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敏娜、林錫衡伉儷、
劉粵琛伉儷到港

梅榮輝伉儷、周興文伉儷、
陳鈺成伉儷、吳佑康到港

闊別數年的魯志揚伉儷到港

9月，林錫衡伉儷、劉粵琛伉儷、 
陳敏娜不約而同到港，忠社同學又約
歡聚於唐宮。 陳敏娜同學早前應邀
出席第21屆世界心理學會議 並應邀
在會上發表演講，極受歡迎。 

海外忠社同學返港與香港忠社同學聚會

前座右3劉之傑千金及夫婿、女兒

8月劉之傑偕同他姊姊劉晶輝 （誠社）
及令千金、佳婿、外孫到港，他說要寶眷們
拜候他的老同學，遂於唐宮設午宴請飲茶，
觀音請羅漢，多謝，多謝。大家都為劉之傑
有佳婿和伶俐漂亮的外孫而高興。

10月在港同學特設午宴歡聚，
午宴後吳佑康、周興文伉儷、陳鈺成
伉儷和梅榮輝伉儷來個大合照。孫必
勝、許護佳也特別由大陸來港相聚。

魯志揚同學沒料到會在這裡見到
同時來了香港的李錦賜、梁鑑澄和吳
佑康。飲完茶，一眾拉隊往太空館聽
梁鑑澄的講座， 認真捧場。

劉之傑午宴請在港忠社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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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忠社同學新年聚餐 2011-02-14。
後立左起：李鴻勳（瑩）、伍沃衡、伍沃衡夫人、佟世華、劉國勳、賴經倫、張恭敏、
黃勝、梁祥發、梁祥發夫人、黃培枝、黃培枝夫人；前坐左起：劉國勳夫人、李根
田、李根田夫人、李行熙、李行熙夫人、顏昌齡夫人、顏昌齡

左起: 蕭寅定、劉智遠、梅榮輝、吳佑康、許護佳 左起: 梅榮輝、伍宏育、伍宏育太太、梅榮輝太太

左起：劉智遠伉儷、伍宏育伉儷、梅榮輝伉儷、許護佳

寅定、智遠、宏育兄嫂：
你們好！這次回港有機會見到這麼多同學，十分

高興愉快。多謝寅定兄聯絡各同學，亦難得各同學於百
忙中抽空來相聚，有來自中山的孫必勝，廣州的許護
佳，還有離校數十年第一次相見的吳佑康，初中在港畢
業後便離開的彭振華、趙善博（昔日同住培正前座二樓
宿舍，假期時往青山旅行）。往日同窗共讀情懷仍深於
心，別後首次會面甚感喜悅親切。多謝各同學設午餐招
待，劉智遠兄嫂的晚宴，伍宏育與家人車我們暢遊九龍
新界香港太平山頂及鯉魚門吃海鮮，在此謝過你們。

在港與同學相聚後，便乘遊輪往海南島，越南然後
回港，共五晚六日遊。遊覽雖好，但此次旅程最高潮的
還是與同學們相聚暢談。盼明年有機會再回來，隨信寄
上一些電子相片，請查看。

祝  你們聖誕新年康樂!
榮輝上   2011年11月5日

寅定兄：
您好！去年回港相見至今差不多一年了，更多謝銘筑兄與您相約歡聚共享午餐。
多倫多的同學均好，各人都有自己的忙碌，但每年例常舉行午餐會相聚，每雙月第一個星期一。每次出席人數

保持20多人，除了有特別事故缺席
外，其他同學一定參加，珍惜相見
的機會，每年最少一次舉行晚宴，
今年除農曆新年聚餐外，於8月8日
有一次晚宴，出席人數約三席。

張輝耀同學與家人一行六人來
與多倫多參加親人的結婚慶典，我
與他們非常稔熟，邀請他們午餐後
到寒舍相聚，他捐出美金一百元作
同學會印刷刊物之用。

多倫多忠社同學，十四位也捐
助同學會通訊費，每人加幣廿元，
共280元。請查收，謝謝！

代表多倫多同學問候香港各同
學，請轉告之。

祝 身體健康
李根田   201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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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鑽石
鑽石瑰麗愛深藏，名師挑燈細雕磨。
幽香蘭台盈樽酒，紅葉一片寄同窗。

二.游子
大漠駝鈴路三千，邊關風雪喀什城。
若問游子今何許？江南水鄉垂虹橋。

明社鑽禧感懷─詩四首
三.歸來

日月分輝俱清明，碧天浸水翠寒煙。
繁星閃爍無窮極，百鳥歸來有真情。

四.夜語
芳園辭別六十秋，羊城夜語說沉浮。
且將成敗付塵土，心無掛礙入海流。

 阮華漢 2011年上海

本年四月十三日是我們敬愛的劉彩恩老師九十一榮壽
的前一日，銳社同學能夠榮幸地替老師預祝生日，故特意將
我們當日享受的喜樂，和各位培正受過她薰陶的同學一同分
享。劉老師是我們銳社在母校就讀時的初中英文老師，平時
用心授課，同時更愛我們如同兒女。如同學有不足之處，耳
提面命之外，更不時動之以情，她的真情常能使頑石點頭，
過者遷善。所以銳社同學敬重劉老師像一般老師之外，更如
同慈母。這幾年本社同學每月恆常的茶敍，均有老師親臨增
寵，和我們一同分享每月的喜悅。

