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一）五四廣場—500噸重之火炬雕塑 （圖二a）有100年歷史之德總督府

（圖三）甲午海戰博物館 （圖二b）德總督府碑

（圖四）蓬萊鎮海大炮（圖六） 濰坊風箏作坊

2010年4月中，趕在五、一黃金節前，華科大香港校友
會一行21人，組織了一次山東青島、威海、蓬萊、濰坊、曲
埠、泰山、濟南八天遊。4月18日中午乘南方航空由香港直
飛青島。
為了欣賞絢爛的櫻花，我們選擇四月中旬出發去青島，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今年春來的晚，四月份還是料峭春寒，
櫻花仍是含苞待放，無緣一見「櫻花枝頭春意鬧」的景象。
青島是北方一個濱海的美麗城市，紅瓦綠樹，碧海藍

天。2008年奧運帆船
比賽在此地舉行，東
部為新城區，以五四
廣場為城標。（圖一）
高樓大廈林立，

宛如香港；西部為老
城區，歐式建築甚有
韻味，八大關風景
區，令人感受異國建
築風情，由第一任
總督所建德國總督府
（圖二a及b），一切建
築材料及室內裝飾，
一床一櫃，均由德國
運來，典雅高貴。國
務院已將該幢建築列
為重點保護建築。還
有蔣介石公館花石
樓，亦頗有歐洲建築
風格。登上信號山，
可以飽覽舊城風光。
濱海棧橋，環繞

青島多處海灣，長約
46公里，是青島又一
標誌性建築。此外，
著名的青島啤酒一條
街，音樂廣場，都有
助體驗本地風情。
嶗山礦泉全國聞

名，可惜因修路而封
閉，未能一遊北九水
風景區，親身領畧九
水十八潭，潮音瀑，五水飛風崖，六水觀音台等。「五步一
換景，十步一重天」的九水畫廊的風景。
行程第二站是國家花園城市—威海（古稱威海衛），由青

島驅旅遊大巴士前往，車程3.5小時，威海市劉公島，宛如
一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碧波蕩漾的威海灣內，有海上仙山
的美譽。乘船只需10餘分鐘，便可登上該島，島上有頗具規
模的《甲午海戰博物館》（圖三），紀錄滿清皇朝一場與日本
國的慘烈的海戰。當時雙方各有12只戰船，勢均力敵。由於
李鴻章用人唯親，不起用擅長海戰的將領，以其不是自已一
派，反而任用只擅騎兵的丁汝昌，戰前佈署又失於粗疏，沒
有指定副將。戰術上以鷹展大鵬陣法對日本的一字長蛇陣，
結果日本以沖擊清水師旗艦為目標，一擊即中丁汝昌旗艦船

齊魯大地紀遊
誠社吳漢榆

桅，使旗手無從發訊號，全軍失掉指揮中心，陣腳大亂。日
本兵船用側炮多門連珠攻擊，使清水師非沉即重創，鄭世昌
在彈盡之下寧死不降，最後指揮軍艦全速沖向日艦，不幸為
魚雷擊中而沉沒。
當時號稱亞洲第一的清水師，軍艦購自德國，竟不堪一

擊，全軍覆沒，真是發人深省。劉公島經日佔而後為英國租
借，差點成為第二個香港，島上的兵營，一望即知為英式建
築，遊罷劉公島，離開威海，驅車經煙台，經2.5小時抵達人

間仙境 —— 蓬萊。
蘇軾有聯讚蓬萊曰：
「海市蜃樓皆幻影，
忠臣孝子即神仙」。
蓬萊仙境是秦始皇四
次求仙親臨之地，可
惜都失望而回，後人
將此地名為芝罘，意
為四次不遇仙。（圖
四）
相傳此地曾有

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的故事，日本也有神
仙赴東瀛的故事。但
在日本只有七仙，不
見何仙姑的蹤跡，可
能是日本從來重男輕
女，故雖女神仙也無
地位。今次旅遊，也
澄清了一句成語，「狗
咬呂洞賓，不識好人
心」的涵義。原來苟杳
和呂洞賓從小是沙煲
兄弟。後來苟杳從商
發跡，呂洞賓沒錢娶
妻，向苟杳借錢，苟
說和你兄弟一場，借
錢當無問題，但有條
件：「就是拜堂由你，
但洞房三夜歸我」，呂
洞賓雖然生氣，但無

