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長的話	 	 	 	 	 						周榮超		67年恆社

今年2/22的春茗，出席校友有200多人，可謂盛況空前，謹此對兩位副
會長和各位理事的鼎力支持，籌劃執行，深深致謝！

即將來臨的6/21夏季郊遊，會改在	Menlo Park 的	Flood Park	舉行，新地
方新環境，希望各校友攜眷踴躍參加。詳情見另文通告。

每次寄出通訊之後，都有不少打回頭。為了更改地址錄，在今年6月和
7月，各理事將會與班代表和各位校友聯絡，將所有校友的地址資料更新
改正。希望各校友通力合作，力求將我們的地址錄做得“至善至正”。之
後，在9月和明年1月的通訊，更會要求各校友以回條回應，在“郵寄通
訊”和“Email通知”之間，作一選擇，以節省通訊印刷成本和每年都增加
的郵費！

同學會的獎學金成立多年，承蒙眾多校友的捐款支持，歷年來頒發獎學
金的總數亦屬不少，謹此致謝！雖然每次頒獎的數目不大，但在鼓勵各校
友的子弟努力求學的宗旨上，亦甚有作用。有意申請今年獎學金者，請留
意今期的通告。

今年9/27的同學日，加冕班人數眾多，預料到時必有一番盛況。各校友
如有意見和提議，希望早日不吝賜教，力求當日能盡善盡美！還有11/22	
在省港澳創校125年的校慶，有意回港參加者，亦是時候要籌劃了，各校
友如有任何建議，歡迎來電或Email	(sfpcaa@gmail.com)	提供，謝謝。

2015年世界培正同學日
澳洲和紐西蘭各同學會將於2015年10月在悉尼主辦第四屆世界培正
同學日，屆時悉尼、墨爾本、坎培拉、奧克蘭等地校友將跨國性地
為校友們準備繽紛遊，現羅列幾個熱門自選的行程(Optional Trips):	

行程	A	(10/20/2015–10/24/2015)：墨爾本	5	日	4	夜，包括歡迎晚宴。

行程	B	(10/24/2015	–	10/29/2015)：悉尼	6	日	5	夜，包括坎培拉一日遊及晚宴。

行程	C	(10/29/2015	–	11/11/2015)：新西蘭北島、南島郵輪遊	14	日	13	夜。

行程	D	(10/29/2015	–	11/2/2015)：北島	/	奧克蘭5	日4	夜。

有關詳情，請往下列連綫查閱	：

http://www.puiching.org/activities/2015_global_alumni_day/2015%20
World%20Pui%20Ching%20Alumni%20Day%20in%20ANZ_201405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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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茗點滴																																								林潤棠			58年銳社

龍馬精神		老當益壯

今年春茗午宴最精辟旳表述---曝棚！不用細述都可以想像得到塲面的“墟
撼”。據我所知的資料，從07年到13年春宴參加人數最多是2010年，共140多人
開14席，其他年份是開11席。故此，理事會認為預訂12席應可滿足需求，發通
知要求2月18日前報名。豈料在2月10日我就接到催報名的電話，謂“要趕快報
名，遲報恐怕就無位！”幸好，周榮超會長忙而不亂，辦事穩健。他表態:	豈有
把校友拒之廳堂門外之理。于是及時與香滿樓商議，爭取預訂到21席。達到七
年來春宴的最高記錄。

馬年是獨特之年，奔騰之年。在新春，大家都互相祝福“龍馬精神！”，
新春依始，紅藍兒女便踴躍參加馬年春茗聚會，共有210位校友報名，其中七十
歲以上的佔61%，最年長的學長是44年昭社有12人參加，參加人數最多的級社
計有49年堅社、54年匡社和67年恆社，每社都有16人。別看他們七、八十歲，
個個精神矍爍、談笑風生丶不亦樂乎！

春茗以周會長作開塲白正式開始，他表述再次擔任會長的心願和今年同學
會的活動，他特別提到張春煦老師因年事已高不能出席今次春茗，但帶來了張
老師對大家馬年的祝福。

今屆是67年恆社周榮超第六次再肩負會長重任，不愧是馬年“老驥伏櫪”
，三十多年來，他帶著一班理事們默默、勉力、無私為校友奉獻，其高在無
私、貴在無怨、難在堅持、勝在敢當！謝謝你了！還有勤力肯幹、有老黃牛精
神的77年傑社戚嘉慧和計仔多多又思維縝密的58年銳社談雲衢為副會長，同學
會的活動將會更上一層。更值得關注的是，今屆注入五個新理事，他們是57年
輝社鄭國輝、61年善社李威漢、64年協社范更生、64年協社李曉篷、06年禧社
史天慧，老、中、青結合的班子，以保理事會後繼有人健康成長。要加油了，
年輕的理事們！