Dear Friends and Alumni of Puiching:
It is my pleasure to announce that my 
brother, Alexander Sung （宋允鵬 / Class of 
1964）, an accomplished concert pianist who 
placed in two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recently released three albums featuring J.S. 
Bach, Mozart and Schubert. Alex is well 
known for his genuine interpretation where 

銳社預祝劉彩恩老師九十一榮壽 銳社

級社消息：1964協社宋允鵬 his music brings depth and life to these 
composers' works. Rea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lex at www.AlexanderSung.com.
Please forward this message to other alumni 
or friends who are fans of classical music. 
Hope all of you will enjoy listening to Alex's 
music as much as we do. Thank you very 
much.
Sincerely,

  Cherry Lin 宋允娟 Class 1962
 President, Munda Musica Foundation 

預祝壽辰的中午，銅鑼灣皇室堡十四樓帝廷樓頭，出席
的共有廿一位。除主賓劉老師外，尚有本社同窗十七位，另
加兩位社嫂及一位故社友社嫂。儀式簡單，先由社長陳子樂
教授致簡單的開場白，後代表社獻上集資的利是，附上眾同
學簽名的祝福生日咭，這中包括在座和多位海外的社友（代
簽和代付）。繼由羅菊芳同學獻上廿四朵粉紅色的康乃馨，
更有預祝母親節的含意，繼而分享生日蛋糕。茶敍後拍照留
念，當日我們共享一個十分有意義而又愉快的中午。散席後
由經常負責接送的李冠南或蕭亮雄社友護送回家中。

羅菊芳同學獻上生日花束

茶敍後劉老師與與會者合照

33

級 社 消 息



左起：蕭寅定、雷柳媚、張春媚、黃
元美、譚美珍、區紹螽

2011年歲次辛卯屬兔，皓社同學畢業45周年，在12
月舉行連串活動，海外內及香港社友反應踴躍，各項活
動參與人數超逾預期，社慶聯歡晚宴筵開11席，台灣及
丹霞山行程各有60多人出發。社友歡敘暢談在校和四十
多年的舊情，猶似時光倒流。

各項藍寶石禧紀念活動詳情如下：

• 12月11日（星期日） 上午11時
 歡迎宴 暨 旅行團簡介會
 地點：東海海鮮酒家（尖沙咀彌敦道100號The ONE 

L12） 港鐵尖沙咀站B1出口
• 12月12日（星期一） 至16日（星期五）
 台灣五天遊
• 12月17日（星期六）
 ◎ 中午12時 同學日午餐 派發社慶外套
  地點：何文田窩打老道75號九龍維景酒店2樓唐宮
 ◎下午2時30分 大合照
  地點：母校C座側往大球場樓梯

 ◎ 下午3時30分 畢業45周年藍寳石禧紀念典禮
  地點：母校大禮堂
 ◎ 晚上7時 同學日晚宴
  地點：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倫敦大酒樓
• 12月18日（星期日） 
 ◎早上9時至下午3時
 港島半日遊（午餐於灣仔軒尼詩道22號衛蘭軒1樓叙

榕軒）
 行程：香港海防博物舘、車遊港島東、中、西區及

九龍西景點
 ◎晚上6時15分至10時15分
  社慶聯歡晚宴 （酒會6時15分恭候 晚宴準7時入席）
 地點：跑馬地香港賽馬會馬場會員看台第一座（E

入口）2樓
• 12月19日（星期一） 至21日（星期三）
 丹霞山高鐵三天遊

序：快到中秋，忽然接到業餘資深粵劇愛好者張春媚女士的電話，欲與我結台緣， 於2011年10月3日在新光戲
院演出「大鬧廣昌隆之客店訴寃」。新光戲院是歷史悠久的粵劇演出大舞台，最近盛傳即將拆卸，而我亦渴望在新光
的舞台上留下足跡，於是毅然答允了她的邀請，至於當晚的表演如何，  就由皓社雷柳媚學姊操筆置評吧！

1967恒社黃元美參與梨園活動1967恒社黃元美參與梨園活動

皓 社 喜 迎 藍 寶 石 禧皓 社 喜 迎 藍 寶 石 禧

自退休後，我愛上了看劇，包括：粵劇、京劇、越劇、
話劇……

日前，恒社黃元美學妹假北角新光戲院演出一齣粵劇折
子戲，劇名「大鬧廣昌隆之客店訴寃」，邀請觀賞，當然是
樂於捧場。

在劇中，黃元美學妹反串飾演家道中落、販賣絨線為生
的小販，天生俠骨柔腸。一晚在客店遇上一名名妓的寃魂，
她生前被一小白臉騙財騙色，最終懸樑自盡，寃魂向小販
訴寃，小販遂仗義帶寃魂找小白臉報仇雪寃……黃學妹反串

雷柳媚（1966皓社）

把那正義的小販演活了，無論唱做俱佳，活潑生動的演出，
把原本悲慘的劇情，經她全程的投入及鬼馬的演繹，演變為
笑中有淚，淚中有笑，實為業餘演出者之典範，是次演出捧

場者眾，除黃學妹之
親友外，還有培正的
校友，包括區紹螽會
長、蕭寅定幹事、諸
惠萍及譚美珍。

演 出 後， 我 們
同到後台恭賀黃學妹
演出成功，並拍照留
念。

粵劇近年已成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定為非物質文化遺
產，而我們「紅藍兒
女」亦在這方面作出
一點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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