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同學日如期（十月二日星期六）在舊金山華埠之
康年酒家舉行。在新任會長孫必興的帶領下，副會長戚家
慧，各位理事和工作人員一早便到康年酒家，各據崗位做好
準備工作。五時過後，參加慶會的同學和家眷陸續報到，魚
貫進場。一時衣香鬢影，滿室生輝。同學們找到早已安排好
的席位後即互相問好，互道近況。霎時間康年酒家突然熱鬧
起來。

未到六時同學日慶祝正式開始，司儀由75年昕社同學
曹婉荷擔任。在她的開場白除了歡迎參加盛會的同學和嘉賓
外，還簡介當晚的節目。重頭戲包括一條龍大巡遊，頒發獎
學金，特別獎品，理事選舉和1960年級正社金禧慶典等。

接著由1955年級忠社劉粵琛同學帶領唱培正校歌：「培
正培正何光榮，教育生涯慘淡營⋯⋯」把大會氣氛再一度提
高。

跟著孫必興會長介紹友校代表：真光林妙霞會長，
培道王明珠會長及培英黎炳潮會長。據報今年同學日共
有三百六十多人報名，包括三十三位同學從1940年毓社
至2010年迪社。孫會長又歡迎外地同學：三十餘同學來自
美國各地包括Boston, Dallas, Arkansas, Seattle, Los Angeles, 
Sacramento等，更有一位仁社同學來自香港。1960年正社之
羅省同學會會長黃文輝（即已故黃汝光校監之公子）更租了
一巴士從洛杉磯率隊北上，帶來了他九十九歲的媽媽（黃汝
光夫人），居功至偉。

孫必興會長和黃文輝會長互相交換禮物。三藩市同學
會以獎牌相贈，上面有刻著「歡迎」之字樣。代表羅省同學
會之禮物是一面獎旗。黃會長在他的謝詞說三藩市之旅是一
nostalgic trip（懷舊之旅），他媽媽雖然九十九歲，但坐了數
小時巴士全無一句怨言。化表Sacramento（沙加緬度） 同學
會會長羅根合參加慶會的黃開旺（1957輝社）在謝詞中很感
性的說三藩市同學會這次主動邀請其他外地同學會來參加慶
典是一「翻了一新頁」（turn the page）的新姿態，營造了一
很有意義的氣氛，濃濃的加深了「紅藍兒女一家親」的感覺。

對下一節目是「一條龍」大巡遊，由1957年級輝社鄭國
輝主持。這條龍本來由十一社同學組成：即1940年毓社；
1945年毅社；1950年弘社；1955年忠社；1960年正社；
1965年耀社；1970年謙社；1975年昕社；1980年穎社；
1985年博社；1990年騰社。可惜其中三社（穎、博、騰）會
長雖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找不到同學代表參加，實屬美中
不足。所以這條龍可說是有頭無尾。

龍頭由1940年級毓社金鑽禧、1945年級毅社藍星禧和
1950年級弘社鑽禧的同學組成。龍身由1955年級忠社翡翠
禧、1960年級正社金禧、1965年級耀社藍寶石禧、1970年
謙社紅寶石禧和1975年級昕社珊瑚禧組成。龍頭三社和龍
身五社成員舞著有各自標誌的禧旗和紅藍兩色的三角旗排
成一線，在鄭國輝同學一聲號令下緊隨著手持同學會旗之
戚嘉慧副會長從舞台開始，浩浩蕩蕩地在Johann Strauss的
Radetzky March 和Mozart 的Turkish March 節奏下繞著會

場巡遊一周，成就了有歷史性的「一條龍」大巡遊。
巡遊會場一周後，龍頭三社學長及夫人再返回舞池坐下

接受徽章和鮮花。黃汝光夫人親自為每人掛章。弘社為了對
「紅藍兒女一家親」有所表現，帶來了一份禮物，由孫會長
和戚副會長接收。最後兩位會長和年青的同學向龍頭三社學
長和夫人敬酒。這具有歷史性的「一條龍」大巡遊在Gustav 
Holst 的Planet Mars節奏下和掌聲中隆重結束。

要辦好「一條龍」大巡遊的節目並不容易。責任這個計
劃的同學真是要絞盡腦汁，竭盡心力以不勝不罷休的態度進
行。在這個節目成功的背後有一班熱愛培正的同學。以下是
該計劃之主要成員：

