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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踏入十一月 ,	世界各地同學和校友們都起哄 ,	有著一批批回母校加冕的班級 ,	母校也張燈結彩 ,	熱烈歡
迎大家回歸紅藍園地。身為悉尼同學會會長當然出席所有聚會和加冕日。今年的重頭戲有三：首先 ,	落在港校建
校 80 週年慶典上 ,	什麼 ?	人數有 101 席在九龍會展中心舉行；二是 ,	新香港同學會會所落成和開幕 ,	招牌面向窩打
老道 ,	有簡樸而清晰的內涵 ,	請大家回港參觀和留名；三是 ,	黎藉冠會長領導 80 和 90 後畢業的培正精英團隊 ,	化
解新大樓種種問題 ,	定 2014 年一月份 ,	出入伙紙 ,	培正後繼有人材。

			11 月 9 日 ,	培正高爾夫球會第十屆週年大賽 ,	鳳凰山球場決戰 ,	9 月關溢康會長 ( 基 ) 已微信通知 ,	再加上王
知健社友 (昕 ) 和秘書吳淑貞 (捷 ) 精心安排 ,	8 日先到球場打熱身 ,	晚上按腳和按身 ,	聯誼和吃地道美食。太棒了 ,	
只有內地才有這樣享受！悉尼 ,	大家住得距離遠不集中 , 在高球會所 ,	飲杯啤酒 ,	吹一下水 ,	下週再見 ,	回家睡按摩
椅吧。但國內空氣質素差 ,	霧霾 PM2。5,	今年國內汽車出售額 1 千 8 百 50 萬台 ,	加上其他工業 ,	真的難復舊觀。
鳳凰山從前是石壙場 ,	今日城市發展 ,	民居在側 ,	變身綠色高球場也合理。比賽改以往 ,	級社四人一組對疊 ,	分紅 ,	
藍兩組 ,	將參賽者一分為二 ,	夾集校友、家長和學生們 ,	趣味增加了 ,	起碼得獎者人數過半 ,	再多謝高球會各領導
單位出力又出錢 ,	本人和關會長 ,	身在藍隊也取得總桿第二和三名 ,	但紅隊有張惠鴻 ( 捷 ),	一人取四隻小鳥 ,	以總
分兩桿勝藍隊。一大班高友 ,	原地踏步或退步 ,	只有張同學一人有進步 ,	令人羡慕。

			11 月 16 日 ,	香港培正同學日又加冕日 ,	培正學弟、妹嘉年華會助慶 ,	家長義工團隊代賣
80 週年禮品為培正小學未來教育基金籌款 ,	醒目的 Jacket,HK$500。00,	但冇 XXL	size,	冇得穿。	
早上十時半 ,	良辰吉時 ,	舊日要踏四層樓的舊同學會室已改成幼稚園班房 ,	大家不用擔心爬樓梯
了 ,	新址在地面和加一層二樓 ,	寬廣又舒適 ,	有雪櫃和煮咖啡機 ,	培正小學免租給同學會用 ,	故
此小學籌款 ,	同學會必然盡力。此外 ,	中式開幕啟用儀式後 ,	送來燒豬助興 ,	對遠道而來的我 ,	
surprise,	surprise,	久未嘗整隻豬的燒肉味 ,	皮脆肉汁香化 , 叫人不能停口。有份站立 ,	維持秩序的
小童軍們 ,	看着但不敢來一口 ,	身為校友見此 ,	便拿碟叉了數小片 ,	讓大家一起分享喜悅。但也
有一位學妹婉拒 ,	站崗時不能吃 ,	培正訓練不簡單 ,	身為學長也敬佩。大家有幸參觀教學大樓的
禮堂和舞台 ,	雖然是遲來的春天 ,	由 2014 年加冕級社先享用 ,	但學弟妹們有了一級訓練場地 ,	更
值得高興。	

			午餐時間 ,	黎會長、張校長、蕭總幹事和我一起赴酒樓 ,	穗港澳三校 ,	校長們 ,	同學會會
長們 ,	羅校監、陳校監和顧明均顧問已在廂房候着 ,	大家邊吃邊討論 ,	培正三校統一校徽 , 英文
拼音 ,	羅永祥校監主持的第四次會議 ,	也正是六月份 ,	羅校監在悉尼晚飯聚會時所題項目 ,	訂
2014 年 9 月上馬。期間 ,	成績表等已印製品盡量用耗。此外 ,	穗校督印《培正風雨錄》,	內有關
被搶註事件 ,	有詳細敘述。三校有了評議會 ,	後來者 , 便要依規劃 ,	不能亂來 ,	亡羊補牟 ,	未為
晚也。

