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t Lauderdale 豪宅

鱷魚表演

觀鱷魚表演（右：副領隊何營）

Allure Of The Seas雄姿

Allure Of The Seas船尾甚美觀，亦可見其
宏偉

船頂之兩邊泳池 兩衝浪池之一

這天，2012年2月23日，我們提
早到達Florida的Fort Lauderdale，先
作兩天land tour，和同學warm up了
才上船。抵達時已是晚上，不想久候
酒店的車，叫了部的士前往已安排了
的小酒店投宿。奸狡的黑人司機故意
把我們誤送到另一酒店再繞道而行，
抵達時天色已全黑，酒店櫃台只有一
職員，我們求援無門，和體型大我兩
倍的黑巨無霸理論兩句便乖乖奉上 40
元，還幸沒嫌小費不足宰了我們。後
來知道很多同學有類似遭遇。

次晨，參加陸遊的約四十人，
酒店停車場齊集乘旅巴出發。沿大
西洋岸直赴一海灣碼頭，乘小輪遊
NewRiver及IntracoastalWaterway。沿
岸風光秀麗整潔，微風拂面，令人心
曠神怡。同學們或只小別一、二年，
或則竟已闊別數十年，都急於互訴經
歷。船經之處是富貴區域,遠眺數千萬
或過億的豪華住宅和超級遊艇，最清
高的人也要嘆一聲有錢真好！我們領隊麥梓輝同學在康州做
地產生意，在此埠也有別墅，帶我們來看巨宅，想有示威之
意。可惜，我們有學富五車的博士，沒有腰纏萬貫的公子，
無幫襯。

自助午餐後轉赴ButterflyWorld參觀。此處佔地頗大，
空中飛舞的蝴蝶並不多，倒是標本很多。導賞小姐對蝴蝶品
種、生態，解述詳盡，我們得益不少。

中式晚餐十分豐富，有新鮮魚、蝦、龍蝦和魚翅等等。
陸遊次日有近五十人參加。行程是上午乘AirBoat遊

EvergladesPark沼澤公園，下午到美亞美之SouthBeach。汽
墊船在沼澤牽蔓中衝馳，是一特殊的感受，還看了鱷魚的出
沒及驚險的表演。南灘是美亞美最聞名的海灘。灘長一望無
際，沙白、浪大。是日天朗氣清，遊人甚多，晒太陽的多，
下水的較少。

晚上在美亞美一西餐館晉食，這餐館是何營同學之兒子
經營的，我們以低微價錢享受了多道精美菜式，還有領隊報
效特產石蟹鉗，其売堅硬，何營太太日間離隊，逐一預先敲
裂。我們實在銘感五中。

二月廿六日至三月四日是乘郵輪遊西加勒比海，此次
旅遊的主菜。此次是一次非正式的團聚，我們不舉行任何儀

式，沒有編定的程序，完全各適其適。我也不用時序來敘
述。

此次旅遊是由麥梓輝同學牽頭，同學喜歡便向洽定之旅
行社報名參加（亦有另由別處報名的）。結果忠社同學參加
者十八人（劉粵琛、甘嘉澧、林伯偉、周興文、陳鈺成、趙
崇綱、何營、魯志揚、戴蘭祥、梁錦濤、林錫衡、薛又梅、
卓以和、麥梓輝、鍾美麗、李杏坤、陳文彬、鄧國謀）及家
眷；匡社同學何榮新、余煜培；瑩社同學霍詠嫦、李偉方，
連同親友共約七十人。團友多來自三藩市灣區，也有居於洛
杉磯、新澤西、 麥芝根、侯斯頓、達拉斯、 佛州、康州、加
拿大温哥華和香港的。

領隊是麥梓輝、何營，盡心盡力。梁錦濤則於事前聯絡
出力甚多，也是我們的特約攝影師。劉粵琛太太在船上爭取
各項便利及協辦各事，居功至偉。

此次所乘郵輪Allure of The Seas，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讓我詳細的介紹一下，相信對未遊而有意者有所幫助。

