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 爾 本 培 正 同 學 會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Melbourne）

2011年2月27日歲首聚餐名單
姓 名 級社 姓 名 級社
潘懋榮 & 嘉賓 1940毓 陳茂祥暨夫人 1961善
畢慧聰 1951明 李林梅芳 1961善
張悅鍾暨夫人 1953誠 謝镇江暨夫人 1961善
李宏任暨夫人 1955忠 黃康育 1962旭
李昭雄暨夫人 1956瑩 張國麟伉儷 1962旭
李世平暨夫人 1956瑩 唐小雅 1962旭
潘乃熙暨夫人 1957輝 周偉南暨夫人 1962旭
朱光第夫人

（黃敏才）
1957輝

（家屬）
陳謝翠霞 1963真

陳賢勵暨夫人 1957輝 馮德榮暨夫人 1963真
陳畢慧瑤暨夫君 1957輝 何漢源暨夫人 1964協
李國潔 1957輝 畢慧平 1964協
凌兆熊暨夫人 1957輝 畢澤宇暨夫人 1967恒
嚴銘求 1957輝 張德銘暨夫人 1969昇
李國穎暨夫人 1958銳 王端兒 1971剛
何卓榮 1959光 曾海鷹 1974傑
郭啟麟 1959光 任家誠暨夫人 1980頴
卓壽泉 1960正 董瑞天暨夫人 1982駿
卓徐懷淑 1960正 王熾昌家長

（王鑑明暨夫人）
1992義

伍偉夫 1960正 姚錦殷 1992義
冒懐慶暨夫人 1960正 陳鍚安先生夫人 嘉賓
羅守謙 1960正 Mr. Felix Le 嘉賓
劉啟愚暨夫人 1960正 Dr. Lawrrie Yapp 嘉賓
陳秉麟 1961善 Mr & Mrs T Chung 嘉賓

（1）墨爾本培正同學會新理事會成立
同學會理事，每兩年改選一次。由理事會把會員名單印

發寄給各同學，圈點名單後、簽名、寄回同學會，由李昭雄
顧問監票，票數列前者入選為理事會成員。入選理事再彼此
推選正副會長及各部門負責人。組成新理事會如下列：

2011及2012年度墨爾本同學會理事名單
通訊慮:28 Margot Ave. Doncaster, Vic. 3108

Mobile phone:  61 - 414 421 281 
email: pcaa.mel@gmail.com

會   長：王端兒                     

副 會 長 ：嚴銘求 李世平
財   政：畢慧瑤 畢慧和      
聯   誼：李世平 陳秉麟 唐小雅 畢慧平 
書   記：徐懷淑 羅振夏      
攝   影：畢澤宇 羅振夏
通 訊 撰 述：何卓榮 畢澤宇            
多媒體支援：陳茂祥 
康   樂：李國穎 凌兆熊 張國麟 任家誠 姚錦殷
顧   問：張振文夫人（程式坤） 潘懋榮 畢慧聰 
      李昭雄及夫人

（2） 2011年賀新歲聯歡聚餐
2月27日（農歷正月廾五日）下午六時半在金寶酒家賀

新歲聯歡聚餐，共有六席。出席者請参看附上名單。餐會由
李國穎學長主持。節目包括：
 1. 國頴致歡迎詞
 2. 合唱培正校歌
 3. 冒懷慶學長領禱謝飯
 4. 任滿會長陳秉麟報告會務及致謝詞（見附詞）
 5. 李昭雄顧問宣告新理事會名單及職務 （請見附表）
 6. 新會長王端兒致詞
 7. 副會長嚴銘求報告「紀念故會長張振文教育基金會」

會務近况
 8. 潘乃熙學長主持以兔年為主題的有獎燈迷
 9. 張悅鐘學長及李國穎之公子Felix分別表演精彩魔術
 10. 凌兆熊及任家誠學長主持抽獎

全場氣氛熱烈，共享豐富晚餐，互相敬酒，祝賀新年進
步，身體健康，新會長承接會旗後，全體手牽手合唱「友誼
萬歲」約10時各同學互道晚安。

各位嘉賓、各位學長、各位親友：
首先謹代表墨爾本培正同學會暨各位理事，歡迎及多謝

各位光臨參加這次新年叙餐聯歡會，謹祝各位今年和以後的
日子，都平安喜樂，身體健康！還有我要代表同學會敬謝多
位奉獻名貴抽獎禮物的嘉賓和校友，多謝潘乃熙學長又再一
次為我們精心創作應節燈謎，並送出獎品紅包，還有張銳鐘
學長及李國穎學長的公子Felix Lee分別表演魔術，讓今晚的

墨爾本培正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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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會節目更加豐富，謹向各位致謝。 
當然，本人更要多謝康樂部領導李國穎學長及各位理事

的落力幫助支持籌備今次的叙會，以及過去多次的活動，包
括了：
A. 例常性的有每月第一個星期六的中午茶聚，在Box Hill 

的金湖酒家舉行。至它結業之後，10月及11月份轉往
富瑤小菜館兩次，從去年12月開始改於Vermont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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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漢宮酒家，每次都約有30 多人參加。
B. 2010年1月30日，也在金寶酒家舉行新年叙餐； 
C. 2010 年 4 月24 日，在Jells Park 野餐 bbq；
D. 2010 年 07 月 17 日，舉行了康樂及晚餐聯歡活動，節

