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培正母校創立一百二十週年，2009年11月24日，紅
藍兒女們懷著滿腔盛情，四方雲集三藩市，熱烈慶祝母校校
慶及年度的同學日，筵開三十八桌，極一時之盛。
華埠的康年酒家是歷年培正同學日聚會的首選，地點

適中，場地寬闊，菜式精美，這次我們佔用了二樓全層的地
方，理事們預早來佈置會場，分配工作，由譚振德、劉富
強、田鈞祥負責最前線任務，點名報到，安排座位，收集餐
費，李伯豪在旁邊大賣校呔、紀念品，余光源、蔡永松負責
音樂。
下午五時開始，各社人馬，陸續到達，社友重逢，暢談

別後，是不可多得之快事，茶逢知己千杯少，頓使會場熱鬧
起來。
慶會隨後開始，今年有1939年鵬社金鑽禧，1949年堅

社及熹社鑽禧，1959年光社金禧，1974年基社珊瑚禧。加冕
班的同學為今天的慶會，籌備經年，聯絡各地的同學到來參
加，在音樂助興，同學們的掌聲中，光榮地，驕傲地列隊進
入會場，這是他們期待已久的時刻，像是遊子歸家受到家人
的歡迎，又像戰士凱旋榮歸，含笑揮手，繞場一週向大家致
意。
唱校歌，由余光源同學帶領，同學會今天慶祝母校

一百二十周年校慶，這次唱校歌有著特別的意義；我們在紀
念先賢創校維艱，教育生涯慘淡經營，在創立一百二十週年
的今天，我們慶祝紅藍兒女滿天下，慶祝廣州、香港、澳門
及台山培正母校的校務蒸蒸日上，萬千氣象方蓬勃，培育英
才，永為基督真理之干城。
大會開始，周榮超會長致辭，周會長介紹來賓，同時

特別介紹有四十多位在二千年代畢業的同學，有這些後起之
秀參加，為同學會輸入了大批新血。三藩市同學會有今日的
規模，是眾多熱心同學努力的成果。周會長回想當年與王北
海、陳啟潛、余裕舜、許榮基幾位同學，任勞任怨，出錢出
力，合力發展同學會會務；同時他鼓勵大家踴躍參與同學會
的工作，發揚紅藍精神。會長又介紹四位已故同學會前輩的
夫人，並向她們獻花以示敬意。
鑽禧班堅社及熹社同屬1949年，因為戰亂的緣故，在

不同的地點上課，春夏二季畢業，故此分成兩社；今天有三
位堅社同學陳文蔚、林學穎、劉德潤及四位已故同學的夫人
參加；由吳宣倫理事作介紹，吳理事又簡述了母校的校史。
堅社同學在離校一甲子之後，滿懷感慨地坐在會場中心，在
「月亮代表我的心」悠揚的歌聲中，接受各位同學的祝賀，
心中有喜有哀，如陳文蔚學長所感受到的，為存下來的同學
慶幸，又為逝去同學追思；隨後，由最老資格的同學會前理
事1945年毅社陳雲柱學長為他們佩戴紀念章，會長夫人朱
樂怡同學從旁協助。
金禧班1959年光社有十六位同學參加，出場陣容龐

大，由趙中和學長負責介紹，因各學長英勇事蹟太多，恕未
能盡錄；隨後，他們意氣風發，大合唱光社友情頌，唱出真
摯永恆同學情，唱出光輝往事長留心中，唱出基督深恩滔滔
不盡流進紅藍子女身軀裡，唱出光社友情始終不變。贏得全
體同學熱烈鼓掌。隨後由林英豪校長加冕，張春煦老師頒

章。
壓軸戲是為金鑽禧班學長賀壽，由鄭國輝前會長主持；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來稀。能在中學畢業後七十年重聚更是
稀中之稀；1939年鵬社有林英豪、何騰駒、林浩章、李兆
康、黃錫讓五位學長及已故王北海的夫人參加，大會安排
應屆畢業的同學陪同鵬社學長出場，他們相隔七十年，同在
培正畢業，一老一少，成了強烈的對照，鄭前會長選播Sun 
rise, Sun Set一曲，並朗誦歌詞；日出，日落，日子很快飛
逝，一季節跟隨已去的季節，充滿了快樂和哀傷。各學長在
此情此境，可能對逝去的季節感到回味，又對年青輩相繼而
來感到快慰；回顧以往，放眼未來，正是：「夢裡山河依舊
是，眼前阡陌似疑非」。曲終後，余光源同學伉儷與馮景生
同學伉儷盛裝輕舞飄揚在樂章中，年少者為年長者敬酒賀
壽，其樂融融，林英豪學長隨後代表鵬社致辭。
1947年基社有二十六位同學參加，列隊齊集台上，戴