此輪屬RoyalCaribbeanCruiseLines，於2010年首航，排
水量220,000噸，船身長1181呎，載客量5400人，船員2150
人，設備豪華先進。船高17層，有大泳池左右各一，小泳
池多個；衝浪池兩個；高空滑索一道；攀山牆一幅；籃球場
两個；乒乓球場兩個共6枱；高爾夫小練習場一個；賭場、

乘最大郵輪 Allure Of The Seas 重聚記乘最大郵輪 Allure Of The Seas 重聚記
忠社  林錫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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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團友

忠社同學全體參加者18人，後立左起：劉粵琛、甘嘉澧、
林伯偉、周興文、陳鈺成、趙崇綱、何營（副領隊）、魯志
揚、戴蘭祥、梁錦濤（特約攝影）、林錫衡
前坐左起：薛又梅、卓以和、麥梓輝（領隊）、鍾美麗、李
杏坤、陳文彬、鄧國謀

早餐（左起：領隊麥梓輝夫婦、林
錫衡太太）

Formal Night的晚餐。右起：卓以和、趙崇
綱夫婦、林錫衡夫婦、真光朋友李潔華

右起： Richard Chew夫婦、魯志揚夫婦、
梁錦濤太太

深夜船尾露天舞池熱鬧場面

右起：劉粵琛太太（舞后）、魯志揚太太、 梁
錦濤太太、李杏坤、林錫衡太太

第六晚五樓 BoardWalk之街頭表

小教堂、圖書室、電腦房、玩
牌房、兒童遊戲場、GYM、
SPA等等。最特別的是八樓中
間撥設一個Central Park通天
可望藍天和星月，有花草樹
木。五樓有一個Board Walk好
像Shopping Mall，其間有多個
餐廳、咖啡座、音樂吧、表演
場、舞池及商店。由於這兩處
可步行的空間貫通船頭尾，再
轉乘前後各16部升降機可至
船前後各層艙房、劇院、大餐
廳、而且有多個按鈕屏幕顯示
全日各項節目的時間、地點及
各處方位，所以船雖大反少迷
途。

這船七天航程有六個表
演節目，都非常精彩，每場約
一至二小時。因為有多個場
地，所以每項皆有二、三個日
期時段以供選擇。我看了的有
Ocean Aria（驚險的高空跳水表
演），Chicago The Musical（百
老匯式音樂劇），Head Liner 
Showtime（歌唱表演），Ice Games（溜冰表演），和 Blue Panet

（歌舞表演），還有Talk Show（沒看）。這樣的水準，這樣的
場地，在北美市內看票價定要在百元以上，光看表演值回船
費半數矣。一般郵輪觀看表演，是先到先得， 不設訂座。但
此輪相反一定要在上船前網上預訂，到時於15分鐘前掃卡
入座，不編位。如果沒預訂就要在開場前排隊看是否有剩位
了 ，十分渺茫。此點要特別留意。

我對此輪最欣賞的是營造了非常歡樂，熱鬧的氣氛。幾
乎愈夜人愈多，子夜過後，音樂聲到處可聞Board Walk 仍
人頭湧湧，宵夜、嘆咖啡、 聽音樂，似乎都不願去睡覺。

ConferenceRooms在三樓，共有四房，每房約一千方

呎。我們七十人的團體，多謝
領隊們的爭取，竟取得兩房打
通，全程專用。我們用之於開
會、 健 康 講 座、 教 排 舞、 笑
談、影團體相、打麻將，還有
宗教聚會。也用它來聊天，雖
然多數是在早午自助餐時或晚
膳自由組合在餐桌間暢談。

再 來 講 講 我 們 自 己。 參
加的忠社同學多是近年重聚的
常客。有四位特別值得一提：
李杏坤同學是首次參加我們北
美的旅遊聚會。這次自香港遠
來，會同女兒參加，表現很開
心興奮。她辯稱以前不知道如此
多人參加，如此好玩。她允諾以
後多多參加，也會鼓勵香港同學
參加。

