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悉尼培正同學會

今年4月2日，BBQ party能順利進行，同學會各職員各
司其職，大家用十五元，大快朵頤，真要多謝職員們幕後的
辛勞。

區文成同學，早一天往贊助商豐利食品領取12kg雞中
翅、5包雞腸及5kg大蝦，騰出自己的雪櫃擺放，週六，中
午十二時，送到Breakfast Point交給鍾明光同學和太太，再
往Strathfield STN，接學長們到來。

鍾明光同學伉儷也是早一天往場地視察，準備好牛扒和
豬扒，大家吃到美味的雞中翅，就是鍾太的巧手，marinated 
just an hour，鍾同學也全程站著，在一號燒烤爐旁邊，一邊
燒，一邊吃。

區尚勇同學伉儷，準備Green Salad、dressing 和 Bread 
等，最終 Bread不派用埸，因食物太豐富，他更要一邊吃，
一邊替同學會收餐費，保障公家利益。

張淑明同學伉儷，負責的兩大盆Pasta，也是提早炊
調，在燒爐上加熱後，太好吃了，此外，帶來的飯後果，有
甜美的西瓜、葡萄子和小梨子，大家也一樣吃光，再一次多
謝羅煒甜太太有經驗的生果選購。

徐會長派出小兒子和太太，負責二號燒烤爐的燒烤，購
買飲品和餐具，燒後爐頭清潔，還原埸地給下一位用家，當
然要各食飽飽的同學們一齊幫手，因為有扒類食品，故購買
高檔的膠餐刀和叉，大家切牛扒和豬扒時，特別「爽」嗎？
以上所述，有相為証，請登入悉尼同學會網頁，「photos」。
攝影由會長操刀。

陳震威同學蟬聯帶人參加活動大獎，合共七人。出席

同學有22位，來賓及親友，合共44人，陳樹華同學太座因
牙痛不能出席，但也照付兩人餐費，同學會要再多謝他倆，
可能燒烤地點在新發展的私人屋苑內，要陳同學一找再找，
誤了開餐時間，抱歉，抱歉。幸好，預備了五十人份量，熱
騰騰的烤食，頂著冷冷秋風，同學會每一個細節都想到，但
天氣卻未能預測，總算沒有下雨，各人在有蓋的埸地，暢談
近況，王小莉同學和丈夫從Wollongong駛車前來，但求一
聚，歡迎，歡迎。方守法也從醫院提早出來，談心和交贊
助金。林玉妹同學因收不到通知，未能出席二月的飲茶團
拜，同學會將再改善網站的聯絡。何漢同學帶同妹妹出席，
Gloria（1990騰） 使同學會多了一成員。餐後合照，有同學往
看河景未有上鏡，有學長
們吃飽飽後避寒風，先回
家去。餐後活動，有同學
們往賣樓盤，Show Room 
攢，希望他們買到心頭好。

出席同學有：
仇 乃 昭、 李 卓 榮

（1945毅）、關秉權（1948
建）、淩東生（1951明）、
李 少 君（1952 偉 ）、 羅 煒
甜（1953誠）、方守法、李
桂 榮（1956 瑩 ）、 鍾 明 生

（1957輝）、陳樹華（1958
銳）、李世洪、區尚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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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莉、張淑明（1966皓）、林玉妹（1972賢）、徐兆敏（1975
昕）、葉喬生（1976敏）、陳震威（1978英）、楊瑞英（1980
穎）、區文成、何漢（1981勁）、Gloria Ho（1990騰）。

最後，同學會要鳴謝豐利食品、鄧氏昆仲、Sam and 
Billy，他們的送出的優質雞中翅，是用人手挑出，沒有傷及
雞中翅的膜肌，所以特別滑和冇瘀血，我們吃丟六百多隻
雞，蝦是cocktail用的，不用燒也可以吃，十分新鮮原味。

又陳沛霖學長（1949堅），之前他托人寄A$500的HSBC
支票給同學會，但未有寄到，經聯絡他重新填上新支票，會
長在3月31日，存入同學會戶口，陳學長正在第二次化療，
住在Vaucluse的兩層房子，休息在上層，書房支票簿在下
層，人瘦了十多磅，大家可以想像他，上下層走動的困難，
同學會一定好好利用贊助金。

悉尼培正同學會徐兆敏會長 

悉 尼 同 學 會 活 動 匯 報悉 尼 同 學 會 活 動 匯 報
各位同學及學長們

在悉尼，嚴寒的冬天，好開心大家
踴躍出席6月29日的晚宴，出席人數有
四十八人，恰恰四席，培正人32位，
各人能帶同家人一起出席，同學會特別
感謝。席間，會長提到以下的項目，敬
請大家參加：
講座一：
日期：2011年8月14日
時間： 6:30pm-10:00pm
地點：在 Tiger Club，中餐廳 喜滿庭