春茗例牌由“謎語王”鄭國輝主持猜謎，由戚嘉慧主持抽獎。今年抽獎有
新花樣:	由40年毓社已故葉兆光的千金Sandy Yip在每一枱選一座位，在這位的碟
子底貼上一個小標簽，此事除當事人外，無人知曉。宣佈抽獎後，人人翻碟底
看，誰的碟底有標簽，枱面的獎品就歸那幸福者，活動快得嚟時又勻巡，枱枱
都開心。

今年春茗發掘出一個金牌司儀，就是57年輝社的單瓊珠(單倫理老師大千金)	
。	 她告訴大家今年馬年的特別之處:	 首先，今年馬年是兩頭春，馬年是從2014
年1月31日至2015年2月18日，而2014年和2015年的立春都是2月4日，所以，今
年馬年有兩個立春;	 其次，是一生難逢的閏九月，本世紀只此一次，下次要到
2109年;	 第三，馬年的元宵節與西方的情人節同一日;	 	 第四，今年馬年共有384
天，比蛇年多了29天:	 第五，今年馬年有5個“神奇周五”:	 4月4日丶6月6日丶8
月8日丶10月10日丶12月12日。九月出生的今年可過兩次生日，“恨”死人嘞！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八十四期通訊

3



有一件事特別要提的是，今次午宴收支的賬目有7位校友因病或因事報了名
沒出席也未交費，同學會要為他們墊付，合計超過二百元。回顧總結一下以往
的工作，這種情況	 并非首次。每次的報名，不論報多到少或報少到多，都增加
工作上的麻煩和經濟上的損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銳社有一條不成文的約定:	
凡按人頭付費的聚餐活動，在規定的時間內報了名，不管你出不出席都必須交
錢。我們都認為合理并接受之。建議同學會考慮研究報名與收費方法的改進，
其實這也是理財的一項措施。

恭喜發財		理財有道
午宴後，春茗組織人員先把主塲的宴席撤去，一行行擺好椅子，一副專題

講座的塲面即時形成，由林修榮先生主講登塲。他的講題是“富人投資資金分
配"，演講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投資最重要第一步是如何去策劃資金分配	 (Asset Allocation)	 ，分配策略千
萬“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隻籃子裡	(Don’t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如
籃子跌下，全部雞蛋都會破裂。林先生引用美國一所私人會員機構	 Institute for 
Private Investors	(IPI)	的報告，揭示平均擁有2億美元以上身家富人們如何分配投
資不同項目與比率。他們主要投資組合部份大約1/3投在國外和國內股票(Stock)
市塲，1/4	投入債券(Bond)及儲備隨時可動用的現金，1/3投入比較高風險的私募
(Private Equity)、創業公司(Venture Capital)及對沖基金(Hedge Funds)。這個模式
在2012年俾富人們能達到11.7%回報率。

也許你會問:“我是一個小投資者，能否照著那些大富豪的資金分配方式去
投資？”林先生在此提供我們一條聰明理財的途徑。大富豪資本雄厚，他們可
以承擔昂貴的專業理財服務費，亦能承受高風險的投資。但今日我們可以很方
便在電腦上用Exchange Traded Fund (ETF/交易所買賣基金)去投資，ETF擁有股
票和共同基金(Mutual Fund)	合并的巨大指數基金(Index Fund)，我們可以調整比
率相符自己能承受投資風險的程度，選擇ETF的指數基金代碼	(Ticker)	去倣造大
富豪各自投資的項目，ETF	優點是成本低、投資資訊可即時顯露在電腦上。

春茗最後由吳宣倫主持結束禱告。他一再提醒大家好好感受林先生給大家
帶來	神的關愛，并以此聆聽	神的福音。強調一定要給自己機會去認識	神，從認
識到了解，進而信仰衪，把自己一生交給萬能的	主，求	主帶領我們走向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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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右圖)	曾是銀行家，理財
家，更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提
前退休，放棄高職高薪，專心做教
會的義工。他說他是	 神的僕人，他
要把他的後半生與更多的人分享基
督的愛，以	 主耶穌基督的名義去關
心、愛護需要幫助的人，藉此把	 神
的福音帶給未信者，助人解困、導
人向善、領人歸主。		



