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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摩天大樓

出著名 Saint Sebastian 作於1501-02，油畫，畫在木牌上，
人物的表情突出，Sandro Botticelli，Florence，1444-1510，
在畫中說故事，Madonna and Child，各畫師表達方式各有
不同，曾在歐洲參觀過 Gothic 式的畫是靜態欠深度和欠真
實感，走進文藝復興Renaissance年代，顏色有用蛋黃，變鮮
明，有深度，有投射感，是培正有教過的幾何學，但當代的
畫師要吃飯，才沒有公開呢？

下午回到酒店，在室內泳池和 Spa，亨受一下。晚飯
時，王端兒會長坐鄰座，多謝她同各前會長，不怕辛苦，遠
道而來，四人加起來超過二百五十歲，到2015年，我們的

　一位貫徹紅藍精神的同學會會長　一位貫徹紅藍精神的同學會會長

仇乃昭學長九十歲，人生唏噓，但今天醫學昌明，大家小心
身子，比文藝復興的畫師，現代人長命多倍。道別了，大家
用力握住對方的手，三地同學們聚首不易。

廿六日，清早大家還熟睡，區文成和我六時半吃過酒
店早餐，七時正在 Royal Canberra GC，開球打十八個洞，
十一時半回酒店，原班人馬回悉尼，區尚勇本來也有球棍在
車上，但決定放棄，睡多兩個小時，駕車回悉尼，平日愛玩
的他，這敞真的病得嚴重了。回悉尼電郵聯絡，得知各路人
馬無恙，明年再會。 

悉尼培正同學會 徐兆敏會長 12th April, 2012

很高興結識台灣培正同學會的劉安乾會長（1967恒）。 
2012年1月22日早上，台北市早上下著微雨，氣溫才攝氏十
度，之前電郵跟劉會長Paul聯絡上，相約8時半Shangri-La 
遠東國際大飯店Lobby見。年廿九的早上，酒店大堂，冷清
清，我早了十分鐘，酒店工作人員也沒事可做，親切的給我
打招呼，問有什麼事可以幫忙，拿出劉會長的手機號碼，請
她撥號，想告知Paul，已經在Lobby，因大家第一次見面，
怕認錯，手機傳來親切問好，「我已經泊好車，在商場逛
著。」Well，大家都那麼看重這次會面，培正紅藍精神在世界
各地每個時區都在運作。

大家在寬大的酒店大堂坐下來，本想跟劉會長一起往六
樓吃早餐，因酒店自助早餐不俗，但Paul 很熱情的告知，
他駕了車來，預備同我和一位廣州東山培正的學妹鄧青雲

（2010迪）， 一起遊101摩天大樓和往圓山飯店吃上海小籠
飽，這打亂了我和家人的行程表，但紅藍兒女，相聚時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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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飯店

吃豆腐牛肉細粉

牛肉麵，永康牛肉麵也閉上門不納，肚子鼓鼓聲，不遠，聞
到一陣餛飩香，是一間賣豆腐冬粉的店子，二話不說，擠進
去，熱騰騰的湯粉加餛飩，台灣道地美食也。原來，Paul是
足球健將，負責守門員位置，踢過台灣國腳，在台成功大學

唸書，到出來工作都有代表台灣
元老隊出戰，每年中國各省的全
國元老杯及亞洲各城市輪流舉辦
的亞洲長青杯比賽，南征北討。
Paul 讀的是土木工程本科，但曾
在三十多歲時，到過非洲，替一
位培正學長設工廠，做膠拖鞋，
當年，非洲人人赤腳，樂觀的
Sales話，大把生意做，老板給他
一個會計和一個司機，一腳踢，
先到非洲尼日利亞及象牙海岸跟
一個多月，再到鄰國金馬倫，上
軌去。

飯後回酒店，在咖啡座，
鄧學妹擔心將來留台發展的機
會，她喜歡新聞系，剛過去的總
統選戰，造勢晚會，她有好奇
心，故此參觀了。Paul是一位很
愛說故事的人，他自少便喜歡行
船放洋，培正畢業後，發現台灣
有海洋大學，可以當船長，僑生
更多優待，但只坐過天星小輪的
他，當年坐香港往基隆港的四川
輪——客貨平底船來台，出發
時，風和日麗，胸懷大志，一心
讀海洋系，修成正果，在航海
業發展；但颱風來襲，船入不了
港口，在海上，飄浮6天，暈船
暈到不見天日，才知自己身體極
限，受不了。到碼頭，見到「報
到」長官，問可否改其他科目，
祇是數天，改了一生志願。我們
這班五十而知天命的人，就是想
告訴大家，好好裝備自己，將來
行的路又有誰知。

大家交換一些同學會意見，
在台校的培正同學們，也時有聚
會，相中有25位那麼多，但年長
的16位，就由Paul 主辧飲茶活
動，得知我社（1975昕）未有同
學出席活動，握筆時。Paul傳來
2月11日龍年茶會團拜照片，喜
見王英偉醫生、郭蔭庭醫生和梁
繼權醫生三位都列席了，鍾志豪
醫生外遊回港未能出席。席間，
各人也發揮醫生功能，替老校友
解答，奇難雜症，養生保健，貫
徹培正紅藍精神，台灣同學會需
要您們。

