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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尼 同 學 會 聚 餐 後 記                     
各位同學及學長們，現今世界的氣候變化難測，今日

四月十八日，悉尼市中心足足下了50mm 的雨水，叫人心
驚，下午四時半的新聞，報導各處水浸消息，今晚聚餐，
又不能取消，酒席月前以訂下，但祇有三位報了名的同
學，SMS來要缺席，所以今晚抽空出席的各位，職員會感
謝大家,週三晚聚餐，主要為早上要返工的同學們，讓大家
坐下來敘敘，談近況，輕鬆一下，知道母校近況，世界各
地同學會消息，再在九千公里外，致身紅藍園地內。

2012年悉尼培正同學日，6月16日，會在老地方Auburn, 
RSL club舉行11:30-14:00，主因發覺11月尾舉行，參加加冕
的同學們多返回母校，自己社友舉辦的活動，又近12月，出埠的
同學特多，而缺席，加上今年11月24及25日為台山世界培正同學
日，前後也有活動，我們表示尊重，當然讓路。

當了會長後分，別送走了三位學長，2011年11月伍珍梅
(1948健)，2012年1月方守法 (1956瑩)，2012年2月陳沛霖
(1949堅)，伍學長的回憶錄，等她老伴， 鄧善炳(1950弘)，遊
美散心回來悉尼再寫，方學長的一篇，小弟衹能代勞一小篇，2月
份已登上網頁，但他的致友，加國沙省曾梓會長的紀念方守法一
文，詳細介紹"差法" 和1960年雪梨同學會的成立，藉得回味，剛
放上網頁，最後，朱光凌同學出手，寫了一篇紀念同窗沛霖同學，昨
天，週二，紅藍茶敘原稿頁交稿，昨晚，也開通宵用Apple手版，
打好放上網讓大家先睹為快，也是對學長們尊重，缺席了後倆位
的衰思會，因身在外地，見諒。

Well,  同學會人數買少見少，幸好今年的總贊助金，合44位
同學，也達 $3122，請大家傳看贊助表，各人金額對否，加上今
晚有鍾明生(1957輝)、李同仰(1977傑)和楊瑞英 (1980穎)各
$100，合共47人了，又多$300，令到職員會，對2015年跟其
他三地同學會 Auckland, Canberra and Melbourne 合辦
世界同學日， 信心大增，剛在3月23-26日之行，在Canberra,首
次工作會議，決定悉尼做主場，2015年9月27日至10月5日，歡
迎世界各地同學來澳紐，參加各類活動，主題是"活力之都-悉尼",  

美京培正同學會新一屆職員
美京培正同學會繼三月三十一日選出新任會長之後，經新會長

吳堉洲 (73勤社)積極溝通聯絡運籌，新一屆同學會已經組閣，成員如
下：

會長：吳堉洲 (勤 73) 
康娛：溫慧貞 (恆 67)、鄺建泉 (基74)、林韻儀(敏 76) 
文書：陳佑曾（賢 72）
財務：陳兆南 (仁 68) 
聯絡：羅筱琳（賢 72），其他人選待定

新一屆全體職員將竭誠為美京培正同學會服務，並將會務辦好。
五月二十五日 各位負責康娛的職員會晤，策劃以下活動：
- 七月二十一日 燒烤野餐 
地點：Rock Creek Regional Park(詳請見下一個通知)
- 九月 八校聯歡，聯歡之后培正同學小聚，地點待定。 
- 十一月初 自助餐及講座 
地點：Hibachi Sushi Supreme Buffet.(歡迎推薦講座題目及講者)。
- 明年三月初 pot luck 聚會
- 更多活動正在考慮中，歡迎各位同學提出建議。
以上各項活動將有專項通知告知詳情，敬請各位同學靜候佳音，

也希望大家積極參與，獻計獻策，眾人事眾人辦，一定會辦得更好。 

美中(芝加哥)培正同學會
新一屆職員表

  
  會長:謝鴻基(54匡社)

  選出理事六名，2013年初正式上任， 
  列出六位名單如下:

周兆禧 (61善社)、

何宜堅 (69昇社)、

梅榮輝 (55忠社)、

丘超廉 (59光社)、

梁茂和 (63真社)、

關德琛 (67恆社)

Sport, Culture and Winery, MelPCAA,出人手配合，在Mel-
bourne出團到悉尼，因來澳洲Melbourne 和  Sydney, 算兩大
城市，同學們可選擇先後次序，也派人員到悉尼幫手，Canberra-
PCAA主持一日Canberra  遊，餅先做大了，讓更多人參與也可以
借力，再化整為零，每人鎖定一、二項去做，實踐MBA所學。