		 	 												

	 	 										匡社慶賀鑽石禧，同窗感恩唱詩篇！
	 	 	 											楊東權	1954年匡社

今年感恩節前後，香港培正同學會在同學日將會慶賀培正匡社畢業的鑽石大
禧，世界各地的培正同學會亦將會舉行同樣的慶典。年輕的學子高中畢業後
整整一甲子六十年，我們人生的大半路程都已渡過，中國舊有「人生七十古
來稀」之說，現在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男女同窗們，均已有臨近八十或超過的
年齡，這使我們不得不感謝神的長期保佑，讓我們能夠有聲有色地、在這苦
難但又甜美的世界上，健康地生活著。看到了各種形形色色的國家和社會的
動盪以及奇異現象，經歷了生離死別，也嚐到了醉心的愛情，並大都沐浴在
三代血脉相連的温韾親情裡，不斷地分享知己好友的真摯情誼。作為筆者的
我是在廣州東山小學畢業後直升廣州培正中學初中一，由於政局的變化而轉
入香港培正的初中二，跟著在香港培正初中畢業，升入高中愛班直至1954
年高中畢業，可算是清一色的受培正教育的培正人。特別對於香港培正中學
的擴建發展和匡社同學的活動，都略知一二或有親身經歷，有些難忘的事仍
然記憶如新，為了給大家一些美好真實的回憶，獻上此文作為今年鑽禧的慶
禮，並以感謝神賜予我們豐盛恩典而為衪廣傳福音，榮耀神的聖名！匡社的
社徽是本文標題左上角的双翼飛翔標幟，右上角社旗則是有社徽在上黄作底
色圍以藍邊的旗。翻開漢字大字典，匡社的「匡」字，是糾正，或幫助走正
道的意思，由於培正是基督教的學校，聖經是我們必修的課程之一。舊約詩
篇第一篇，是全部150篇詩篇的總題，指出為人的两條道路，是最終善人得福
與惡人滅亡的两種不同結局。對比培正學校的校訓–至善至正，指明120多
年前神創辦了培正，就是要導引我們走得福的道路。現按照詩篇第一篇的短
短六節經文「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
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便為有福！他要像一顆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
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粃
被風吹散。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
此。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來對照培正中學
對匡社學子的教導及培養，他們的表現和經歷，就會體現神創立的培正是一
間德、智、育的造就「至善至正」的教育基地，毫無爭議的理、工、醫科人
材的大搖籃，亦是一個源源不斷地供應科技精英的聚寶盆，也是一座常常頌
讚造物主的殿堂。	 	 	 														
		