鄭國輝（1957輝社）孫必興（1957輝社）余光源（1961善
社）周榮超（1967恆社）蔡永松（1971剛社）勞錦儀（1976敏
社）戚嘉慧（1977傑社）劉英瑜（2007驁社）

同學日節目至此已是晚膳時候，於是司儀宣佈晚宴開
始，先由1958年級銳社吳宣倫作謝飯禱告。席間潘永建

（1950弘社）同學用口琴獨奏「快樂頌」和「祖國頌」以娛在
座食客。周榮紹理事（1967恆社）和夫人朱樂怡（1967恆
社）也趁此機會頒發獎學金給五位得獎的同學。他們是：
Michelle Lam, Steven Lim, Victor Wong,蘇文康和Julian 
Chan。親身出席領獎的只有Michelle一人，其他四人都因上
課不能抽空要代表替他們領獎。

接著下來的節目是特別獎之頒發，由孫必興會長親自主
持。這些獎品是有點驚奇性的，因為得主事前並未獲通知。
今年獲獎者之一是張春煦老師。張老師自1952年開始在培
正任教，科目是英文、生物和化學。她一教便是三十年，
到1982年才榮休。三十年來超過一萬學生受惠。很多正社
1960、耀社1965和謙社1970的同學都曾是她的門生。根據
孫會長介紹，張老師已屆八十九歲高齡，因足傷不良於行，
本來不打算參加同學日慶典，但後來獲悉九十九歲之黃汝光
夫人要乘巴士從洛杉磯到三藩市參加慶會，這給她莫大的鼓
勵，於是毅然決定參加。同學會給張老師的禮物是一紀念品
刻有「張老師惠存：桃李滿門」的字樣。另一個獎品是頒給
蔡永松（1971剛社）同學和夫人，多年來他們兩夫婦負責培
正同學通訊內容排印和別具心裁封面的設計。同學會每年有
三期通訊，每期都有不同的彩色標題，這些通訊是聯絡散居
在三藩市灣區同學的主要工具。他們獲高度肯定的產品在維
繫和促進同學會活動的參與居功至偉，蔡永松理事領獎時大
讚嫂夫人對通訊設計的貢獻，不想自己領功，可見他們夫婦
兩人感情美好的一班。

對下一節目是理事選舉，由蔡永松理事主持。今年參選
的一共有十二人，計有：

梁錦濤（1955忠社）何汝顯*（1957輝社） 吳宣倫*（1958
銳社）黃維廉（1959光社）余光源*（1961善社）吳麗齡（1965
耀社）周榮超*（1967恆社）  田鈞祥*（1973勤社）勞美妮

（1973勤社）戚嘉慧*（1977傑社）陳永輝（1992義社）劉英瑜
（2007驁社）

二零一零年同學日誌慶 陳巨光 （1957輝社）

美國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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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美國加州紅藍兒女
一條龍巡遊盛況

2010年10月2日，美國加州紅藍兒女假座三藩市康年大
酒樓，舉行同學日及一條龍巡遊活動。盛況空前。

會議由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孫必興主持。宴開三十八
席。我隨著羅省紅藍兒女乘專車前往參加盛會。

開宴前舉行一條龍巡遊。所謂一條龍是指當日參加同學
日的個別級社獲得「禧社」稱號。在司儀鄭國輝的唱名下，
手持紅藍旗，列隊巡遊。首先由獲得「金鑽禧」稱號的毓社

（離校70年，40年畢業）。在該社前社長區東老學長的帶領
下列隊先行。以後順次為離校65年，45年畢業的毅社〈藍星
禧〉；離校60年，50年畢業的弘社〈鑽禧〉；離校55年，55年
畢業的忠社〈翡翠禧〉；離校50年，60年畢業的正社〈金禧〉；

從十二人（*為在任理事）中選出十人便成為2011-2012
年度理事。每一位候選的理事都介紹自己。他們短短的宣示
中很明顯的給我們一個不單是願意，而且是樂意服務同學會
的印象。

緊接著的另一節目是1955年級忠社翡翠禧慶典由鄧國
謀同學主持。計共有十五人參加，由孫必興會長送紀念品給
每一位學長然後照相留念。

壓軸戲是1960年級正社金禧慶典，由於有黃文輝會長
帶動居住在洛杉磯的同學來參加，所以是參加這次同學會最
大的一團體，計共有廿七人。張春煦老師替每一位同學掛

首先謹祝各位新春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去年十一月我們在同學會理事年會中議定今年三大活動如下：   