我們引以為榮的大科學家分
子束外延之父卓以和同學 Alfred 
Cho，（http://baike.baidu.com/
view/700017.htm）

自從金禧首度重聚，今次是
第三次參加。他已自BellLabs副

總裁位上退休，雖然仍受台峽兩岸政府禮聘為顧問，心情輕
鬆，再無壓力。此次與各同學言談甚歡，主動暢述家庭生
活，半生感受，中文書法，繪畫的嗜好等等。坦率傾談，就
是不講他的本行。相信一方面是謙虛，另方面是講了你也不
明吧。我們的數理專才也不少，但範疇不同，隔科如隔山！
下次見面倒要問問甚麼是分子束，如何外延。

劉粵琛太太Alice是社交舞高手，曾參加世界比賽及表
演，但在忠社聚會中甚少上場。大概因為忠社男同學舞藝一
般吔吔烏，未夠班。這次隊中有麥太妹夫Richard Chew也是
高手，於是場中每見他們大跳拉丁舞。晚上若見舞池邊，或
是門外多人圍觀便是他們在飛舞表演了！雖然嚇得我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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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6日舉行新春晚餐：站立者左起：賴瑞賢、梁祥發、張
雅靈、賴經倫、黃培枝、佟世華、 黃勝、劉國勳、李行熙、李文
彬、顏昌齡、伍沃衡、李根田、李榮德（離開）前坐者左起：梁祥
發夫人、張雅靈夫人、伍沃衡夫人、黃培枝夫人、李根田夫人、
李行熙夫人、顏昌齡夫人、梁曼麗、劉國勳夫人

10月10日聚餐，左起：冼鼎剛、李根田、李根田夫人、唐
仲矩女友Ida、唐仲矩、佟世華、冼鼎剛夫人、伍沃衡夫人

落場獻醜，倒是大飽了眼福。
陳鈺成同學在此次船河前參加了另一十天遊河，在26

日當天完成登岸，即携行李過來此船接續七天，大癮之至。
忘了提及此次航程，曾泊三岸：Labadee（Heiti）、

Falmouth（Jamica）、  Cozumei（Mexico）這些地方並非名城，

寅定兄：
久未去信問安，請諒！近況如何？
多倫多忠社同學各人均好，定期聚會如常進行，同學

們都踴躍參加。去年，廣州忠社前社長冼鼎剛同學及嫂夫人
到訪多倫多同學。十月十日設午餐於「龍珠」 酒樓舉行，酒
樓美輪美奐，高級食府，共有26人出席，有遠方同學到來
相聚，是難得的機會。

今年二月六日舊曆新年聚餐，假「世紀皇宮大酒樓」舉
行，赴會者23人，餐後拍照留念。

冼 鼎 剛 到 訪 多 倫 多 忠 社 同 學冼 鼎 剛 到 訪 多 倫 多 忠 社 同 學
今年四月二日假座「翠園酒樓」 午餐，29人出席。席

間，同學們填妥「培正同學通訊」訂閱表格，連同捐款一同
寄上。請查收。

願祝身體安康  工作愉快
弟    根田上   2012年4月5日

戴蘭祥伉儷於四月初抵香港，忠社同學於九龍維景酒店
設宴歡迎，同時又邀得居外地的孫必勝、許護佳、吳佑康三
位長途拔涉前來出席。同學相見甚歡，個個身體健康，更感
欣慰。

我們也多曾到過，只是上去碼頭附近望望，影兩張相片便算
了。

附上照片20張供觀賞。有興趣看更多相片請按訪：
www.picasaweb.google.com/sirlam36

（照片20 張由梁錦濤，林錫衡提供）

十分難得的是孫必勝不辭勞累携來十多本他的巨著《孫
眉 – 我的曾祖父》贈送給各位同學精裝本，每本486頁。此
著作介紹了孫中山的長兄孫眉不單把個人財產捐給革命，更
是自始至終地投身於革命之中，巨著洋洋15萬字，中英對照，
都出自必勝同學手筆，史料豐富，圖文並茂，真巨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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