奈只好應允，結果拜堂後，每晚呂均在門前守候，探聽情
況，至第三夜，聞其妻啜泣，大為忿怒，於是衝入房內，以
為苟杳欺淩其妻。其實是妻子以呂三晚都不來看她，感到傷
心。苟正人君子也，並無不軌苟且行為，呂苟仍然是好友。
又過了幾年，苟生意失敗，家亦毀於火，無奈只好向呂洞賓
求助，呂說我為官清廉，無甚積蓄，愛莫能助。苟亦無奈返
鄉，只見其妻在家辦喪事，一問才知呂洞賓派人報信，說苟
客死異鄉，故送棺木歸故里，苟大怒，劈棺洩忿，只見棺內
盛有金銀珠寶，並有一函，謂「你害我妻守空房，我叫你妻
哭夫喪」，這就是狗咬呂洞賓的真實故事。
遊罷蓬萊閣及明代民族英雄戚繼光故里，古船博物館。

午餐後，乘車經3.5小時，便抵達濰坊。濰坊的楊家埠大觀
園，是我國著名的風箏之鄉。5月 22日在此地舉行了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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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孔廟正門—金聲玉振牌坊 （圖十）孔府

（圖七） 淄博周村古商城 

（圖十一）孔子墓碑

（圖十二）登泰山

節，在風箏博物館裏，我們看到各種形式風箏的製作，有大
鷹、蝴蝶、蜈蚣，小的只有150毫米，大的有2-3米長，而且
可以分拆摺疊，便於携帶，每只風箏製作完成都要在大草坪
上試飛，以保証質量。（圖六）
大觀園還有木刻版畫，畫工從木版雕刻，到拓印畫張，

一一示範，使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從濰坊西行到淄博，距離2小時車程，進得城來，已經

入夜，一宿無話。 次日遊覽天下第一村—周村古商城（圖
七）。周村薄餅是馳名品牌，在老舖看到實際製、烤工序，
經試食後，團友均大量採購，
以作手信，周村古街區，有大
染坊，楊家大院票號展覽館，
電影喬家大宅有介紹晉商在各
地開設中國首創票號，匯通天
下，實開世界匯兌之先河。街
巷幽靜樸素，雖經百年風雨，
仍保存著古樸的明、清原貌及
氣息。
行程第五天，已經到了泰

山腳下的泰安，泰安到曲埠車
程一個半小時。吃過早餐，驅
車前往曲埠，灰色的、規模宏
大的「三孔」遊客接
待中心迎接各地的客
人，我們乘馬車（八
人一乘），學孔子周遊
列國。
遊孔廟 孔廟在曲

埠城中央，是歷代帝
皇祭祀孔子的地方。
始建於西元前478年，
即孔子去世後第二
年。經歷代重建，明
朝形成現在的規模，
其建築仿皇宮制式。
前後九進院庭，建
築在一條南北中軸綫
上。氣勢雄渾，與北
京故宮，承德避暑山
莊 稱為中國三大古建
築群。
孔 廟 佔 地2,183

平方米。全廟包括三
殿、一閣、一壇、三
祠、兩廡、兩堂、兩齋等共466座建築，另有54座門坊，
2,000多塊碑碣。進門有「金聲玉振」牌坊（圖九），意謂奏樂
的開端與終結，孟子謂孔子思想集古聖賢之大成，對中國文
化作出巨大貢獻，「大成殿」在「杏壇」之北，是孔廟主體建
築，與北京「太和殿」，岱廟「天貺殿」並稱中國三大殿，人
們常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所指的即此三殿。    
大成殿金碧輝煌，正面的十條柱，每根柱上雕刻有兩

條龍，中有一珠，故名二龍戲珠。孔廟內，位於奎文閣後有
十三禦碑亭，分別建於金、元、清三朝，孔廟裏的碑刻多達
二千多尊、允稱為書法，雕刻藝術的寶庫。其中有一座巨大
的碑，上面用紅漆塗上「留」字的痕跡，一問之下，原來有
一段故事。話說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到處抄「四舊」，見

到此碑是朱元璋所立，帝皇將相的東西，理應打倒。正要動
手，有人說：「朱元璋出身貧苦，做過乞丐和和尚」。那紅衛
兵一聽，將老朱訂為貧窮出身，屬於「紅五類」，於是大筆一
揮，批上「留」字，同意保留此碑，其他的碑，聽說都用拖
拉機拉倒。                                                        
進入大成殿，是歷代帝皇祭孔的大殿，當天我們有幸看