和Paul相約，2012年11月台

多，一定要把握，在大堂跟在酒店房間的太太，定下晚飯的
地點，「天罈」（Tian-Tan）-敦龍店www.975.tw，普通話，我
是能聽但講就麻麻地，幸好， 劉會長，來台40年，我的「天
壇」健康烹飪食店，考起酒店前堂，但考不倒Paul，罎這個
字，蘋果Macbook手寫版也未
有錄下是「缶、曰、雲」三個字
合體，或只能說，Paul的培正國
文科一定成績優異。

外 面 雨 勢 愈 下 愈 大， 他
為要我安心，先駕往敦化南路
一段，尋找確定晚飯地點。車
上電話響起，鄧同學也從地鐵
走出路面，候我們的車子，幸
好，她的侯車處，可以避雨，
今年，有三位（兩女一男）東山
培正同學往台北升學，其中兩
位回大陸過節，祇得她一人留
台，劉會長晚上在家設火鍋，
一家人和學妹一起渡歲，她能
夠來台，我們的培正同學通訊
應記一功。來台讀書，必先交
報名費，但要匯款往台灣，手
續煩，所餘日子不多（報名最
後一天），她在同學通訊找到劉
會長電話，打電話給劉會長，
望 代 交 費 用， 雖 然 不 是 大 數
目，但Paul也代交，大家素未
謀面，我想祇有培正人才做得
到，最後鄧學妹終於被陽明山
文化大學取錄了。

到了101大樓，雨勢未減，
大家乘興而來，入到地下停車
場， 車 輛 不 多， 上 88/F 觀 景
層的人龍不見了，購票可以直
入。2010年的六月曾經來過，
售票處位於4/F和5/F大翻新，
日本自助餐不見了，咖啡館又
失蹤影，名店街again。可惜，
可惜，曾經High Tea的高級餐
廳沒了。Paul在入口，讓工作
人員給大家拍攝，背景是101煙
花，每人一張留為紀念，在此
再謝過。在觀景層，因雨勢關
係，雖然看不遠，但Paul用心
給我們介紹，「台北巨旦」綜合
運動會場的將來建址， 我的酒
店，他在台北的家，果然離酒
店不遠，雙十字型的台北市政
府機關，淡水河和基隆河，台
北是盆地地形，當然比自己看
圖和文字有意思。

是醫肚時間，Paul 驅車往
圓山飯店，可惜餐廳要過年（年
廿九）不做生意，我提議找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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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悉尼培正同學會 區文成副會長 （勁社）

2 0 11 年 11 月 香 港 、 北 京 行2 0 11 年 11 月 香 港 、 北 京 行

今年的十一月因公事往北京開會，藉此機會途經香港順
道探望家人及香港同學會，此行亦一早聯絡了北京同學會，
希望有機會與北京的同學會面。 

這次途經香港亦約見了替我們悉尼同學會訂做紀念筆的
譚世賢學長（昕社）。照片是我往學長公司提取筆時拍攝。
每次到香港的同學會跟蕭寅定學長見面，交流同學會的概
況，學長都非常客氣的為我安排午膳。那天我們商談悉尼
培正同學會贈送筆的安排後，蕭學長與我跟輝社的蕭沛錕社
長、陳毓棠名譽會長、前香港培正小學校長真社的李仕浣學
長及現任的小學校長敏社的張廣德學長飲茶午飯。非常高興
能有機會跟各學長聚會，多謝。

十一月的北京天氣很好，好幾天都見到陽光，有一點
兒乾燥。在香港買了一張在香港及國內都可以使用的電話咭

（有香港及國內兩個不同的電話號碼），非常方便。到達北京
的第二天早上，馬竹梧學長就給我來電相約北京的同學一
起晚飯。北京的公共交通十分方便，從酒店的朝陽區乘坐地
鐵前往車中心的東單不過二十分鐘左右，相約的東方烤鴨店
就在東單的地鐵站附近。出席的有多位學長：前排左起潘漢
典（1940毓）、朱樹椿（1950弘）、蔣建國（1953誠）、黃玉鋆

（1949堅）、後排左起馬竹梧（1947虹）、區文成（1981勁）、
林其荦（1953 誠）、冼焜虹（1953誠）、鄧崇達（1961善）。

我代表悉尼同學會送上了錦旗與及我們的年刊，北京同

山世界培正同
學 日 見，2006
年第一屆世界
培 正 同 學 日
L.A. 的 主 持，
潘 其 平 前 會
長（1967恒 ），
跟Paul同社念
熟。我們 2015
年 10 月， 悉
尼、 墨 爾 本、
坎培拉和奧克
蘭四會聯辦第

四屆世界培正同學日，也得到Paul的支持。留台至年初二，台北市，
誠品書店和東急百貨年初一有開門，A-Cut牛排館,在國賓大飯店，和
青葉台灣料理都不錯，祇是吃不慣台式凍鮑魚。過年，台北的著名夜
市欠奉，多回南部過年，太太愛吃的黑武士餐坊、麻辣鍋，年初五才
再開市，幸好，趕及做一次台式按摩。住台北享受真多，市民消費力
不俗和開心，今天台幣vs港元，$3.6vs $1.0，2010年是 $4.1vs $1.0，尤
幸，澳幣vs港元 $1.0 vs $8.3 保持實力，找咭數，暫時無難道。

 悉尼培正同學會 徐兆敏會長 16th Feb,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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