日期 地點 活動詳情

2011年4月9日 活泉華人教會 春季音樂會：
San Bruno音樂會節目豐富，包括聞名中外劉維姍女士和學生古箏演奏，及兩位校
友分別表演男中音獨唱和黑管（clarinet）獨奏。音樂會後有午餐供應。活泉教會環
境優美，設備完善，是一個欣賞音樂的好地方，請大家到時踴躍赴會。

2011年8月20日 Blackberry 
Farm, Cupertino

夏季郊遊：
去年曾參加六月BBQ的同學，都一致認同南灣Blackberry Farm是一個最理想的野餐
場地，今年八月我們將有機會重享舊地。

2011年11月5日 康年酒家 同學日：
在鄭國輝學長領導下，同學會繼續用「一條龍」大巡遊的儀式和下列各「禧社」慶祝
社慶 
 1941年磐社金鑽禧 1961年善社金禧 1981年勁社珍珠禧
 1946年雁社藍星禧 1966年皓社藍寶石禧 1986年晶社銀禧 
 1951年明社鑽禧 1971年剛社紅寶石禧 1991年勇社瓷器禧
 1956年瑩社翡翠禧 1976年敏社與捷社珊瑚禧

p.s. 如方便用電腦，閣下可在下列網址瀏覽本期通訊：http://www.puiching.org/branches/sanfrancisco/sanfrancisco.htm

◎ 會長的話  ◎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孫必興

魏奉槃（羅省1940毓社）

章。可能她教過很多正社同學，所以掛章時同學們對她特別
親熱。掛章完畢正社同學們更唱了「精神旺氣軒昂」的培正
運動歌和一首「正社 will shine」的社歌以娛大眾。最後由阮
明代表正社贈送同學會禮金並與孫必興會長合照留念。

差不多是散會的時候了，2007年驁社劉英瑜同學突然
提醒大家留步去欣賞他們年青人（共二十三人）演唱近代歌
曲。他們一共唱了三首。歲月如歌，光輝歲月及無法可修
飾的一對手。他們唱得很落力很開心，可惜音響設備欠佳。
2010年同學日就在歌唱聲中和幾對同學聞「歌」起舞的氣氛
下完滿結束。

離校45年，65年畢業的耀社〈藍寶石禧〉；離校40年，70年
畢業的謙社〈紅寶石禧〉；離校35年，75年畢業的昕社〈珊瑚
禧〉。共有八個「禧社」像龍一般迴旋遊行。羅省同學乘專車
來參加者共三十人，好不熱鬧。

參加這次盛會的還有培正元老1927年級會仁社的黃汝光
前校監的夫人張靈新女士。她高齡已達九十九歲，仍能神采
飛揚地參加會議。成為這次大會的焦點人物。

宴會上，有多年不見的老同學相聚，在相互談心，相互
敬酒，相互祝賀之下，直至杯盤交錯。此次宴會實為紅藍兒
女盛舉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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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ree-day event from October 1-3, 2010 planned by the 
Los Angeles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was a total success. 
The weather was perfect and everything went smoothly as 
scheduled.

On behalf of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Zhengshe alumni,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San Francisco's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for inviting us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Alumni Day 
Celebration, the San Francisco Zhengshe Alumni for their 
hospitality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Los Angeles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for organizing the charter bus trip. All of 
our Zhengshe classmates received a beautiful trophy medallion 
to remember this event with.

At 8:30, Friday morning, the bus picked up the first 21 
passengers from the Monterey Park stop. It then arrived in 
Silver Lake, near Down Town LA to pick up the remaining 
passengers. Among the 26 passengers there were 2 elders over 
90 years young: Mrs. Lillian Wong （Norman's mother, 99.5 
years old） and 魏奉磐先生 （1940年, 毓社）.

They had no problem climbing up and down the bus and 
took part in almost all the activities we had on our list.

The bus ride was long （6+ hours each way）, but the 
service were definitely much better than on an airplane. 
Norman cooked 茶葉蛋 and brought in red and white wines, 
beer, 牛肉夾, fruits, almonds with shell, ... enough to feed a 
village. With good food and programs on board, it was really 
an enjoyable experience.

There were plenty of spaces on the bus. One could stretch 
out from window to the aisle. It seemed that the 6 hours ride 
was not long enough. For the record, 麥志雄 （善社） won the 
pool of money by guessing the arrival time to within minutes. 
He promised to treat all the co-passengers for dim sum on the 
next bus trip.

Chartered Bus Trip to San Francisco
       By Dr. Maxwell Cheung張文昌, Class of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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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省培正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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