到一幕成人立冠的儀式。
訪孔府 孔府即衍聖公府（圖十），是孔子嫡長孫世襲的

衙門及私家府第。至今已延綿至七十七代孫孔德成（在臺
灣，年前逝世）。官衙屬明代建築，佈局分西學、東學，中
路三部份，中路是孔府主體，分為前後兩大部份，前為「官
衙」，及六廳三堂；後為「內宅」及花園。廳堂之上懸掛有清
聖祖御筆所題「節並松筠」和清高宗所題「詩書禮樂」匾額。
內宅建於明代，中柱門後照壁繪有獬豸貪畫像，以警戒後

人為官要清廉，不可貪贓枉法。孔府花園又叫鐵山園，因嘉
慶年間七十三代衍聖公孔慶鎔重建此園時，以鐵石裝點園景
而得名，園分東西兩區：東區有翠柏書屋、荷花池、涼亭和
用太湖石堆砌的假山；西區有牡丹池、芍藥園、竹林、鐵山
等景緻，還有幾株老樹叫「五柏抱槐」，十分珍貴。
禮拜孔林 孔林位於曲埠城北門外，是孔子及其後代的

家族墓地，至今已有2,400年歷史。魯哀公十六年（西元前
479年）其弟子將孔子葬於此，其後裔附葬者不斷增加，到清

康熙年間，墓園已擴
大至2平方公里，由
於墓園太大，我們只
能坐電動車遊園，走
馬看花。園中有公主
墓，是清乾隆女兒下
嫁孔氏孫的墓葬。孔
子墓在孔林中南部，
墓前有石碑兩尊，其
一是「大成至聖文宣
王墓」，後者為「宣聖
墓」。孔子及其子孔

鯉、孫孔伋的墓成品字形，叫
「攜子抱孫」格局。其旁邊有
「子貢廬墓」。（圖十一）

泰山是五嶽之尊，今番遊
青島，能夠登臨泰山，一覩歷
代帝皇封禪祭天之地，實在是
得償心願。
泰山位於泰安境內，乘車

至泰山腳下，換乘登山穿梭巴
士，盤山而上，東行20分鐘，
已到梅花源登山纜車站，每纜
車限載六人，由中天門經過15
分鐘，攀上海拔1,460米的南天

門，經天街。自泰山腳登山，要走7,000級石階。「十八盤」
是登泰山最後一段盤道。梯級雖不很陡，但至少亦要踏1,594
級，方才抵達建於宋代的碧霞祠。只見大批信眾，携帶1米
多長的香柱、寶燭，供奉聖君。有道士指點眾生參拜，以求
庇佑。繼續前行，只見一片摩崖石刻，有大唐開元年間的石
刻，頌讚第一聖山的功德（圖十三），亦有乾隆皇御筆題詞刻
石，筆走龍蛇，氣韻非凡。
再往前行，即見玉皇頂，是泰山的最高點，海拔1,545

米。慕名者鼓其餘勇，奮力登峯。我則量力而為，走近距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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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唐代摩崖石刻 （圖十四） 趵突泉公園宋詞
人李清照塑像

偶然的一個機會，聽到某個朋友劈頭說了一句話：
「我愛青衣」（音），接著沒有機會再聽下去。之後這句話
在小可心中不停地翻來覆去，到底「青衣」指的是甚麼？
是甚麼含義？使我糊塗不已⋯
於是嘗試用普遍性和香港人的立場去分析一下，從

衣、食、住、行各方面去解讀，試圖找出一個答案來。
先從食的方面開始，那麼說這話的人可能是一位美

食者，啫食「青衣」。這裡指的是海鮮中的一種貴價魚，
肉質鮮嫩，產量很少，價值不菲，有時即使有的是腰中
錢，也不見得容易買得到，更增加牠在美食上的可愛性。
再試從住的方面去想。近的「青衣」可能指本港新

界的一個新開發的島嶼，有新的社區，有發電廠、工業
區、油庫、船廠（塢）、隧道、機車，更有香港著名和美
麗的大橋多座連接鄰區。遠的（五零年代吧）「青衣」，
未開發前是一個大的荒島，居民稀少，由是成為歐人連
伯氏所帶領一個著名活動的熱門場所。那麼說這話的
人可能是連伯氏的信徒，也可能是喜歡這地方美麗的海
景，因而愛上這裡。
又從休閒生活方面去看，休閒的目標需要行去找，