			下午二時 ,	正門大路車水馬龍 ,	拍照的大石級 ,	人頭湧湧。加冕學長們 ,	熱切招呼 ,	配上
加冕服飾 , 倍感有代表自己的級社。我們悉尼回港加冕活動有盧定濤伉儷 (1943,	鋒 ),	羅煒甜伉
儷 (1953, 誠 ), 陳東波伉儷 (1963, 真 ),	何少棣 ,	盧美慈學長 (1973, 勤 ),	陳震威副會長 (1978), 英 ),	
區文成副會長 (1981, 勁 )	和我 (1975, 昕 ),	大家也希望盡量借力 , 在香港同學日拉多些校友來參
加 2015 年 10 月於悉尼舉行的世界同學日。鄺文熾學長 (1933) 一見面 ,	即提台山時協議 ,	他和家
人合共30人參加 ,	鍾信明學長(1965,	耀 )追問行程及費用 ,	徐立信學長(1970,謙 )及程學長(1990,
騰 )也接觸上。	蕭寅定學長(1955,忠 )也代三藩市社友代問。早前	冒懷慶學長(1960,正 )	訂40位 ,	
看來加冕級社都有興趣。又David	Tong	(1962,	旭 ),	訂60位。2014年1月8日跟HKPCAAL	例會後,	
將會有初稿 ,	訂 deadline	和費用。此外 ,	施永輝前會長、李國揚前會長、劉安乾會長、戚嘉慧會
長、張廣德校長伉儷答覆出席。

			下午三時,	加冕開始,	鄺文熾學長一上台,	全場起立鼓掌,1933年奮社,	世上只剩三位學長：
李兆林 101 歲聼覺差 , 徐源星 97 歲行動不便 ,	只鄺伯一人 ,	又行得 ,	又聽懂 ,	故此可以出席。全
場動容 ,	掌聲更大。輪到 1943 年鋒社 ,	台上也只三位 ,	盧定濤 ,	陳錫霖和鍾榮凱 ,	盧學長豪情話
10 年後 ,	像鄺伯一樣 ,	再上台加冕 ,	全場再一次掌聲雷動 ,	培正紅藍精神在此已。	對長者尊重 ,	
對幼者提點。

			晚上 ,	嘉賓雲集九龍會展中心 ,	1988	曦社	7 席 ,	1983	凱社	6	席 ,	1978	英社	4 席 ,	1973 年	勤
社	9 席 ,	1968 年	仁社	8 席 ,	1963 年	真社	7 席 ,	1958 年	銳社	6 位 ,	1953 年	誠社	3 席 ,	1943 年	鋒
社	2 位和	1933 年奮社	1 席	加其他級社、老師、嘉賓	合共 101 席。受託表演的三位學長 ,	何國
鉦(1988,曦)兒童時裝catwalk,	全場鎂光大亮。Dorian	Ho	的糸列,	悉尼也見過,	只是不知是培正人,	
難怪義賣的風褸那麼耀目 ,	Designer	Label	HK$500 一點也不貴 ,	可惜冇加加大碼 ,	往後校友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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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幫襯 ,	替培小未來教育建經費。張佳添 (1988, 曦 ),	音樂人 ,	將大家每次集會、運動會和結業禮必唱的 " 青年
向上歌 "、" 校旗歌 "和 " 校歌 ",	改篇大串燒 ,	小弟醒目 ,	開始前 ,	已準備 iphone 錄映 ,	拍下收藏 ,	只一次 ,	冇得
encore, 遲些放上	Google	SydPCAA	website,	"sydneypuiching",	讓大家欣賞。鮑寅 (1968, 仁 ) 和	Alumni	Jazz	Band	呂
奡元 (1994, 頌 )、樊麗華 (1997, 啟 )、周子揚 (2004, 雄 )、鄧睿謙 (2006,	禧 )、陳穎麟 (2007, 驁 )、鍾宛珊 (2008	希 ),	
演奏	"liberty	Bell	March	(trio)"	"So	Nice(	Summer	Samba)",	"Cannot	take	my	Eyes	of	you" 和	"Yristeza",	可惜現場愛說話
的校友太多,	在新大樓的演奏廳,	再來一次,可以收門票,	幫助培小經費。培正建校125週年,	九龍會展場地已訂,	
11 月 22 日 ,	各位請早預訂 ,	加不了多少席。	