上珊瑚禧的壘球帽，拉出“珊瑚基緣再會”的橫條，一派青
春的氣息；他們有一百一十位同學參加在香港的珊瑚大慶，
周震宇同學細述基社盛事，他說基社人才頂盛，當年香港會
考，他們包辦狀元、榜眼、探花；如今很多同學在學術、
教育、新聞、影藝的事業上都有傑出的成就，不負母校的
期望；他們以前還出了入選港姐前五名的二位大美人；他
三十五年後才通知大家，真的不夠意思。由林英豪校長及張
春煦老師頒發紀念章，隨後他們大唱友誼之光，祝大家基緣
永續。
會中趙善強理事主持今年度的理事選舉及宣佈獎學金得

獎學子。宴會後，大家依依不捨道別，而我們仍然緊密地維
繫著在對紅藍的熱愛裡。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孫必興

首先代表同學會向前任會長周榮超致謝，過去一年他
一手承擔三份要職，包括調整會員名單，兼任通訊編輯及籌
劃聯歡和同學日的活動，去年十一月，他曾代表本會參加穗
港澳台四地慶祝母校120年校慶，榮超對同學會會務發展的
貢獻，實在是功不可沒。今年榮超因公事繁忙而退任會長一
職，但他仍會留任理事繼續負責通訊方面的工作。另外還有
一位必要道謝的就是我們的“財神”譚振德大哥，“德哥”在
本地同學會服務近三十載，是理事圈子內的中堅份子，近年
來他的視力欠佳，今年宣佈退位，我們企望“德哥”多多保
重，繼續享受他的退休生活。在今年一月初的理事年會，李
健理事（1976年捷社）被選作財政，李理事現在銀行任職，
不用說她一定會理財有方。
今年同學會將會注重發展下列會務和團體活動：
1. 組織一個會員聯絡網，網內成員包括今年度的理事和

各社的社代表，藉此網我們能繼續更新會員名單與及推動其
他會員對同學會活動的興趣。
2. 重開啟同學會網站（http://www.puichingsf.org），由於

◊  會長的話 ◊

張均策 1966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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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省二埠培正同學會於2009年4月25日，舉辦牛年
春節聯歡晚會，是日風和日麗，各同學依時前來參加慶會，
六時開始，羅根合會長致歡迎詞：
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很感謝各位同學抽出寶貴時間，

來參加每年一度聯歡晚會，二埠培正同學會成立41年，幸得
前輩校友，立了功勞，
群策群力，以及各同學
熱愛擁護，發揚紅藍精
神，使二埠培正同學會
會務薪火相傳，繼往開
來。
今年培正母校建校

120周年，省、港、澳
培正中、小學已經大張
旗鼓來慶祝校慶，香港
培正中、小學定於11月
28日，澳門培正中小學
定於11月29日，廣州
培正中、小學定於12月
5日，以及第二屆世界
培正同學日，同一天在
廣州培正中學舉行，請
各位同學依時前往參加示荷。
關於廣州培正商學院搶註案問題，培正商學院建校於廣

州培正中學黃啟明圖書館二樓，初時有10多位學生，設備
簡單，後來得到香港培正同學會積極宣傳，得到世界培正校
友及同學會鼎力支持，各項捐款踴躍，在花都購地建校，各

負責網站人員決乏，此網站已失修逾兩年，今年至少希望能
在網站上與異地校友分享本會最新的資訊，包括活動通告及
圖片，通訊集等等。
3. 同學會每年都撥出一份金額作為獎學金，目的是鼓勵

成績良好的校友子弟，歡迎各校友子弟申請，資格限於今秋
由高中畢業升讀大學一年班的學生，詳細申請程序將會登載
在五月份第七十二期的通訊。
4. 春季聯歡午餐將於三月十三日（星期六）在Millbrae

的香滿樓酒家舉行。
5. 夏季野餐定期是六月十二日（星期六），地點是在

Cupertino 的Black-berry Farm Park。 
6. 同學日是定於十月二日（星期六）在大埠康年酒家舉

行晚宴，節目包括慶祝社慶和各項精彩表演，今年社慶包括
1940年毓社（金鑽禧）、1945年毅社（星藍寶石禧）、1950年
弘社（鑽禧）、1955年忠社（翡翠禧）、1960年正社（金禧）、

（編按：在編排第170期會訊時，赫然發現上期漏登加亞省和美二埠同學會消息，心裡十分難過，謹對兩會致以
萬分歉意，現補登刊，讓大家分享兩會同學春節聯歡的喜悅，感受兩地培正校友深厚的紅藍情誼。）

1965年耀社（藍寶石禧）、1970年謙社（紅寶石禧）、1975
年昕社（珊瑚禧）、1980年穎社（珍珠禧）、 1985年博社（銀
禧）。敬請各社同學擁躍參加。
今年是農曆虎年，謹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2010年席理事會選舉結果：
會 長：孫必興1957年輝社
副會長：戚嘉慧1977年傑社  李 健1976年捷社
理 事：
趙善強 （1950弘） 鄧國謀 （1955忠） 陳巨光 （1957輝）
何汝顯 （1957輝） 孫必興 （1957輝） 談雲衢 （1958銳）
吳宣倫 （1958銳） 余濟林 （1959光） 何平略 （1959光）
余光源 （1961善） 周榮超 （1967恆） 蔡永松 （1971剛）
陳淑賢 （1973勤） 田鈞祥 （1973勤） 吳景唐 （1974基）
曹婉荷 （1975昕） 李 健 （1976捷） 勞錦儀 （1976敏）
戚嘉慧 （1977傑） 張智輝 （1979榮） 江苑絳 （1990騰）

