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年飲茶團拜，4月份同MelPCAA，co-program，加BBQ 
partyor Wed Dinner， 6月份-2012度同學日和加冕，8月份週
三晚聚餐，預先慶中秋，10月份遊船河並飲茶午餐，希望各
位抽空參與，但不能不提，我們悉尼同學會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我們有紅藍茶聚，每個月，是每個月第一和第三的週二

悉尼培正同學會，2011年度同學日和加冕日，10月29
日會長的報告，早在 10月6日完成，因要趕10月10日，印
同學會年刊的Deadline，但市場形勢，訊息萬變，過了三個
星期，歐元區總算有一個新秩序安排，希臘債務多買些時
間。

今日世界大氣候不景，歐元危機，美國評級遭降級等，
但歷史告訴我們，人類都能大步跨過，就過去150年的歷
史，人類發明了蒸氣機，工業革命開始，發電機改善人類生
活，飛機、電視、有聲Movie改善人的生活，傳播和亨受模
式。

又資本主義、自由經濟 vs 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美
國1930年代的大蕭條，蘇俄的五年計劃經濟彈出，第一、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從負債國，卻成了債權國，佔世界
生產力六成，那麼又為何走到今日的困局。從歷史看，美
國也有過高速發展，大家可以看Ida M. Tarbell（1857-1944）

《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敘述 John D. 
Rockfeller （1839-1937），他建立的石油皇國，如何成為石油
大王，鐵路運輸公司，也要賣帳，因他的皇國佔了利潤的五
成，破壞了平等機會，同行破產，也令人不能進入這個領
域，產生社會矛盾， 因此美國總統 Teddy Roosevelt，決定用
Competition Law，將他的Empire拆骨，HenryFord將造汽車
的過程，標準化，流水化，速度化，好一個流水作業。

工人不再圍住汽車裝配，成本下降。近年汽車業不景，

在同樂軒，11:00-1:00pm，都聚了兩枱學長和太太們，會長
也例必出席首週的聚會飲茶，報告一下，網上已列出的會務
通知，關心老友記，refresh 紅藍精神，最後，希望大家盡力
邀請其他未曾出席同學會聚會的同窗來參加，包括東山、台
山、澳門和香港培正，明年見。

美國這個火車頭快停下來了嗎？曾在加拿大讀書，往美國看
美式足球，美國人的凝聚力，有大國風範，六十年代，美
國有核能，有電腦萌芽期，數據組織管理，靜靜地帶領世界
走。

今日Apple的 iphone，風行全球，從台灣富商，郭台銘
的鴻海實業頻頻有人跳樓，Apple 增加了補貼，大家反向思
維，才知一部iphone，可以賺那麼多，當然R & D是多少，
要Steven Job才知。但mobile 必須先有發射塔和衛星，才可
收發，那要多謝另一位美國總統 Ronald Regan，他要美軍
公開GPS System，當年原因大韓飛機，誤飛被蘇聯擊落。帶
美國走出大蕭條，是1933年當選的Franklin Roosevelt，他看
到放任自由經濟，自我調節，克服過去，期望落空，他的名
言，"The only thing，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政府必須
用干預的手段，化解危機，替人民訂下一個保障標準，市場
失靈，政府必須伸出有形之手，現在全世界最頂尖的經濟學
家，都想解困局，破解者，一定是下屆Nobel Prize得主，比
美 Keynesian 凱恩斯。

過去一年，人人講環保，清潔能源，我們一班小投資
者，能夠做什麼?記得上次紅藍茶敘，大家往咖啡店時，剩
下鐸叔（1945毅）、八叔（1950弘）和我三人在酒樓，大談

