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十二月四日，對小弟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第一次主持悉尼培正同學會的同學日，各位或者對小弟認識
不深，先讓小弟介紹自己，今年八月十八日，在悉尼進行改
選，因葉喬生前會長，想退下來，大概有六十多位同學參
與投票，當時，我身在多倫多市，參加1975年級昕社，加
國35年後的一聚的晚會，區文成同學 email通知我當選，心
裡當然開心，當時，便訂下目標，以歡樂和關心，帶給同學
會，愛護母校，發揮紅藍精神，薪火相傳。

做了三個月會長，有什麼感想？你估過癮嗎？我自己
覺得很過癮，好似一個司機，駕駛著一輛Benz 跑車，大家
都知道，車要合法在街上行走，必須有五個車輪，我們的職
員區文成、張淑明、區尚勇及陳震威，就算四個輪，鍾明生
這個算是後備輪，因他這個星期在紐西蘭吹吹風，享受人

加拿大是個寒冷的國家。平原省沙省（Saskatchewan）比
其他的省份更冷，但是在一月二十二日，雖然氣溫低至攝
氏零下30度，沙市（Saskatoon）的紅藍校友仍在本市的京華
酒家冬宴，歡談聚舊。沙省地廣人稀，全省只有一百萬人左
右，所以培正校友不多。這天雖然天寒地凍，開車不便，但
住沙市的同學大都參加。特寄上該晚攝影的相片一張，和大
家分享。

相片中後排第一人雷雅詠（2008希社）是新鮮滾熱辣剛
畢業的師妹，現在在沙省大學讀一年級，其餘都是金禧加冕
了的同學。後左第二人是馬鴻福（1954匡社），第三人是李
寶田（廣州1960正社），第四人是曾梓（廣州1956年瑩社）。

‧加拿大沙城小聚‧

生，大家都知道，很開心每次同學會開會，我五個輪都很
Balance。兩位前會長，就是兩盞車頭燈，射住同學會。

但一部Benz 跑，的靈魂是什麼 ? 你們知道嗎? 當然是
副車頭 the engine，你們就是 the engine，沒有你們的參與，
這輛跑車，能上路嗎? 我這副engine出廠35年了，但今日
有從培正大車廠，有出廠超過六十年的同學在我們中間，
鄔振康同學（1941磐）、關赤坡同學（1942斌社）、盧鐸、仇
乃昭同學 （1945毅社）、朱光淩同學（1949堅社）、陳八同學

（1950，弘社）, 凌東生同學（ 1951明社）。請各位學長，如
果方便，請站起來，接受大家鼓掌歡迎。

希望2011年度，大家多抽空出席活動，會有二月
份農曆新年團拜，四月份BBQ，十月份Short trip–Blue 
Mountain 賞花，十一月份，2011年度同學日。另外，球類

前排左起第一人是李樹衝（1957輝社），第二人是馬鴻福學
嫂，第三人是梁琨學嫂，第四人是梁琨（1959光社）。

馬鴻福醫生在沙市懸壺濟世，活人無數，現在退休，還
專業精神不已。每星期還在社區診所工作一兩天。李樹衡在
沙市經營飲食業多年，和同級的蕭柔儉同學共結秦晉。可惜
在小聚那天，她要過埠探望兒孫，不能參加。曾梓和李寶田
也是夫婦檔，曾梓在加拿大的政府做研究科學家多年，退休
後與太太經常到處旅行，可謂足跡滿天下。梁琨則是收藏家
和太極高手，家中藏有中國名畫無數。

聚餐那晚，大家歡談往事，時光倒流幾十年，各人也感
覺到年輕不少。下次聚會將在夏天，希望到時沙省其他地方

的校友亦能來參加。
香港培正數學朱

達三老師，退休之後
來沙市和兒女就近居
住，於多年前逝世。
朱達三師母在二月十
日以一百高齡離世。
沙省培正同學會敬獻
花圈一個，以示哀悼。

茲 寄 上 支 票 一
張，面額200元加幣，
是沙省同學會捐助培
正通訊之用。

澳洲悉尼培正同學會

加拿大沙省培正同學會

李寶田（廣州1960正社）

第一次主持悉尼培正同學日有感第一次主持悉尼培正同學日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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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震威同學太太領獎