遷進新建的現代化教學大樓，造就了一批年青的科技精英

由於內地學生大批湧入香港，香港培正中小學從五十年代起，擴建增加高中
部，在海外華僑基督徒捐助的教育基金基礎上，香港培正也發起募捐高潮，
各班級互相比賽誰是冠軍？因此新教育大樓很快就建成。匡社是1954年畢業
的級社，也是香港培正中學擴建遷入新建成現代化教育大樓的第一屆高中畢
業生。回憶第一天進入教學大樓時的情景，現仍然感到喜悅和興奮。下面幾
張當年黑白照片可為見證，左、中是在高樓頂部所照，照片雖不夠清晣，但
仍看出大家笑容滿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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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教學新大樓，設計建造在當時當地也算是現代化的，有美觀的螺旋形
樓梯，上下方便；有明亮寬廣的教室，供老師在黑板前講課示範實驗，和學
生在座寫作；有儀器齊全的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讓學生做各種實驗。上
面四張是物理實驗室我們在做光學測試和張啟滇化學老師在黑板前講課及做
大學二年級才教的元素定性分析實驗示範。匡社的學子中有很多人在先進的
美國，任職於國家物理實驗室，大公司的各實驗室成為科學家及高級工程
師，有些在大學裡任教授，是由此奠定了高質量科學的基礎。特別要提到的
是在五十年代初期，一大批由中國華東如上海市的年青學子考入了培正中
學，這批新鮮的血液增強了培正學生的素質。現舉两個例子：有美國哥倫比
亞博士銜的英文課老師卞老師，她有把優秀英文作文的文章貼堂的獎勵，往
常是班裡的老培正好學生王釧同學上榜，一天驚人地突然換上了來自上海的
李宗元同學；又如近代幾何是一門難學的課，每次考試都要考前專心準備，
我們有課後學習組專門復習較難習題，甚至有時要通宵達旦，我記得不屬我
們學習組而來自上海的吳家瑋同學，在考試前向我們請教幾題難題的解答，
考後得分卻列前矛。難怪吳家瑋同學畢業後來美國短短三年便獲物理學博
士，然後是成為首位華裔美國大學校長及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1954年高
中畢業後，有20多位匡社學生考入了台灣大學，台灣當地的學生認為他們都
是成績不好被照顧才能入台大的僑生，很瞧不起他們，但匡社學生都能取得
較好的成績，位列前矛。某次台大同學聚會上，匡社學生立即能流利的背出
周期表金屬元素置換次序鉀鈉鈣鎂鋁	、	錳鋅鉻鐵鎘.	.	.	，當時震驚全座，為培
正揚眉吐氣。當年亦有20多位匡社學子回國內參加統考，参加全國華僑港澳
生考場有八百餘人，最後錄取入大學的只有二百餘人，但匡社考生除一名可
能因家庭政治背景不被錄取外，全部上榜，說明培正學生無論在何地均為優
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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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多彩的文娛活動，音樂和話劇公開演出

培正匡社的學生並不是書呆子，課餘的文娛活動更是豐富多彩的。現舉出
两項公開的演出，可作有力的見證。當年由於鋼琴昂貴，平常很難普及，
匡社學子中多人課後學習吹奏口琴，學會把口琴改為半音口琴，作不同曲
調之用，平時多用雙口琴吹奏。口琴隊曾在香港廣播電台及麗的呼聲有綫
廣播現場演播，及在培正真光两校聯歡演出，見下两圖片：

																										聯歡演出																																											香港廣播電台的直播

提起培正紅藍劇社，更是轟動香港。紅藍劇社在陳翊諶、梅修偉、關存英
幾位老師的培育下，歷來有偉社、誠社、匡社、忠社的同學参如，曾經
演出法國莫里哀的喜劇一僕二主，俄國果戈里的欽差大臣及一些國內的名
劇，匡社有多位同學參加劇社，出任演員，佈景，服裝及效果等工作。特
別是為印製匡社高中畢業同學錄而籌款公演的話劇「萬世師表」，獲得香
港各界好評，影響深遠。下面两張相片是1954年時所攝：

																																																																								「萬世師表」演出後全體演員及	
													紅藍劇社全體成員合影																																			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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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場上顯身手，匡社健兒勇奪冠！

五十年代的中國人，在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不像如今各屆都能奪得金、
銀、铜牌的前三名。甚至參加奧委會入圍資格的選手亦甚少。香港體育界的
情况也差不多，但開始出現和國際運動員爭高下的苗頭，如當時的香島中學
學生朱明，跳遠成績超過七公尺，後來回國代表中國参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香港培正中學在香港體育界亦引人注目，例如，以匡社和忠社學生為主的中
華壘球隊，投手黄榮基、捕手吳悅才、一壘楊棟培、三壘黃振墀、游擊郭邇
光及蕭濟鵬等主力，皆為匡社同學，曾榮獲香港公開賽冠軍；忠社的鍾景輝
的一百公尺有11.0秒正的良好成績，僅次於喇沙英文書院的10.9秒居香港第
二；匡社黄振墀的110公尺高欄在香港亦經常奪冠，他的三級跳遠及跳高成績
亦不錯。值得一提的在匡社快畢業的那屆培正學生運動大會上，主要競爭對
手是匡社和忠社，忠社有Kings	 (鍾景輝綽号)	 為主力的四百公尺接力賽，他們
其他三位接力者短跑成績亦很強，匡社從整個戰略出發，集中力量於4X400公
尺接力賽，果然不失所望，大勝其他社隊並且打破大會記錄。以下幾張相片
是見證匡社健兒在運動場上顯出超越的成就：	

																																																														

				

											4X400公尺接力决賽衝線		 											四人接力運動員留影

											匡社全體男運動員合照	 	 	 				黄振墀跳高

	 	 	 	
															黄振墀跳高得獎照	 																香港壘球公開賽冠軍中華壘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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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社茶聚遍佈世界各地，特刋網站叙舊多年情長日久！

