉哉培
正！
鍾慧冰再度任司儀，並與潘嘉衡學弟負責為母校拍賣

籌款，大家都踴躍競投，基社更是責無旁貸再次發揮愛校熱
誠，莊友衡、丘國生、與梁燕珊都投得所好，為母校教育事
業盡一分力。
多位學長嘉賓受邀上台漫談紅藍緣，再加上多采多姿的

節目，豐富的抽獎，使晚宴延展至接近午夜才散席，大家都
累了，真的好累。雖然累，駕車回家時，心裡仍然蕩漾著同
學的笑聲笑臉，感覺好親切，好親切 ⋯⋯

四）開平、江門兩日遊
 （2009年11月 29 - 30日）

忙了幾天，昨晚回到家裡竟是頭昏腦脹，渾渾沌沌的；
沒睡幾小時又要爬起床，趕去中港城坐七時五十分的船。
向領隊報到後，一眾同學到大家樂享用早點。我呷著

香濃咖啡，悠悠然清淨昏沉欲睡的腦袋，卻忽然接到領隊電
話，說已差不多要登船了，但江若蘋和張金城還沒有到，要
我趕緊找人！打了好幾次他們的手提電話都沒有接通，最後
打到家裡，才把他們從睡夢中吵醒！時間已到，我們唯有先
起行，去到蓮花港再等他們。幸好船班次還算密，他們趕上
了下一班船，只比我們遲到了一小時。未到步，大家先商議
要怎樣懲罰這對夫婦，曹國成最厚道，體諒大家是幾十年老
同學，願意以友情價折讓，只以加拿大法定最低工資計算，
四十七人合共 ⋯⋯ 結果大家只是列隊鼓掌，歡笑聲中上車
啟程。
這個旅行團，由最初只有籌委會中的林仙韻與我兩人

報名，到後來要與旅行社討價還價般的逐一加位，最後組成

四十九人團，包括了三十一位基社同學與十八位親友，聲勢
浩大，當中更有醫生（莊志芳）、護士（李素貞與黃研茵）、
與藥劑師（莫詠芳）隨行，叫大家放心釋懷，高枕無虞。尤
喜者是李素貞的媽媽、關蓮清的爸爸、與李鳳鳴的媽媽都同
行，跟我們開心。嬌嬌的媽媽確是名副其實基社超級粉絲；
由銀禧、珍珠禧、以致珊瑚禧，她都積極參與，全情投入，
足見她對嬌嬌的疼愛。有一次我告訴李伯母，很多小學同學
都對她印象深刻，還沒有說下去，她馬上截住話頭說：真是
失禮呀 ⋯⋯ 何出此言？去問問曾經欺負嬌嬌的同學吧！
路上，兩位導遊都很用心的講解歷史文化典故，只可

惜我們坐在最後幾排的同學，沿途有李振強不斷講棟篤笑，
半葷半素，亦諧亦莊，笑聲不絕，於是也就無心聽導遊講書
了。
大家都聽過李老闆解釋早婚的原因，但卻不明白何以他

的明珠與他的「犬兒」相隔五歲這麼遠？李老闆一貫的不形
於色，輕描淡寫的說：「我懶嘛！」跟著補充說：「所以個仔
出世時啡啡地色咖！」
啡啡地色？沒聽懂 ⋯⋯
「生鏽嘛，所以有鏽漬囉！」
伍德賢主教在旁聽著，差點亂了方寸。李老闆就是這副

德性，意之所興，管你是牧師或主教，依然大灑鹽花，繪影
繪聲的講兩級半笑話，老同學嘛，何必介懷？
兩天行程，先後去了屬於「世界文化遺產」的開平自力

村雕樓群，赤坎古城與電影街，江門星光大道，番禺印象
園、蓮花山望海觀音等，節目一個接一個，並無冷場。朋友
問是否值得去，我回想所到過的景點，默默然竟說不出所以
然。怨不得誰，兩天來我只顧著和老同學話舊，根本沒有留
意去了什麼地方；說實話，當初籌委會選擇旅遊地點時，我
們似乎都沒有很在意去那裡，玩什麼，看什麼；心想著一班
老同學能夠聚在一起，共話當年，縱狹街陋巷，破瓦枯井，
總是有情。
幾位同學因事要提早離開。蕭一和亦是在第二天午飯後

要與太太先回香港，在餐館等的士時，看他滿臉離情愁緒，
欲言又止，情愫依依的，我馬上明白過來，直接的問：「是
不是想與基社美女合照呀？」一和亦夠坦白，大聲的說：「等
了三十五年啦！」一眾女同學馬上圍著他拍照，圓他作了幾
十年的春夢；夢醒處，一和感動不已，不枉此行矣！

五）驀然回首
籌備經年的珊瑚禧瞬間便過去，人生幾度秋涼，還有

多少機會能夠圍聚這麼多同學聚首？心裡惶惶然，竟有點失
落。
感激同學熱誠參與和支持。當我看到你老遠的從海外飛

回來，為的就是要和同學相聚，我感動；當我看到你推掉一
切，特意參加我們的聚會，我無言；當你跑過來，輕輕拍我
肩膀，熱切告訴我你是多麼開心，多麼珍惜這個團聚，我更
是深受鼓舞。幾天的體悟，深深淺淺，耐我低徊難捨。
由籌劃組織至曲終人散，追憶整個過程，且依依，且悵

悵，別是一般滋味。當晚在台上勘察拍照位置時，周美亮戲
稱我們是「超模」（超齡模特兒之謂也）；驀然回首，忘不了
的依然是那一張張風華不減的超齡臉孔。
摯友，請珍重，暮色蒼茫，我等著你回頭一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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