所以當作行來看待。京戲中女角分青衣、花旦和刀馬
旦。不像粵劇花旦分正印、二幫、三幫。在京戲中，
青衣擅演文靜的戲，花旦則演俏皮的而刀馬旦則演武打
的。誰擔正演出不是固定的，主要看那齣戲的內容。文
靜戲中，一般由青衣擔正。但在「西廂記」中，紅娘由花
旦飾擔正，崔鶯鶯由青衣飾則為輔。但武打的折子戲中
的女角則由刀馬旦擔正。如果從這個方向去想，說「我
愛青衣」的人可能是一位顧曲周郎也不一定。
最後說到衣的方面，說話的人可能是一位騎師。

他頭戴鋼盔，身穿青衣，左手拉繮，右手執鞭，馳騁沙
圈，好不威風。
但是到底「青衣」是甚麼顏色的？若是說「包青

我‧愛‧青‧衣
天」，青色明顯是代表蔚藍色的意思。若是「青青河邊
草」，青色就會意會成黃綠色。若是說「一縷青絲」，則
非黑色莫屬。若說「面孔鐵青」，這時就要非想像成灰白
色不可。所以「青衣」到底是麼顏色？一路想下去，卻愈
來愈糊塗。茫無頭緒，只好跑去請教高明。
高明說，在沒有上文下理，缺乏語境的情況下，讀

國文課的方法就提供了很好的幫助。每課國文例必有
題解和作者生平。這兩項看似無關痛癢，實則是幫助
瞭解課文的必需資料。試看蘇軾同詞牌名的兩首「江城
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是一首「記夢」詞，十年忌辰憶
念亡妻王弗，是首經典又傳誦千古的悼亡詞。王弗十六
出嫁，婚後夫妻恩愛，惜年廿七早逝，葬於四川彭山。
而蘇填此詞時（1075）時年四十，由京官貶知山東密州，
山東、四川兩地相距千里，闡釋了「十年生死」和「千里
孤墳」的含義，從而寫出夢後深情感人的文字來。同是
同年同地作的另一「江城子」詞：「老夫聊發少年狂」又名
「密州出獵」被譽為很有個性「自是一家」之作。以四十之
年自稱老夫，又以一小小的知州卻自比權傾一時，三國
時統領吳國與魏、蜀鼎足而立的孫權，可見詞裡蘇東坡
狂得可愛。由寫狂之後，轉而明志，希望朝庭遣「馮唐」
召回朝庭効力。不像當時流行綺麗閨音之詞，蘇的詞風
豪邁清雄，當然是「自是一家」之作了。由此可見，題解
道出成文時的時、地、人等社會背景，為文的動機和動
力。而作者生平則透視作者的一生遭遇，教育，修養，
人生觀和價值等取向，直接顯示作者為文的心態和取向。
兩項資料正符合孟子所謂「知人論世」評論文章的態

度。
若然仍不明「我愛青衣」的話，既然說的人跟你是朋

友，當然知道他的背景和為人，為何不直接求問於他？
何以如此見外，在此亂猜胡為？小可立時茅塞頓開，忙
不迭稱謝辭去。

陳力行

峯百米之遙，取出相機拍攝錄
影留念。此時此刻，不期然想
起杜甫的詩句：「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的詩句。在泰山
之下，一切都變得渺小。（圖
十二）
為了趕時間，原定步行下

山，改為搭乘纜車，然後驅車
約一小時，趕回濟南城，第一
次認識此地，是通過在培正初
中一讀劉諤的《老殘遊記》。
腦子裏還記得濟南府「家家泉
水，戶戶垂揚」。
今番重遊大明湖，和五十年前在此地濟南第二機床廠作

畢業實習時，已經大不一樣，園子經過修茸、擴建，頗具規
模。「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實在迷人極了，
還有《李清照紀念館》，她著名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
泠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的詞章，吟誦之間，更增添文

