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一樣的聖誕聯歡不一樣的聖誕聯歡

2011年7月11日在加京渥太華的 Andrew 
Haydon park 舉行夏日燒烤聚會大合照

2011年12月11日在渥太華海皇海鮮酒家舉
行聖誕聯歡及歡送前會長程慶生學長（旭
社）和夫人譚穎怡同學（耀社）喬遷多倫多
之聚餐，筵開三大席，有三十多位同學和家
眷出席

預備起爐
聖誕聚餐一角

豐富燒烤美食
大家都談笑風生，笑口常開

陳瑞娟同學（銳社）和呂純慈同學（勁社）
預備西瓜解渴 各同學互相問候，樂也融融

今年渥太華的聖誕同學聯歡會有
點不一樣，因為既是叙舊亦是話別，我
們的前會長程慶生和夫人譚穎怡會在明
年一月移居多倫多，享受退休生活，和
孩子共享天倫，這的確是人生樂事，所
以雖是話別，有不捨之情，但亦難掩喜
悅，一眾老幼同學都羡慕不已，而且劉
永堂會長更笑言我們會務興隆，在多倫
多發展新的基地，眾人都哄堂大笑，對
程同學和夫人送上暖意的祝福。

如 果 要 用 一 個 字 來 形 容 今 年 這
個不一樣的聖誕聯歡會的話，那就是

「熱」：熱心安排，熱情出席，熱烈慶
賀，熱鬧場面，熱烘烘的暖意和熱騰騰
的美食等。聯歡會於十二月十一日（星
期日）於渥太華中區的海皇酒家舉行，
筵開三大席，三十多位同學和家眷出
席，有些很久不見的老朋友亦前來為程
同學送行，座無虛席，大家緊貼在一
起，似乎有點動彈不得，但卻令談話更
為方便放懷。

美食過後，劉會長贈全場精美朱古
力，令每位出席者甜到入心。他亦報告
了最近回香港母校的點滴，同時呂純慈
亦簡報她在多倫多的叙會情況。今年是
陳慶榛的善社離校50周年的金禧，劉
永堂、馬綺文和湯鳳瓊的捷社和鄺智群
和梁蘇珍的敏社離校35周年的珊瑚禧
以及呂純慈的勁社離校30周年的珍珠
禧，慶祝活動多姿多彩。最後定出下次
叙會在明年復活節，各人相互祝賀聖誕
新年快樂，並再次對將移居多市的程同
學伉儷送上祝福後，聯歡會約九時半在
一片歡聲笑語中結束。

渥太華加京培正同學會每年定期
活動包括新年團拜，夏日燒烤，中秋共
叙，聖誕聯歡等。每次同學聚會均傳閱
由各地同學會送來的通訊，同時亦樂意
接待到訪及移民到渥太華的紅藍兒女。
如有任何聯系，請聯絡劉永堂會長：
Robin Wing-Tong Lau
21 Acklam Terrace
Kanata, Ontario ,Canada K2K 2H1
Tel:  613-591-0395 (H), 
 613-952-4461(W), 
e-mail: robinlau@sympatico.ca or 
 robin.lau @tc.gc.ca

加拿大加京培正同學會

梁蘇珍同學（1976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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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23 日
至26日。三月廿三日
早上我們出發了，時
間十時廿分，車載了
仇乃昭夫婦（1945毅）
和 楊 自 宗 夫 婦（1956
瑩 ）， 我 們 一 行 五 人
來個自駕遊，從悉尼
出發，預計三個半小
時 後， 進 入 坎 培 拉 
Canberra 市中心澳洲
首都，能夠達成這次
澳洲三個同學會會面
有賴三方面不停地協
調，不像徐志摩的詩：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
雲，我有我的方向」。早在2012年一月份訂了日子，酒店安
排，沒有網絡聯繫，根本做不成。那為什麼要聚首一堂，來
個交心會議？主要是討論聯辦，第四屆世界同學日於2015
年九月尾十月初在悉尼舉行，大家坐下來，說說各自想法，
溝通和聆聽合作，至為重要，也是大家尊重對方。 

難得龍基逸會長（1957輝），願意作東道主，他引進兩
位學長 Samson Wong（1967恒）和黃然偉教授Ian Wong（1957
輝），Samson在政府多元文化中心工作，關心社區，對能介
紹首都領地給世界各地來澳洲參加同學日大會的同學們和家
人，滿心熱切期待，Ian 則在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任教中國語文，曾教澳洲前總理 Kevin Rubb，他的中文
名陸克文，也是出自黃學長。墨爾本市，來了王端兒會長