「不道德交易」，泰國、南越都水淹，世界氣候變化，人類食
物鏈必受影響，我們賣貴米比人家，清潔的水，比油還貴
呢。

會長報告號外：如何走出今年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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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我提到油和汽車，油總有一天耗完，電動車，
將成我們下一代的必需品。近年歐、美、日、中國都用大量
人力和物力去研究，Mecedes Benz 贊助我們同學會，先幫
他們賣賣廣告，歐洲人重數據，車最花費汽油，是每次起
動時，你們停在紅燈前一踏over RPM2000轉，耗油最多，
故此，他們起動用電, 車上Highway，便 rechargeBattery。
S-Class。用5-6 litre可以行100km。美國人，Point a to point 
b，路程遠，想法是，Long life battery, speed recharge, Light 
Battery。日本人，可能近中國，他們用中國人古代的快馬傳
遞技術，"韋小寶通知康熙，告之吳三桂要造反，快馬傳信
"，Oh，金庸、查先生的小說，要點是每程換馬，曰本人技
術，換Battery，到existing的加油站，14秒內完成，比加油
還要快，電池變成公有，也比較環保。

中國政府，Top Secret，我也不知，但那一方能跑出，
很值得大家猜猜。

我們身處澳洲，原來要做靚電池的三種材料Lithium 

鋰，Phosphate 磷酸鹽， Iron Ore鐵礦石，我們都有，講了這
麼多，主因是我們同學會窮，很難做大project，大家明年賺
到，贊助金自然多，職員會不怕辛苦，將悉尼的紅藍園地辦
得有聲有色，會長領導團隊是：（1）定目標，（2）有想法，

（3）朝方向走。
最 後， 我 要 多 謝 兒 子 Hugo， 父 子 午 餐 時， 討 論 

Aggregate Demand，AD=C+I+G+X如何影響政府今年的經
濟策略，啟發了我的思維。

今次出席的同學有：
鄔振康（1941磐）、關赤坡（1942斌）、盧定濤 （1943鋒）、

盧鐸、仇乃昭、李卓榮（1945毅）、關秉權（1948建）、朱光
浚（1949堅）、陳鈞靄、鄧善炳（1950弘）、凌東生、鍾賢偉 

（1951明）、李少君（1952偉）、杜景戴（1954匡）、陳樹華（1958
銳）、梁國斌（1960正）、何騰基（1961善）、張浪超（1965耀），
王小莉、張淑明、林翠玲（1966皓）、徐兆敏（1975昕）、劉維張

（1976捷）、葉喬生（1976敏）、何漢、區文成（1981勁）。

難忘的一晚：墨爾本同學會聚餐
11月3日晚，是一個特別的聚會，令我接觸到悉尼以外

的培正學長們，大家祇在電郵上聯絡了，但心底下感覺像
一個大家庭，王端兒會長和嚴銘求副會長來酒店接我，話
題很容易便接上了。雖然一個小時前才在Metropolitan Golf 
Club，打完18個洞，是拉著Buggy步行那一種，因球場衹準
有醫生紙的球員才可坐球車主因是想高球參與者多做運動。
墨爾本的天氣，早晚溫差10度多，但很舒服，兩位正、副
會長上前握握手，疲倦的身驅馬上恢服體力。

聚餐在Wheelers Hill Hotel，位於墨市東面，是李國穎
學長精心安排，時間也恰到
好 處， 夕 陽 西 下， 7:00pm
在山岡上酒店窗外，咸旦黃
西垂，自然的色彩最美，帶
來8枝悉尼同學會的紀念原
子筆和五本（2010-2011）年
刊，當然不能滿足墨市同學
會，多謝兩位會長，請來總
共14位會員和太太，大家
看照片，站立者左起：陳秉
麟前會長（1961善）、畢慧
和（1964協）、卓壽泉（1960
正 ）、 冒 懷 慶（1960 正 ）、
李國穎（1958銳）、李世平

（1956瑩）、冒太Angela、畢
慧平（1964協）、坐下者左
起： 卓 徐 懷 淑（1960正 ）、
嚴銘求（1957輝）、王端兒

（1971 剛 ）、 徐 兆 敏（1975
昕）、畢慧聰（1951明）。希
望人名和位置沒有出錯，短
短三個多小時的聚餐，太舒
服了，吃到燒得外crispy，
內juicy的Rib eye steak，也

訂下2012年4月往探望Canberra，坎培拉同學會的龍學長，
澳洲三個同學會大串連，乒乓和網球牙較戰一觸即發，培正
因子就是愛較量一下。 

2015年第四屆世界培正同學曰，墨市同學會全力支持，
也訂下在十月份舉行，王會長提到Auckland可能還凍，很細
心，最後訂案，還有時間，明年初會飛Auckland找Fred Tsui
會長研究。