化氣息。（圖十四）
泉城濟南最有名的是趵突

泉。在一泓池水中間，有三眼
泉水湧出，終年不絕，難怪享
有「天下第一泉」的盛譽。正
是：
「佛腳清泉，飄飄飄，飄

下兩條玉帶；源頭活水，冒冒
冒，冒出一串珍珠。」               

晚上參加華中科大濟南校
友會的晚宴，30人同坐在一圓
形大桌上，氣氛熱烈而隆重，
賓主舉杯祝酒，互訴別後衷

情，臨別拍照留念。
八日七夜的青島之旅，到此完滿結束，四月廿五日早

晨，乘南航MU5025班機，直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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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京倫敦在2007年8月1日，一連五天以來，特別熱
烈，興高彩烈的慶祝，這是國際青年的慶祝及睦鄰、協和萬
邦的活動。
彩虹似的男女童軍穿着整齊的制服，並高擎旗幟在一

起，分別來自全世界160個以上的國家童軍慶祝童軍運動
創立100年慶，至於加拿大溫哥華童軍在2007年8月10日
在史丹利公園盛大集會，ROBERT BADEN-POWELL貝
登堡公爵創立童軍不覺已有100年，當年僅只有20名男童
軍加入這一次試辦式的露營戶外活動，但日前卻有4000
名後起之秀在這裏舉辦為時兩星期的大露營，以為紀念
貝登堡公爵及他所創立的童軍，這裏是童軍成立創辦的
地方，剛巧在100年前童軍第一次集會，他們旅行到當
年成立童軍的原址POOLE HARBOUR位於DOREST的
BROWNSEA ISLAND，並重申宣誓，一致共同合作，同
心協力共聚一堂建立一個互相容忍包涵及和平的社會，此
次集會計共約二千八百萬名童軍參加，其中三分一是女童
軍，分別來自全世界各地，世界童軍運動是於1907年時，
由BADEN-POWELL貝登堡公爵創立的，他被譽為SIEGE 

加西版星島日報

 
林岳鋆義兄，係我洪門兄弟，亦係加拿大華裔退

伍軍人會會員。林岳鋆能夠獲提名載入英國倫敦《劍
橋傳記中心世界名人錄》榜上有名，其事蹟值得介
紹，他為我們華人爭取到光彩。
林岳鋆一九三五年農曆二月十二日花朝節出生於

廣東省新會市會城鎮洪門樓。早年先後畢業於澳門培
正學校和岡州中學。移民加拿大後，在溫哥華公立士
達孔拿英文學校，不列顛高中學校及哥倫比亞學院前
身之太平洋學院先後半工半讀，溫哥華學院進修及自
學。
後接受加拿大公民部及國防部訓練，多次獲派出

席加拿大各大城市舉辦的移民公民研討會議，為加拿
大陸軍炮兵團後備軍人，在第十五野戰軍第八十五軍
團擔任民防保安工作。
韓戰爆發後，林岳鋆在溫哥華大力宣傳華人劇社

及音樂社作義務籌款演出，慰勞聯合國軍隊。

共產黨掌管新中國後，中國和加拿大尚未建立
外交關係，西人報章經常誣蔑中國移民為「共產黨特
務」和「共產黨間諜」，後經林岳鋆多次聯合全加中華
總會館已故常務委員黃文甫等，寫信卑詩英文省報編
輯部，力斥其非，大力維護加拿大華人的權益。後又
與全加中華總會館十多次晉京，向移民部爭取華裔移
民的平等權利，擔任翻譯工作，盡出了自己應盡的責
任，扭轉了加拿大聯邦政府對華人的不正確看法。
林岳鋆義兄一向熱心公益事業，樂意幫助別人，

不求名利，不計得失。現仍名譽上竭盡棉力在中國洪
門民治黨擔任值班工作，盡忠職守。對各僑社的義務
工作，經常參加，過去曾擔任過《大漢公報》編輯，
現經常給《星島日報》及香港、台灣及各地僑刊義務
報紙寫稿，報導華僑社會的真人實事，林岳鋆義兄的
先進事蹟，均獲載入《劍橋傳記中心世界名人錄》上。

Scouting Movement celebrates 100 years
Robert Baden-Powell founded the scouts with a trial
camp of just 20 boys at Brown Sea Island in England

By Ben Farmer

林岳鋆

OF MAFEKING英雄並準備以這一批初期始創的童軍，在
他的陸軍作有效的運用，他在軍事上具有豐富經驗，初時只
有20名男孩子，分別來自各個不同社會背景，作一些露營
經驗，他並將訓練男童軍的經驗全部記下來，這本書名為
《SCOUTING FOR BOYS》而且流傳至全世界各地。