今晚，主講嘉賓鍾志豪同學(1975昕)，台灣長庚醫院麻醉
科主任醫生，因參加女兒的畢業禮才來訪悉尼，他曾坐我鄰座，故
此，相識四十載，又是高球發燒友，真有談不完的話題，他每天出
入手術室，凡三十多年，見盡各大、小手術，由他講手術風險，最佳
人選，席間，同學們問題此起彼落有，老人腰痛，吃止痛藥風險，
前列腺肥大，用那種手術配合，傳統或Laser,熱度對前列腺影
響，每年全身檢查的副作用可能，對身體有害，當然有不適，就要
馬上檢查。鍾同學傾力解說，各同學都放心了，難得是大家醫學
常識豐富，交流起來，特別投緣，吃吧生果盆和甜品，都冇人想先
走，怕走寶，我當然希望鍾同學回台後，多跟劉安乾會長親近，參
加台灣培正同學聚會，也多分享醫學保健知識與台灣學長們，上
次2012年台灣二月活動，我們昕社留台的三位醫生，也有出席，
他們是王英偉、郭蔭庭和梁繼章，希望他們經鍾志豪對悉尼優質
介紹，在2015年也參加四會聯辦 - 世界培正同學日和昕社四十
畢業週年紅寶石禧在悉尼。

出席人數有27人，培正人19位，各人能帶同家人一起出席和
有接送同學出席晚宴，同學會特別感謝，多謝以下同學及學長們
參加晚宴。

仇乃昭伉儷(1945毅)、朱光淩(1949堅)、陳均靄(1950弘)
、羅煒甜伉儷(1953誠), 鍾明生伉儷(1957輝)、陳樹華(1958銳)
、馬惠玲伉儷(1959光)、區尚勇伉儷、張淑明伉儷 (1966皓)、
韋藴伉儷(1972賢)、鍾志豪、羅慧莊、徐兆敏(1975昕)、李同仰
(1977傑)、陳震威伉儷(1978英)、楊瑞英(1980穎)、何漢、區
文成(1981勁) 、趙慧芬(1990騰)。

徐兆敏會長(1975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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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培正同學會活動    吳仁灼會長

英國培正同學會謹定於六月廿九月(星期五)下午七時在楓林小館 (New 
Fortune Cookie of 1 Queensway, London W2 4QJ, Tel: 02077277260 )舉行
聚會。凡我紅藍兒女，旅居英國或途經倫敦，有空請踴躍参加。

紅藍兒女是一家

我們很高興在五月二十月途經Southampton時與賢社黃明華學長及她的
兩位漂亮千金大S及小S 茶叙見面,雖是初次見面，培正人總有談不完的話題，

顯見紅藍兒女一家親的精神永遠存在培正人的身上。

  三藩市同學會職員和我                            徐兆敏會長 (1975昕)

2012年8月11日早餐會 - 近日，美國大部份地區都火熱，三藩
市得天獨厚，華氏60-80度，清晨和晚間也要加薄外衣。硅谷在
附近，名牌大學多，中產也最多，Mark Zuckerberg Facebook 總部
在1601 California Ave, Union Square, 附近商店Macy  Blooming-
dale and Nordstrom，美式飲食連鎖店Cheesecake Factory-good tips 
good service, 坐Cable car 排蛇餅，Pier 39 Fishman’s Wharf，1937
年建造金門大橋，The Olympic Golf Club，串到買紀念品都要找
會員付費，隔鄰Harding Park Golf Club, public course, more friend-
ly，算能代表美國富裕的縮影。

Apple Inc. 市值US$623.5 billions，今天位居世界榜首企業，
十年前想應該是Microsoft，今日街上有人向你問路，Where is 
Apple Store ? 你要想清楚，是賣真萍果，還是iphone。

跟戚會長相約10時，在酒店大堂見，早十分鐘走出Sir Fran-
cis Drake大堂，戚會長已安坐大堂中，並帶來之前我在美國郵
購的鋰電池，在此再多謝一次。女性會長，真的仔細和關心，知
道我們一行五人，需要手機保持聯絡，借出她雙親手機和電話
卡予我，令我未來三星期美國之行方便很多，連回寄的ups大信
封也預備好，太捧了。

今天的聚會，希望兩地同學會多交流和溝通，也為2015年
10月世界培正同學日，在悉尼舉行，打下根基，南半球四會聯辦
(Auckland, Canberra, Melbourne and Sydney)，得來不易，我們不是
要掌聲，祇望母校校刊內容更壯觀，除學術、體育出眾話題外，
校友們對母校愛戴之情永在，亦顯示培正傳統