跟墨市同學會短短一聚，發現有三寶。一是有「慧」
根，有齊畢氏定理的三條邊，"聰和平"；二是有一位印澳幣

塑料銀紙的「冒」牌專家，
聽冒專家一席話，勝讀萬卷
書，澳鈔的防偽水印在那
裡，防偽特徵何謂手感，
Tung oil和 Italio raised ink，
怎樣混合，合成十三層，快
乾技術等，我用了廿年澳
鈔，未有收過偽鈔，真要多
謝冒太，多年默默支持；三
是王會長是製藥專家，告知
希臘不是一無是處，他們製
藥也獨當一面，令我這個小
投資者，祇知希臘有橄欖
油，nuts，船隊，希臘旅遊
小島和廿多條三千多年的神
廟巨柱，在歐元區還有些少
價值，此外，PIIGS中，意
大利、萄葡牙、西班牙製藥
業尚可，但BRICS，金鏄五
國的印度正在鄺張這版塊。

好，明年四月見。
悉尼培正同學會 

徐兆敏會長上 
6th 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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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仁灼 （1971剛）

昆仲軒晚宴，由左至右：前排 - 謝少雯、許太、許永慈千金、蘇
珊、陳筱美；後排 - 吳仁灼、譚永光、許永慈、梁乃森

愛丁堡城堡前影，由左至右：吳錦良會長夫人、蘇珊、梁乃森、吳
仁灼、陳筱美、謝少雯及許永慈

愛丁堡意大利餐館午餐合照，由左至右：梁乃森、蘇珊、陳筱美、
吳仁灼、吳錦良、錦良大千金、許永慈、謝少雯、錦良二千金、 
吳夫人

試食會的音樂表演

英國培正同學會

五月廿七日，旅英培正同學會一行眾人在倫敦希斯魯
機場集合，乘搭英航班機前往蘇格蘭作三天遊。籌備了幾個
月，大家都抱着興奮的心情踏上征途。這天倫敦天朗氣清，
似乎告訴我們這是好的開始，旅程成功在望。

航機準時到達格拉斯哥，我們沐浴在北地特式的初夏氣
侯，只見時而陽光乍現，時而陰霾密佈，雖然濕潤，卻有說
不出清新的感覺。各同學在假日酒店整頓行裝後，立即驅車
前往新華埠的昆仲酒家赴宴。

老早在那裹等候的許永慈，與濶別三十年的謝少雯情
深擁抱的一剎那，掩蓋不了一對培正幼稚園老同學的兒時童
真。譚永光醫生，我們的誠社老大哥，早己訂好套房，預備
了菜餚。永光學長在格拉斯哥行醫四十載，其兩位公子已各
有成就，近年他除了享受退休生活外，仍然規定自己每星期
游泳三次，風雨雪不改，令人敬佩。

舟車勞頓大半天，豐富食物使人覺得更美味可口，除了

大快朵頤 外，更有暢談生活点滴，又說昔日往事，互訴衷
曲，恍惚又走進了時光隧道。

不知不覺到了深夜，各人才盡興而回。
翌日十時，許學長已在愛丁堡車站迎接我們，他在蘇

格蘭生活三十多年，事業有成，兒女成材，老早融進了蘇格
蘭的生活節奏。他特別花了一整天陪伴我們一日遊，學長從
事建築事務，對城市發展更具所長。每到一個景点都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會長更聯絡上當地僑領，英國吳氏宗親會吳
錦良會長，他們家人除了提供交通工具之外，我們還在他家
人盛意招呼下，暢遊了不少愛丁堡的名勝古蹟，例如著名的
愛丁堡城堡、皇家一里區、皇子大道、天文臺、湖海風光、
獅子山及蘇格蘭國會大樓。

世上無不散的筵席，最快樂的時光往往溜走得最快，晚

蘇格蘭之旅  英國培正同學會同人蘇格蘭之旅  英國培正同學會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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