左起：徐兆敏同學公子三獎

右起：10位獲加冕同學，徐兆敏（1975）、楊瑞英（1980）、袁
澤枝（1955）、陳八（1950）、仇乃昭、盧鐸（1945）、𠰺信恒

（1955）、張浪超（1965）、趙立平、梁國斌（1960）

左起：周傑科同學女兒領獎

左起：葉喬生前會長，獲贈120年紀念DVDs

左起：李桂榮前會長，獲贈120年紀念DVDs

方面，同學會會安排每個月一次的例埸，練乒乓及羽毛球，
網球及高球也列入考慮。

另一個問題，各位可能問徐兆敏，你為什麼要競選做
會長? 那要從廿年前來悉尼說起，各位有冇覺得會長遊緊花
園，早前十一月初，前會長 Ted Lee邀請，參加他兒子，在
Westin Hotel 舉行的六星級婚禮晚宴，有六星級的服務和食
物，但最令人感動的，總是席間，播放孩子成長的過程，各
位也早為人父母，或升級成了公公、婆婆、爺爺、嬤嬤，小
兒也十九歲，今年也完成大一課程，我們培正最醒當然是
理科和數學，想當年，小兒入讀Grade one，我也想將自己
所學，傾囊相授，有一次，小兒開生日party，請來6位小朋
友，我問他，現在我給你七塊朱古力，你分了給二位小朋
友，你剩下多少? 他立即回答，Two left。我心中大驚，各
位同學，他們又是紅藍茶聚的台柱，要是現在回港發展，個
仔返培正都未必收，但澳洲有的是時間，我就再問，為什麼
是2呢，小兒答，其他4個都不會同我做朋友，我剩下五塊
都無用，澳洲的教育真奇妙，能舉一反三，但也有驚險例
子，有一次，在Food Court吃東西，鄰座的小孩突然臉部發
紫，西婦大叫Help my son，一個穿白恤衫的西人衝過來，

向男孩的胸部用手下壓，好似想壓死個小朋友，奇蹟出現，
男孩叮一聲，吐出一元硬幣，臉色也慢慢正常，我口痕問西
人，你定是個醫生，不，我在稅局做的。

轉眼廿年，兒子進了大學，閒在家，某日電視TVBA
播出，一個醫學節目，太太剛從房間走出來，我便說，想
預先讓你知道，我不希望成為植物人，靠那些儀器維持生
命，如果那種事情真的發生，乾脆把插頭拔掉好了。哦! 就
是這樣，她就立即把電視插頭拔了，但其實又好難怪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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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張淑明、徐兆敏、區尚勇、司徒政同學安慰獎

右起：區文成、張淑明、仇乃昭同學安慰獎、徐兆敏、區尚勇

左起：方守法前副會長二獎

右起：Terry、張淑明、李少君同學頭獎、徐兆敏

同學們大合照

TVBA的義海豪情及荃加福祿壽，劇情多吸引，你們有看
嗎? 有追嗎?今晚播義海大結局，好彩我們同學日是午餐，
真怕一個同學都見不到。另外，荃加福祿壽，有兩句口頭
嬋，（我接受唔到囉，你哋諗多咗囉）。今日，我們中間有
位很專業的攝影師，是我的朋友， 我特別請他來帮我們影大
頭相，他有多利害，先講他的兒子，是CSI的專業，所以你
們看到自己大頭相，會放上網和2011年的半年刊內，跟住
同我講，（我接受唔到囉），澳洲很講個人私穩，這方面要多
謝前副會長關秉權，同義務法律顧問陳震威提醒，請通知
我，同學會便不會登， （其實，你哋諗多咗囉）。

總結，為什麼出來選? 兩句說話，兒子長大了，太太想
我多做運動，逛完花園了，再次多謝各位抽空出席，最後，
我希望大家一起渡過愉快的下午，明年多抽空出席活動，你
們才是同學會的靈魂。

徐兆敏會長 悉尼培正同學會   2010.12.04

2010 聖誕派對及同學日加冕 出席同學名單
烏振康（1941磐）、關赤坡（1942斌）、盧鐸（1945毅）、

仇乃昭（1945毅）、李卓榮（1945毅）、關秉權（1948建）、朱
光凌（1949堅）、陳鈞靄（1950弘）、凌東生（1951明）、李
少君（1952偉）、鄧信恆（1955忠）、袁澤枝（1955忠）、方
守法（1956瑩）、李桂榮（1956瑩）、黃國威（1956瑩）、司
徒政（1959光）、錢棟祥（1959光）、陳八（1950弘）、何卓
威（1959光）、黃奕榮 （1959光）、趙立平（1960正）、梁國
斌（1960正）、譚柏源（1964協）、張浪超（1965耀）、區尚
勇（1966皓）、張淑明（1966皓）、李世洪（1966皓）、林玉
妹（1972賢）、徐兆敏（1975昕）、劉維張（1976捷）、葉喬
生（1977敏）、李同仰（1978傑）、陳震威（1979英）、楊瑞
英（1980穎）、區文成（1981勁）、何漢（1981勁）、周傑科

（1992義）。

雪梨培正同學會 2010年 
新任委員會成員

會   長 徐兆敏 chuibenjamin@msn.com 0410568827
副 會 長 區文成 ricky.au@figtreesys.com.au 0411542046
  張淑明 sarahsm.tong@gmail.com 0413560111
文書兼財政 陳震威 wcchanco@yahoo.com.au 0414223947
聯絡兼總務 區尚勇 sheungyungau@gmail.com 0405507899
康   樂 鍾明生  040014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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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節聯歡會長講話
同學們和來賓大合照