紅藍精神獨特之處。

周榮超、周朱樂怡學長，已先在Chancellor Hotel 餐廳長枱
坐下，大家輕鬆寒喧，候其他職員們，他們送上自家帶來的咖
啡，原來是咖啡和坐遊輪發燒友，送上牙買加藍山咖啡一杯，
談咖啡酸度， Aroma，如何飲咖啡才健康。他們愛坐Princess, 
一坐十多年，想應該半價便可參加世界各Princess 航線，他們提
問紐澳遊船會經過的埠，雖然，2014年中，船公司才登出，但也
大同小異，我們大會又多了兩位貴賓，孫必興前會長和鄭國輝
學長也上座了，輝社人才輩出，有崔奇等，孫家的兒孫輩回憶
錄出版，也談到另一位培正老大哥簡耀南，大家也不知他身在
何方，兩位給張啟滇老師，提名多年，好似天龍八部“北喬峯，
南慕容”齊名。鄭學長則多往中國內地旅遊，寫了不少遊記文
章，最新的一篇見174期84頁，小弟前年才遊“絲綢之路-北疆線”
，鄭學長21年前已到過蘭州，但是從英國倫敦出發，那是探險
家的行程，佩服佩服，好看過老殘遊記。

跟隨其後的是趙善強學長，打著紅藍呔，人和藹，又親切，
悉尼有三位弘社校友，又2011年，在香港參加了弘社聚會一次，

互數1950級社同學名字，份外起勁。李健和盧錦儀也到了，大家
談到馮啟異、曹婉荷兩位昕社同學，當會長年代，多活動，多能
幹，知道我晚上會同昕社同學聚舊，望我請曹同學出山，再合作，
馮同學則回上海上班了。這兒，我想推薦鄺錦宏和鍾少蘭夫妻
檔，選其一，得其二，化算。晚上我也沒有打斧頭，曹同學怕同學
會開會時間過長，三藩市頗大，有東、南、北三大灣區。

正題了，談 SydPCAA, 如何辦2015年世界同學日，我們以香
港2015年9月25日晚從香港出發為準，9月26日早上到Melbourne, 
墨爾本, 4日3夜遊，再坐大旅遊車北上，6個小時到Canberra, 坎
培拉, 1夜1日, 再3個小時車程到Sydney, 悉尼，5日4夜, 大公宴、乒
乓球賽、高爾夫球賽等，接下是 Auckland, 奧克蘭北島，4日3夜
遊，plus optional 南島3日2夜  或Queensland 大堡礁遊 3日2夜 。

大家很用心去聽，加上我帶來的澳洲旅遊指南，眼前美式大
pancake，大過塊面，教你沒時間吞下來。席間，我送上悉尼同學
會紀念筆，每位一枝，又 SydPCAA 2010-2011年刊兩本，趙同學除
下他的三藩市同學會紅藍校呔相贈，在此再謝過，珍而重之。也
收到戚會長SFPCAA的萬年曆，設計獨特，十分適合作為活動後
的同學大奬，因印上SFPCAA。早餐兩小時就過去，大家珍重握
握手，戚會長11月台山見。SFPCAA, 人齊，早餐後開職員會去。 

好消息，這次外訪途經香港、台北，台灣劉安乾會長和戚嘉
慧會長答應來悉尼，鄺伯答應帶一家30多口外遊，一起來紐澳，

要是鄺伯一家成行，不用等到2015年，隨時來，讓我們四會 
Trial 一次。

前左起：周榮超(67恒)、戚嘉慧(77傑) 、孫必興(57輝)、鄭國輝 (57輝) 、 
趙善強(50弘) 、李健(76捷) 、盧錦儀(76敏) 、徐兆敏(75昕) 、周朱樂怡(67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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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2012年郊遊會

2012年7月21日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郊遊會，是日天氣晴朗，
風和日麗，胡婉霞副會長很早和兩位兒女到達會場，將涼亭用紅
藍紙條及紅藍星佈置得美輪美奐，用紙枱布將8張長枱佈置清潔
齊整，掛上培正同學會郊遊會招牌，以及歷年來各地同學會交流
和訪問，交換的旗幟佈置，整個會場紅藍旗幟飄揚，十分壯觀。

楊東權同學是日特別活躍，見到同學到達，上前問候，並拍
照留念，難得的一位親善大使。大會開始，胡婉霞副會長介紹嘉
賓，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戚嘉慧、田鈞祥理事，以及各同學及
家屬，使大家更加親密在一起。葉子清同學(1978英社)居住在洛
杉磯，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胡婉霞同學，譚淑儀同學都是1978年
英社同學，在培正讀書時大家已相識，現在很想找機會大家相
見，葉子清同學的外父張國良先生仗義代他加入加省省會培正同
學會為會員，使他每年知道加省省會培正同學的春宴和郊遊會的
日期，使他有所準備，日後有機會相見，使紅藍精神發揚光大。

羅根合會長報告2012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在台山培正中學舉行，日期為2012年11月23日至11月25日，歡迎各同學踴躍參
加。台山培正中學鄺文熾董事長籌建黃啟明校長紀念堂及培正小學籌建專業書院，請各同學踴躍捐助，最後美國加省省會
同學會仝人捐助黃啟明校長紀念堂及培正專業書院。