牛年春節聯歡晚會
項教學大樓建築完成，又要綠化校園，香港培正同學會為培
正商學院作最後衝刺，在培正同學通訊刊登，請世界培正校
友捐樹，每棵400港元，刊登姓名、級社，掛在樹上留作紀
念，現在綠化成功，成為一間長春藤的學府，偷偷走到北京
將培正註冊專利，當廣州培正中學發現時與培正商學院商談

解決這個問題，當時顧
明均學長捐一百萬元作
行政費建議大家和解，
唯要將註冊校交還給培
正中學，但是談判失
敗。培正商學院辦學時
缺乏資金，完全是培正
校友支持才有今天的成
就，而反目成仇，養大
娘兒不認親，經過10
年訴訟今天得到勝利，
物歸原主，香港培正同
學會來信舉辦慶祝會及
請世界培正同學會捐款
用去登報繼續支持培正
母校，本人在慶會將情
形告訴給同學，請他們

捐助，響應香港培正同學會的號召，當晚籌得140美元，小
小之數，但是紅藍精神仍在對培正母校的支持。
飯後抽獎節目，獎品豐富，中獎機會高，禮成明年再

見！
美國加省二埠培正同學會 會長 羅根合（1954匡）

美國加省二埠培正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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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有光同學及夫人購得郵票及小全張

馮肇邦同學購得首日封

前排左起：鄒家欣（06禧）、馮肇邦（55忠）、吳永基（51明）、鄧璆
（55忠）、黎家俊（06禧）；中排左起：蔡宗磐（61善）、彭仲宣（54
匡）、許有光（59光）、謝錫恒（61善）、彭麗蟬（70謙）、郭美玲
（68仁）、李鳳琴（70謙）、張翠芳（73勤）；後排左起：寇懷誠（69
昇）、陳瑞華（55忠）、錢元國（67恒）

新舊會長在2009年中秋聚餐時交接，左為新任會長謝錫恒（61善
社），右為前任會長陳瑞華（55忠社）

大湖區培正同學會在2009年10月18日改選了會長，前
任會長陳瑞華同學（55忠社）在服務三年後謙讓，由謝錫恒
同學（61善社）接任會長，而本人則留任副會長兼管財政。
本區冬季漫長而且寒冷，但同學們熱愛母校及同學會

的心，並不會因窗外的皓皓白雪而受到絲毫影響。虎年春茗

幼同學的心腸，展露無遺。
澳門郵政局發行一套「紀念培正中學創校120周年」的

郵票。而本人則捐出在參加本社澳門一日遊活動時，購得的
該套郵票，小全張及首日封，席間公開拍賣，競投熱烈，該
套郵票及小全張，以高出底價七倍的價錢，由光社許有光同

寇懷誠

美加大湖區培正同學會

在謝會長籌劃奔走
之下，已於二月廿
七日假座Plymouth
市的「三家邨」飯 
店舉行，筵開三
席，培正校友共有
十六人出席，其中
最高班的是51年明
社的吳永基同學，
而級數最低的則是
06年禧社的鄒家欣
及黎家俊同學，前
後相距五十五年。
該日有意「方

城雀戰」的同學
們，自備麻將牌二
點半就來到飯店開
打。而晚宴則在六
點一刻開始。首先謝會長致詞，歡迎各同學及培正之友們共
襄盛會，致詞簡短有力，謝飯禱告則有本人負責，除感謝飲
食外，更求告主耶穌保守培正母校，賜智慧給校監、校長、
主任及老師們，本著「至善至正」的校訓，教導學生德、
智、群、體四育並進。緊接著所有培正同學起立唱校歌及校
旗歌。
由於本人有機會在去年十一月返港參加培正母校創校

120周年慶祝活動，故在席間向各同學簡報慶祝活動的盛況。
謙社李鳳琴同學則出資購買本同學會的「會杯」轉送給

第一次參加本同學會活動的鄒家欣同學（06禧），其愛護年

學及夫人購得，而首日封則由忠社馮肇邦同學以高出底價近
十三倍的價錢投得。所收到的款額全數成為同學會會費，此
時，謝會長見同學會「府庫充盈」，提意提出美金兩佰元捐
贈香港培正同學總會，用以資助同學會通訊之用，並得全體
同學鼓掌一致通過，同學們的紅藍精神，熱愛母校的心懷，
並沒有因地域的遙遠而受影響。
是次聚餐，主菜八道，另加炒飯、甜品，碟碟好餸，美

味可口，乃純正廣東菜式，大快朵頤。飯後合照留念，約九
時許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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