酒家，Market Plaza,  Sydney 
Market, 250 Parramatta Rd., 
Homebush

講題：「夫婦講座」
講者：何志滌牧師 （1972賢）、何羅乃

萱師母 （1975昕）
 資深家庭教育工作者及作家
費用：$70元雙人計（必須夫婦二人同

時出席）
截止日期：7月17日
講座二：
日期：2011年8月15日
時間：10:00am-12:00pm
地點：在華澳浸信會，展愛堂，No. 1 

Reserve Street, West Ryde, 2144
講題：「中年再高飛」
講者：何志滌牧師 （1972賢）、何羅乃

萱師母 （1975昕）
費用：自由奉獻，火車從 Strathf ield 

STN，到West Ryde STN，步行
三分鐘便到。會後自費午餐於附
近素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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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7月17日
活動一：Leura Gardens Festival 2011
自駕遊
日期：2011年10月8日
內容：早上八時, 在Strathfield STN集

合，到藍山，參觀十二個私人花
園

費用：$20.00元，午餐自費，下午四
時半回程，晚飯於Burwood or 
Strathfield 中餐廳。

活動二：悉尼培正同學日2011
日期：2011年10月29日
內容：悉尼培正同學日及加冕， for class 

1941、1946、1951、1956、
1961、1966、1971、1976、
1981、1986

地點：Auburn RSL Club,
時間：12:00pm-2:30pm，
 自助餐費約$15.00, 2011-12年度

悉尼同學會會費$20.00，但同學
們可以自行加碼，同學會無任歡
迎，來年再多些活動和項目。

 又支持台山培正鄺文熾學長辦
學，所有的Raffle金，捐助台山
培正同學會及學校。

多謝以下同學及學長們參加晚宴：
鄔 振 康（1941 磐 ）、 盧 定 濤（1943

鋒）、仇 乃昭（1945毅）、關秉權（1948
建）、朱光淩（1949堅）、陳均靄（1950
弘）、 馮玉 基（1951明）、 羅 煒 甜（1953
誠）、李桂榮（1956瑩）、鍾明生、潘文熙

（1957輝）、陳樹華（1958銳）、何卓威、
錢棟祥、司徒政、黃奕榮（1959光）、蕭
學良（1960正）、區尚勇、李世洪、林翠
玲、張淑明、Wang小莉（1966,皓）、 黃
天一（1972賢）、羅浩源、何少棣（1973
勤）、黃進源（1974基）、羅慧莊、徐兆敏

（1975昕）、楊瑞英（1980穎）、何漢、區
文成（1981勁）、葉榮豪（1995健） 。

悉尼培正同學會 徐兆敏會長上 
8th July, 2011

歡迎各位同學及學長們，來到今晚6月29日聚餐，會長
昨天才下機，返抵悉尼，過去兩個月，與家人及朋友遠赴 
Germany 旅遊，和 Cruise at Baltic Sea，這次能有四席，32
位培正人和家人出席，要多謝各職員努力邀請，功不可沒。
離澳期間，會長進出香港參加幾個培正聚會。

5月3日，1950年弘社，尖沙咀太平館餐會
皆因李錦鴻學長（Clement Lee），送來培正120週年紀

念品給每一位在澳洲弘社同學，每人一份，但其中一位黄保
璇學長已不在了，陳鈞靄學長將紀念品送來同學會，在回港
期間相約送上悉尼同學會錦旗，並表謝意。也是陳學長的面
子，午餐來了多位學長，有甄衛邦、丘建華、鄔顯庭、李錦
鴻和黎錫，一份培正情懷，大家畢業相隔廿五載，但也能侃
侃而談，天南地北，感謝黎錫學長做聯絡。大家都很關心新
大樓Block K的功能，就我所知，今年2011年同學日，應可
以使用，八至十五樓作專業書院。又Block A, 4/F，香港同
學總會的上面加建兩層，跟新翼連起來，作小學用途。  

6月11日和12日，台山培正一行

從歐洲回港，便到香港培正同學總會報到，總幹事蕭寅
定學長，告知有台山培正一行，當然參加，早上八時在九龍
中港碼頭集合，培正精神，有早到，冇遲到。很開心，先碰
上陳力行老師"波子"，由他帶領跟其他同行培正人相認，
在港出發有陳力行原副校長伉儷、蕭寅定學長伉儷、澳門培
正校監羅永祥博士、培正小學李仕浣校長、張廣德副校長、
區紹螽學長、呂沛德總會會長及今次領軍的總司令鄺文熾學
長。有鄺學長的熱心，才能潺生出今日的台山培正建校18
年，今年99歲的他，那一團火，感染了我們每一位。

鄺文熾學長（1933奮） 從前辦無線電學校，在1986年，
他返台山看見台山有培英，便向廣州東山培正申辦台山培
正。他齊集台山三大姓，雷、方、鄺支持，又到世界各地集
捐款，親自找政府批地；在荒山徵地，鄉民反對，自己親自
說服群眾；又匯錢艱難，自己帶錢返台山，不怕貪官。一
手一腳，後加入台山培正校友會同人，睡在工地，怕人偷
建材。之後加上謝天賜學長（1949堅）和陳中偉學長（1971
剛），建三友樓，台山培正漸見規模。其他重要支助培正人

香港、台山和廣州培正一行有感香港、台山和廣州培正一行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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