胡婉霞兩位兒女表演搖搖給大家欣賞，空中交接，技術超群，藝高人膽大，搏得很多掌聲。田鈞祥同學祈禱，聚餐開
始，餐後抽獎節目開始，獎品豐富，幾乎人人有份，最後有兩個大西瓜也作抽獎禮物，戚嘉慧同學和田鈞祥同學各人得獎大
西瓜，皆大歡喜，全體同學集合一齊影相留念，明年再見。

9月19日職員會其中一個議題，人數，訂了三席，
有冇36人出席?真不錯， 剛剛夠數，加兩盒榮華三黃
蓮容月餅，同學會不用補貼，恰到好處。但當晚出席
人數42人，又令張副會長兩位友人不能入座廂房，而
在大堂自己吃，抱歉抱歉，故此總人數為44人。

校友們帶太太或丈夫，連同友人踴躍出席，證明
同學會節目辦得不錯，這也有賴職員們多方努力，
會長也特別帶回，從Walt Disney City, Orlando, Florida,  
印製出來的T-shirt，送贈各職員們，上面印有World 
Pui Ching Day, Sydney Australia, 2015 和 Disney  卡通人
物，intellectual patent logo,  希望大家可以幫助宣傳至
2015年， 今年APPLE  和 SAMSUNG 兩大智能電話商
互相告上法庭，誰抄誰，我們局外人不清楚，但就是
因為 I.P. 二字，總括來說，各收宣傳之效。我們培正
logo,  前些時給人搶註，也經過法律程序而取回。

席間，有校友關心將來下一代的工作問題，人口
老化，中國人說享兒孫福，大概也包含，晚年生活有
所依，旦言之，下一代的工種選擇頗多，很多專業不
會被淘汰，而享有創作I.P. 專利的人士，將會特別富
裕，今曰財富管理銀行業，經雷曼兄弟一役而式微，
冇人再信商人銀行，高增長項目欠缺。但地球在轉，
又一批新富裕階層又會自動再排位。

悉  
尼  
同  
學  
會  
慶  
中  
秋  

徐 
兆 
敏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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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便飯，出品不俗，人多了，同學會加紅燒豆腐，
貪易入口不用多嚼，又多些菜蔬，適合我們半百之年。
其中，薑葱蟹伊麵底，最受歡迎，澳洲泥蟹，著名鮮味
又多肉，我們以公 斤計，本月陽澄湖大閘蟹又供香港，
大型大閘蟹一隻港幣三百元外賣，重六兩吧。大家價值
差不多，但本月初，在台灣高雄"蟳之家"，吃到處女蟳和
台南"阿霞"，紅蟳蒸糯米飯，另類煮法，肉質佳和蟹膏呈
咸旦黃紅色，平二成多。悉尼相熟酒樓，偶然設有蟹粥
款待，每次一鍋，吃上三碗，未能盡興，看2015年世界同
學曰大公宴，加蟹粥又如何。吃月餅便知校友們愛健康，
培正人數學好，一盒低糖雙黃蓮容月餅共四個，一個切八
份，另一盒正常三黃蓮容，切法相同，42人分，會長轉過
頭，未及看清楚兩者分別，已被告知低糖月餅吃光，祇
餘"高卡路里"的給會長品嘗。

會長在席間提及5個議題 
1. 2013年度，悉尼同學會2、4、6、8、10月辦的項目，(見
於十月遊河活動和2011-2012，第二期會訊)

2. 2015年度 世界同學日四會合辦的進度，(見於SydPCAA 
website文章 "徐兆敏會長 8、9月之旅")
3. 培正如何應對國民教育科，(見於: SydPCAA website文章 
"國民教育點滴和"HKPCAA#175issue)
4. 香港培正舊禮堂拆後重建，新廈今秋落成啟用。
5.報名參加2012年台山世界同學日11月23,24,25日, 及世界
同學日前，中國旅遊部份改截止日期。 

出席培正人：

盧定濤伉儷(1943鋒)、仇乃昭伉儷(1945毅)、鄧善炳(1950弘)、李少君(1952
偉)、羅偉甜伉儷(1953誠)、黃國威伉儷、楊自宗伉儷(1956瑩)、潘文熙、鍾明生
伉儷(1957輝)、陳樹華(1958銳)、黃奕榮伉儷(1959 光)、李世洪伉儷、王小莉伉
儷、張淑明伉儷、林 翠玲伉儷、區尚勇伉儷、朱澤泉(1966浩)、韋藴伉儷(1972
腎)、羅浩源(1973勤)、徐兆敏 (1975昕)、李同仰(1977傑)、陳震威(1978英)、楊瑞
英(1980穎)、區文成(1981勁)、陸靜芬(1983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