2007年是世界童軍運動100年慶，童軍領袖CHIEF 
SCOUT PETER DUNCAN是英國廣播公司CBC廣播員，
謂童軍創立的最初宗旨，僅是促進友誼，日行一善，生活和
諧，向大自然邁進使童軍運動，將來更加光輝。
他又說童軍原來便是原始的環境份子實行者，童軍的

理想對年青人信心大有裨益，但有時卻是相反的，我們要
鼓勵青年人及以協力授給他們去做好事。2007年8月1日星
期三，全球童軍分別來自ARMENIA至澳大利亞，又千里達
至中華民國、台灣等各地方，可以見證童軍運動，向上帝
宣誓見證，當太陽高高在ESSEX市升起來的時候，CHIEF 
SCOUT PETER DUNCAN正式主持開幕儀式，吹號角一如
百年前貝登堡公爵創辦童軍運動時的情況一樣，開始第一次
露營活動。童軍們由每一個國家或地區，各派出代表兩名，

– 鄭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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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他們參與童軍活動的誓詞，以他們自己本地，自己國家
的言語宣誓，效忠跳舞唱歌，喜氣洋洋。
ALASTAIR FRANKL 今 年 16 歲 來 自 401 旅

MANCHESTER SCOUTS童軍團，他說：我享受好時光，作
為促進國際友誼，一生一世，甚至制服亦不是只為空虛的。另
一位16歲的MARIAMA IRELE來自SENEGAL：在兩天前
我搭船到達這裏來，船上共有300名陌生客，但現在他們已
全部成為我的知己朋友，假如分別來自全世界的青年，能夠
一樣致力童軍活動，便可以使世界建築成為友誼的世界。
在英國BROWNSEA參與慶會的MICHAEL BADEN-

POWELL 是貝登堡公爵的童軍創辦人的孫兒，他呼籲各國人
士要效法他祖父所作所為，向長者佈祝童軍100年慶的意義，
100年已過去，但國際精神很重要，宣佈盛大慶祝的議程。
一 世 紀 後 的 今 時 今 日， 世 界 童 軍 大 露 營 在

HYLANDSPARK, CHELMSFORD ESSEX舉行，童軍不分種
族，宗教信仰及任何國家，一律都一視同仁，而童軍活
動在一百年以來已大大改變，各人並講述貝登堡公爵的
生平軼事，說他生前如何訓練兒童，如何在 WAR 時在 
MAFEKING堅守陣地。童軍在100年以來，分別學習遠
足、旅行、扒獨木舟，研究討論黑奴、歷史、婦女權益、
愛滋病及環境問題等。他們的營火在BROWNSEA島是禁止
的，該島現在是由國家信託公司所擁有，因為該地禁止焚燒

及野火的，加拿大溫哥華市華裔童軍甚多有中僑互聯舍，中
華文化中心，麗晶廣場中心，海龍隊、佛教的、天主教的，
魚目混珠應本着童軍精神，至於在加拿大方面，1958年加
拿大B.C.省100年省慶，亦適巧逢華人旅加100年慶，加拿
大華裔童軍，在溫哥華的 PRINCE OF PEACE CHURCH 和
平王子教堂集合，由劉英柱團長主持，他當年是在溫哥華
市英文太陽報（VANCOUVER SUN）為印務僱員，中華青年
團在溫哥華唐人埠舞龍之夜 CHINA NIGHT 歡迎 NORMAN 
KWONG 林佐民已成為加拿大阿省省督，加拿大第一位華裔
省督是林思齊博士，培正學校校友，一日培正，一世培正。
本世紀是加拿大世紀，也是中華民族世紀，華人已不再

是被虐待稱為「東亞病夫」，中國功夫國術，亦已納入奧林
匹克運動會比賽項目之一，童軍有智仁勇，一日童軍，一世
童軍，加拿大維多利亞市中華民族華裔童軍目前舉辦75周
年會，資深華裔童軍領袖陳新強博士主持祈禱，另有中國洪
門昆仲鄧子才等已故的華裔童軍，有黃保華公證人，地保官
等中國童軍911團筆者林岳鋆，江門市新會區會城鎮洪門樓
出世，移民加拿大後歷任加拿大42旅中華貝登堡童軍舊友
聯誼會公關宣傳主任，至於逢星期六在溫哥華華僑公立學校
操練的溫哥華東188旅童軍，日前舉辦19周年年會，慶祝陳
新強博士90壽慶，嘉賓有王毓麟夫人、葉衍芳建築師，關
其逸、關胡淑馨伉儷，梁鴻光、林岳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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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培正同學通訊」費用芳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排名不分先後，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如有錯漏，請予指正，以便下期更正）