（1971剛）、陳秉麟前會長（1961善）、李昭雄前會長（1956
瑩） 和 Mrs. Margaret Chang，張振文前會長（1943鋒）的夫
人，全是重量級人士，可見他們看重今次的會面，可惜墨
市同學會其中一位主角，因腰傷未能見面，希望嚴銘求副

澳洲三地培正同學會

澳洲坎培拉、墨爾本、悉尼
三地同學碰頭會

澳洲坎培拉、墨爾本、悉尼
三地同學碰頭會

會長（1957輝）快些復
元，我們要向你借力
的事，還多呢！

有 十 年 未 踏 足
首都坎培拉，公路車
速 改 動 了， 全 程 約
三百公里，時速可行
110km/h， 預 計 中 途
停站吃些小食，輕輕
鬆鬆便到達市中心的 
Visitor Centre。但中
途站有一個小插曲，
我們的小食站是「黑
店 」， 剛 剛 半 小 時 前
冇電供應，連收銀機
也冇電到，開不了，

培正人心算快又準，西婦站在銀櫃前，一臉無奈，叫大家
比足價錢，因冇碎銀找續。吃過小食，區文成副會長（1981
勁）來電，他們三人也正由悉尼出發，同車的是凌東生夫婦

（1951明）預計下午五時多才到。我們一行先往國立圖書館
參觀，並在 Canteen，High Tea，因剛才在黑店吃得半肚飽，
晚飯約好七時酒店大堂集合，八時才會有食物下肚子。

墨市距坎市約六百公里，要七個小時車程，兩人輪流
駕車才成，六時多，正在牀上伸伸，龍會長來電，墨市同學
到了，他也在大堂，心情興奮，大家總算異地重聚，龍會長
還是首次握手見面，東道主介紹豐年酒家 Regal Restaurant， 
一吃真有驚喜，有片皮鴨兩吃，葱油雞和蒸魚都不俗，粉絲
蝦煲叫好，原來女廚師是中山人士，大家吃飽飽，但甜點來
了兩大盆西米布町，中間烤到焦黃色，一人一大匙，又清了
碟。

廿四日早上，我們訂了乒乓球場地，講好切磋一下，但
我們種子隊，雙區之一區尚勇（1966皓）病了，細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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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總算和太太Grace早上趕到，墨市
的一號種子，嚴銘求也因傷缺陣，友
誼第一，各人搓幾拍，運動一下，男
女混雙，墨市四位學長，都有下場，
交出功課。悉尼則有五位出場，區文
成、區尚勇、楊自宗、 Grace和我。
坎市得Samson個人表演。兩小時真
快過，龍會長call大家回酒店洗白
白，中午飲茶，唐人街「新煮意」茶
棧， The Scholar，一行16人分兩枱，
做完運動，什麼也吃得下。下午是今
次聚首的主題，2015年世界培正同學
日，首次工作會議，地點在多元文化
中心禮堂，坎市出席二人，  Samson
和龍會長；墨市四人；悉尼六人，大
家同意舉行日期，2015年9月27日至
10月 5日，主題「活力都市-悉尼」，
Sport，Culture and Winery，因悉尼
二千年曾辦奧運會，運動場地不缺，
暫定乒乓球、羽毛球、網球、高爾夫
球和橋牌五項，文化和音樂項目，由
坎市和悉尼分擔，坎市一天遊， 悉尼
歌劇院半天遊，嘗酒和高球，獵人谷
首選，大家談得興奮，看看錶下午五
時了，並同意每年大家聚聚，走出禮
堂，陽光尚佳，來個大合照片。這兒
要再多謝黃教授，黃學長熱情招待早
上不打乒乓球的兩對夫婦，仇和凌學
長，帶他們參觀國立大學和回家，介
紹家中妻子給眾人認識，賓至如歸。
又Samson，介紹澳洲初行民選議席
的笑話和本地畫家，Sidney Nolan 

（1917-1992）。
廿五日，國家畫廊有意大利文

藝復興作品的展覽，15和16世紀包
括Raphael，Botticelli，Bellini and 
Titian，由 the Accademia Carrara，
Bergamo，借出門票可以整天自由出
入展館，悉尼同學們一早購了票，我
們一行八人先看三小時，上午十至
一， 下午一至四讓墨市和坎市同學入
場，貫徹培正馬騮頭精神，大家精神
文化齊充電。Raphael 1483-1520,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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