			11 月 23 日 ,	過埠出席澳校同學日。澳校在地下停車場加蓋歷史文化館 ,	一幅簡表 ,	列出中史各朝年代 ,	
真正地增加中史的趣味性。老師們細心搜尋回來的古物和仿古物陳列品 ,	考中史想肥佬都幾難 ,	澳校同學得益
良多。羅永祥校監、高錦輝校長、莫志偉會長、黃漢堅前會長和陳振華副監事長 ,	答允出席 2015 年世界同學日
於悉尼 ,	他們的加冕班級 , 有別於港校 ,	因當年香港培正中六才算畢業 , 穗、澳校中五畢業 ,	港校於 1976 年 ,	中
六捷社和中五敏社齊畢業 ,	三校級社從此再同步起來。澳校主力是 1973 年基社	紅寶石禧	和 1988 年曦社銀禧。
晚宴時 ,	黃慕貞副會長、康顯揚前校長、莫綺玲名譽會長及新認識黃潔貞立法局議員 (2000, 展 )、	吳海鋒和陳
家文 (1992, 義 ) 等青年才俊 , 見基社胡源和副會長、曦社曾狄強和昕社李彩雲各枱 ,	大力推介 2015 年世界同學
日於悉尼。又龍基逸會長原來是康校長的高材生 , 培正人材多 , 真的走眼了。抽獎環節 ,	同學會禮物多 ,	抽中老
師率奇高 ,	全場盡興。明年因香港同學日訂 11 月 22 日 , 故此順延至 11 月 29 日。

			11 月 30 日 ,	北上參加東山培正午宴 ,	豐澤園 ,	東山站上蓋 , 人流多 ,	很多食客不知是培正包了全層 ,	吃閉
門羹。到了才知朱素蘭會長今天退下來,	董洪穗學長接任廣州培正同學會會長,	吳琦前校長坐側,	他第一句便道,	
"2015 年我一定到 ,	提早來 ,	自己的妹妹在悉尼 ,	要去探她 ,	明年也會從國際學校校長位退休。"	1998 年 ,	吳校長
第一位提出申請註冊 " 培正 " 校名 , 見《培正風雨錄》page	12,46,56,	聞到異味 ,	之後 13 年 ,	風風雨雨 ,	於 2011
年 11 月 22 日 , 成功駁回培商所有上訴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好了 ,	世界同學日又多一位培正重量
級人物到訪 ,	也替培正校刊和培正同學通訊加料。巧遇江訢華同學 (2009,	軒 ),	同學日回校 ,	參加聚會 ,	當然邀
請來悉尼世界同學日,注入新血。他中山大學畢業後,	在騰訊工作 ,	中國最有朝氣的企業之一,	WeChat策劃經理 ,	
今天 , 大家冇無線電話在手 ,	冇 WhatsApp 和 WeChat,	怎過活？電視劇集也在手機看 ,	不用舊模式準時什麼黃金
時段 ,	要安坐電視機旁。王維基投失電視牌 ,	有惋惜 ,	但止了血 ,	未嘗不是好事。但手機也有陰暗面 ,	電磁波對
人類腦部有影響否？打手機遊戲 ,	頸部、肩部肌肉負擔加重 ,	但商機實在太大 ,	誰也不會放棄這個市場 ,	我社何
幹謙學長 (1975, 昕 ),	當年設計了 SMS 程式 ,	風靡一時。

			另一位我們熟悉的朱柏椿學長(1948,建 )也在座,	跟一班老同學侃侃而談,	跟在悉尼紅藍茶敘時一樣開心。
做人最重要是心境開朗,	肚子能載舟,	並與時並進。我們悉尼紅藍園地,	盧定濤學長(1943,	鋒)、凌東生學長(1950,	
明 )	和朱柏椿學長帶頭 ,	又上網找旅遊資料 ,	又抄碟 ,	YouTube 下載給校友看 ,	我也問他們近期流行什麼 ,	活得
精彩。

			悉尼 2015 年 10 月世界同學日 ,	能坐 9 個小時飛機的 ,	請盡快同香港同學會聯絡 ,	經香港飛來。悉尼和墨
爾本的外圍小城鎮 ,	也有着不少台山、新會、四邑華人 ,	淘金熱歷史 ,1865 年吧 ,	共廿萬人。紐西蘭有 " 魔域三
部曲 ",	Mr。	Hobbit 實地場景 ,	湖泊高山 ,	天連地等美景遊蹤 , 和參觀今日穗港澳和台山培正的偉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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