目乒乓球，張振文夫人Margaret及李國穎太極扇表演，
放映培正120周年校慶活動及學術講座錄影等。

同學會各理事的事工除籌備各項康樂活動之外，還包括
了: 處理書信文件，儲存及修正會員名單，財務管理，資助
及分派同學通訊，探訪或慰問身體不適或不便參加同學會活
動的會友，及聯絡各地培正學校及同學會......等。2010年得
蒙副會長嚴銘求學長費心為我們草擬了墨爾砵培正同學會的
會章，以訂明本會的宗旨及守則，經理事會通過後，已由秘
書寄發給會友收閱，如有意見或疑問，希請向理事會提出。

過去我曾提過，參加本會活動及任職理事的，多是五十
至六十年代培正畢業的同學，七、八十以後年代的比較少，
覺得是值得注意的一個會友老化的隱憂，但自從去年開始，
有許多位1990至2000年後的年青人向本會報到，並參加活
動。希望大家繼績提出建議，如何鼓勵年青一代多些參與同
學會的活動及事工。

最近理事會經過改選,我們再次以公開投票方式進行，
讓不能出席大會的會友也可投票。可惜回應率不如理想，我
們發出五十多份選票，收回的投票，只有廿多份。希望以後
有所改善。今年的理事改選結果，將請本會顧問李昭雄學長

向大家介紹今屆的理事及新任會長。
感謝上帝的恩典，過去多年來小弟任內對處理本會各

項事工及活動都得蒙各位理事及顧問的指導，協助，和各同
學、校友、家屬等的支持，謹誠意向大家致謝，小弟有失職
或冒犯的地方，祈請恕諒。小弟深信，在我們滿有活力，聰
明能幹的新會長領導之下，本會將有更新更好的發展，希各
位以後仍踴躍參加，支持和多多指導。祝各位新年進步，精
神爽利，紅藍兒女一家親。謝謝。

陳秉麟 27/02/2011

There was promise of a very fine day on 23/04/2011 and 
the weather bureau was right — a little chilly and warm in the 
afternoon.  From 7:00 Am to 9:00 AM, the BBQ shelter was 
already barricaded by "the gang of four" （Daniel （1958 銳社 李
國穎）, Emma （1964 協社 畢慧平）, Thomas and his wife, Lante 

（1957 輝社 凌兆熊及夫人））. All the tables and benches were 
loaded with food stuffs, water melons, BBQ utensils, garbage 
boxes and drinks （including table wine）. The banners of PCAA 
were hoisted. We were sort of telling intriguing conspirators 
outside, that they could not come into our PCAA compound. 
By 10:00 AM our inspirational master cook, Ah Wing （Mrs. 
Clarrie Lee （1956 瑩社 李昭雄夫人） arrived with a lot of raw 
and cooked food — pork, Beef, mutton, chicken wings, prawns, 
sweet potatoes and salad. At her command, stove fire was ignited 
and the busy work to feed hungry mouths of seventy strong 
participants began.

Then we had members and guests bringing in more food and 
salad, cooked sausages, green bean soup, bread, drinking water 
and bottles of red wine. The atmosphere began to liven up and 
red wine started to flow into cups and cups to thirsty connoisseurs 
of wine. Hey, there was still something missing!  Where were 
the prima donna and her prince on a white horse? We were 
supposed to be celebrating the engagement of Sarina （1992 義
社 姚錦殷）and Dr. Donald Payne.  At 12 noon their guests and 
fellow members were listlessly waiting. In another couple of 
minutes later, Sarina and her beau arrived. She looked radiant and 
gorgeous in a silky blue dress and Donald in a smart white suit 

and tie.
Our chair-lady, Miss Tuen -Yee Wong （1971 剛社 王端

兒） spoke on behalf of our members and wished the couple all 
the happiness of the world.  Donald also said a few words of 
thanks and how they got together.  By this time food was ready 
and orderly laid out on a big table.  Guests were allowed to queue 
for food first.  Hungry members did not stampede the pasture 
of gourmet dishes.  It was obvious that we had enough to feed 
scores of people.  Food was good and we must thank, whole-
heartedly, Ah Wing （瑩社 李昭雄夫人）, Andrew Chan （1961 
善社 陳秉麟）, Sarina and some of her guests, Margaret Lee 

（1958 銳社 李國穎夫人）, Christina Butt （1957 輝社 畢慧瑤） 
and Audrey Butt （1964 協社 畢慧和）, who prepared them.  Roy 
Chan's （1961 善社 陳茂祥） supply of good booze of red wine 
made a dozen people ecstatic.  Seeing that people were almost 
full with food, Kwok-lun Chang （1962 旭社 張國麟） displayed 
his skilful master strokes in cutting up water melons and laid 
pieces properly in oval trays. And then he said goodbye.

Sarina had a big chocolate cake for the occasion.  After the 
cake was served, we had our group photos taken.  It was close to 
2:30 PM and the party was almost over.  As had happened before, 
we had good samaritans willingly taking cartons of garbage 
back home for disposal.  The shelter again looked as clean as we 
first set foot in it.  It is a pity that we had only Cathy （2005 亷
社 鍾曉瑜）and Dien （2009 希社 林韻茹）of our undergrads at 
the BBQ.  We really did hope to see more Pui Ching university-
undergrads taking part in activities lik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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