歡迎各位同學及學長們，抽空來參加兔年團拜，今日年
初十，祝大家事事順心，吐（兔）氣揚眉。

2010年十二月四日的同學日及加冕能順利完成，有賴
各職員們，各司其職及同學們熱情參加。其中李少君（1952
偉）抽得第一大獎（Two Bedroom carpet cleaning $200），方
守法（1956瑩）抽得第二獎（OGAWA Hand held massager 

$199）， Gilbert Ling（攝影師）抽得（Mercedes Benz Sport 
bag $175），楊瑞瑛（1980穎）抽得同學會大獎 （10DVDs on 
120th Pui Ching Anniversary $60）。同學會要感謝送出獎品
和贊助的同學和友好。

張淑明副會長、徐兆敏會長、周傑科同學（TVBA）、
William Yung（Mercedes Benz），更重要是購買Raffle Tickets
的同學和友好，使我們不用見紅。

此外，今次飲茶團拜，也是我們悉尼培正同學茶黨
（美國-Tea Party）激發，每月第一個和第三個星期二，
11:00-1:00pm，在同樂軒酒樓，例必出席，重要成員有楊自
宗（1956瑩）、凌東生、鍾錦華（1951明）、陳八、鄧善炳伉
儷（1950弘）、陳沛霖、朱光淩（1949堅）、朱柏春、關秉
權、鄭潤生（1948建）、林全勝、李卓榮、盧鐸伉儷、仇乃
昭伉儷（1945毅）、鄭紹棠、盧定濤伉儷（1943鋒）、關赤波

（1942斌）、鄔振康（1941磐）。他們的宗旨，是支持紅藍精
神，讓每一位來澳洲悉尼的新、舊同學們，有一個輕鬆聚腳
的地方。同學會很多謝他們無限支持。今次也想藉此機會讓
從未幫襯茶敘的同學們，今年也抽空出席，大家認識以下我
特別鳴謝八叔，他為茶敘弄氣氛，鐸叔做收錢會計，鄧善炳
替我們每位加冕同學的証書，用中國傳統毛筆，楷書名字，

Back to Sydney for a few days, enjoy 
our summer X-mas in Sydney. Weather 
news from HK, said under 10, I hope all of 
you enjoy the school holiday break. With 
many thanks to both of you got our articles 
into the HKPCAA booklet. Enclosed the 
photos for next booklet. Please supply your 
Bank a/c of HKPCAA company Ltd. that 
we can send our donation HK$5000.00

Happy New Year and Chinese New 
Year

Best regards

 Benjamin Chui  
President of SydP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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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凌曾為大家爭取一席價廉物美的佳餚。
2011年度，對大部份澳洲人，是很傷感的開始，先旱

災、又水災、加風災、西澳火災。幸好同學會一早發起同
學們贊助，今日合共45人之力，有$4088入賬。平均每人
$90。但各位小心留意，我們的未用資源，還有不少漏網之
魚，同學會連同在座各位會在餘下十一個月，用紅藍精神
去感動他們，但也要多謝第一位，李世洪（1966皓）及第
二位羅慧莊（1975昕） 贊助，他們為大家定下很高的Bench 
Mark。

我講過，有金錢出入，必須有透明度，各位手上有
一份，自2010年8月18日改選後的賬目。從零開始至昨日
2011年2月9日，本年度同學會收入為$5402.6，支出評估
為$3814（2010-2011），但未計突發未知數。讓我們簡單go 
through一下。根本上都全用在出席活動的同學們身上，如
有問題或資詢，請在散會後提出。

二月份生日的同學有鄭潤生（1948建）、羅浩源同學
（1972勤），今日未能出席同學會，會寄紅藍生日咭給他們，
有未登記的同學請聯絡我或各職員。
現在是頒獎時間：

（1）  TVBA：周傑科、張淑明副會長（衫，帽）
（2） 紅藍茶敘：淩東生、鍾錦華、 陳八、鄧善炳、朱光淩、  

仇乃昭伉儷、李卓榮、盧鐸伉儷、鄔振康、盧定濤伉儷
（3） 李世洪、羅慧莊
（4）  Jack Lai （培社, 林翠玲夫婿）
以下交比
張淑明副會長，講2010-12月三藩市之行，會晤孫必興會長 
區文成副會長，講2011-1月，捐$650給香港培正同學總會
陳震威文書，講2011年度，同學可參加練習的球類活
動——乒乓球和羽毛球
區尚勇總務，講2011-10月1日，Blue Mountain 賞花之旅，
徐兆敏會長，講2011-4月2日，BBQ at Breakfast Point，
Oval，1-4pm
徐兆敏會長，講2011-11月5日， 2011年同學日及加冕
徐兆敏會長，講悉尼培正同學會高爾夫球隊正式成立，隊員
有區文成、陳震威、陳樹華、徐兆敏、區尚勇、李世洪。

最後，同學會派「大利是」，給每一位出席飲茶團拜的
同學和嘉賓們，是今晚A$20millions，Lotto Tickets，祝各位
今年好運。 

悉尼培正同學會　徐兆敏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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