贊助培正同學通訊經費
周兆禧（（善） 美20
莫權英（昭） 美20
黃鴻輔 美20
謝保羅 美10
阮昌業（剛） 美20
黎錦華（匡） 美20
梅國豪（匡） 美20
李偉民（昭） 美20
梁國駒（輝） 美20
何宜堅（昇） 美25
謝鴻基（匡） 美20
趙希文（鵬） 美30
莫伯豪（輝）   

｝
 

 美20鍾佩娟（輝）
陳瑞祥（光） 美20
黃敏傑（偉） 美20
梅榮輝（忠） 美20
陳大成（恒） 美20
黃顯揚 美20
林兆祥（正） 美20
方德權（輝） 500
林岳鋆（斌） 加20
陳鈺成（忠） 美100
加京培正同學會 加200
紐英崙培正同學會 2000
陳德華（皓） 520
謝鴻基（匡） 300
美中培正同學會 1000
老瑞麒（斌） 1000
伍維章（忠） 美50
墨爾本培正同學會 澳250
陳秉麟（善） 澳100
吳秉銳（仁） 1000

彭根松（誠）   
｝
 

 500陳佩瑜（誠） 
陳啟生（榮） 100
李可喬（忠） 1000
李福運（光） 300
馬秋南（誠） 200
馮奇彬（忠） 200
黃偉淇（敏） 300
鍾立正（匡） 5000
唐啟光（謙） 200
沈明崇（偉） 200
黃鴻振（偉） 200
周榮超（恆） 1000
劉龍聲（正） 100
陳淑安（昭） 200
陳月珍（銳） 加100
陳福強（建） 500
何國英（磐） 200
鄺澤松（仁） 5000
劉晶輝（誠） 1000
李雪珍（仁） 86.10
孫國林（耀） 1000
胡達觀（正） 1000
候浩權（銳） 美100
陳德驥（正） 美100
1964協社 1000
黃偉炎（昭） 美100
李梅麗（瑩） 美50
吳國華（匡） 300
陳德華（皓） 950
梁乃森（光） 1000
徐天河（正） 500
李明慶（忠） 500
李信漢（正） 2000

王煥華（昇） 200
蔡宗磐（善） 500
岑志仁（剛） 2000
司徙光（瑩） 1000
馮玉基（明） 300
黃雅儒（培） 加20
何卓威（光） 澳30
鄭炎霖（昭） 400
潘世靖（弘） 歐20
周顯榮（匡） 美100
張殿彬（忠） 加100
李漢威（匡） 加100
潘漢楫（雁） 200
黃鐵衛（銳） 美100
彭鑑芬（仁） 500
梁廷俊（融） 加50
林錦松（正）   

｝
 
 美100鄧美華（正） 

盧鴻娟（仁） 美100
梁公彥（樂） 300
李帝平（真） 300
大湖區培正同學會 美200
雷仲宏（輝） 加50
司徒天正（瑩） 美50
黃健群（匡） 美100
源賽瑜（輝） 200
梁麗雲（輝） 500
林學廉（輝） 200
朱肇洸（忠） 500
鄺文熾（奮） 美100
鄭金枝（正） 500
余濟林（光） 美50
張雅靈（忠） 加20
劉國勳（忠） 加20

李根田（忠） 加20
李行熙（忠） 加20
賴經倫（忠） 加20
伍沃衡（忠） 加20
李榮德（忠） 加20
賴瑞賢（忠） 加20
黃培枝（忠） 加20
林岳鋆（斌） 加10
何金煥（塋） 美100
紐西蘭培正同學會 1500.00
馬秋南（誠） 200
贊助香港同學會經費
1959年級光社 100000
1949年級堅社 5000
1979年級榮社 5000
王健華（瑩） 美1123
呂沛德（勤） 10000
贊助劉彩恩老師獎學金
55 忠社 6,600.00
57 輝社 7,500.00
58 銳社 6,000.00
59 光社 8,000.00
60 正社 5,000.00
62 旭社 5,300.00
63 真社 4,200.00
64 協社 19,500.00
65 耀社 12,500.00
67 恆社 7,000.00
伍適端 （正） 10,000.00
陸志中（光） 

｝  2,500.00顧德仁（光） 
顧明珠（仁） 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