一百四十人的香港匡社畢業同學，後來定居在世界各地，海外約佔百分之
七十，以北美洲的美國及加拿大較多。因此叙舊的茶擋遍設各地，例如
在香港有以楊佐坤為主的陸羽居酒樓，加拿大多倫多有以羅啟威為主的紅
寶石酒家，美國南加州有以余煜培、謝作堅、梅慧根為主的各酒家茶座等
每月都有固定時間的茶聚。其他在加拿大温哥華則以郭少潔夫婦為主的聚
會，美國北加州則以灣區的梁錦琪夫婦、常廣原夫婦、李宗愷夫婦、陳慧
珍夫婦、何榮新夫婦等經常聚會，由於忠社薛友梅是何榮新的夫人，因此
經常和忠社聯合聚會。匡社從初中畢業起，經常出版通訊及特刊，例如初
中畢業特刋、高中畢業特刋、匡社通訊、畢業二十五周年及畢業四十五
周年特刋。其中匡社畢業四十五周年特刋是有史以來培正各級社特刋中第
一本有超過400頁的彩色圖文並茂的巨冊。當然畢業後相繼有香港匡社廿
五周年聚會，四十周年加拿大多倫多聚會，四十五周年美國拉斯維加斯聚
會，五十周年加拿大溫可華聚會。現在正在籌備今年的鑽石六十周年聚
會，去年八月以匡社美國同學為主在美國Reno開會决定，陳慧珍同學主持
會議，今年匡社以回歸香港培正母校參加十一月廿二日的培正同學日聚會
慶賀鑽禧，會前十一月十三日至廿日是台灣環島遊，會後是三天惠州遊及
慶典，原計劃再加香港至星加坡豪華輪遊因船期難定而取消，目前尚待安
排豪華輪遊。除了平常的茶聚外，匡社為加強平常快速聯繫，設立了培正
匡社網站上網聯絡，在出版四十五周年的基礎上，向忠社網頁高手Q Fong
請教，十五年前梁錦琪成為匡社網站的主持人，直到前年他病逝之後，由
居住在日本的周威雄同學接手主持網站。我們特別懷念梁錦琪同學，他和
夫人施鳴玉女士熱愛培正，大力支持培正同學會和匡社的一切活動，梁錦
琪是乒乓球高手，曾奪得獎杯不少，施鳴玉女士在丈夫去世後仍極力支持
培正同學活動，特捐贈巨款為三藩市培正同學會開展一項乒乓球運動項
目。下兩圖左為匡社2013年八月Reno會議籌備今年讚石慶活動，右邊為
2013年八月三藩市培正同學會舉辦的乒乓球日，匡社同學大力埲場：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八十四期通訊

9



懷念已逝的匡社同窗好友，更深深感謝神的賜福並賜壽給我們！

匡社畢業已一甲子，我們都已接近或超過八十歲了，有些同學已經四代同
堂，大部分亦三代同堂。據我知道最近的統計，在香港培正匡社的160多
位同學中，到如今已知有35人離世而去，現有的123人中，居住在美國有
53人，加拿大30人，香港32人，澳洲4人，中國大陸3人，德國及日本各
1人。從上統計看出神對我們的造就、培養、賜福、添壽的恩典特別多。
首先，我們在求學及就業上都有成就，對社會及世界都有所貢獻，榮神益
人；其次，神讓我們大多安居在世界上較安定及較富裕的地方，生活豐盛
而且兒孫滿堂；再其次，香港匡社同學近百分之八十都是八十歲長壽之
輩，身心也健康，今年能夠有雄心參加鑽石慶典，由海外遙遠的地方回歸
香港，並能到處旅游歡聚一堂。在此永不忘記神的慈愛和恩惠之際，在匡
社眾多的科技人材中，更可喜的是蒙神的召喚，匡社亦有三位同學擔任神
職、担任牧師，他們獻身事奉基督的心值得我們敬仰，他們是已故世的神
學院院長張子華牧師，曾任華福總幹事的陳喜謙牧師，以及仍在加拿大的
鄺國輝牧師，他們在香港、加拿大、及美國牧會並走遍全世界廣傳福音，
拯救眾多曾經失落了的靈魂。同學們，天國近了，只有耶穌基督十字架的
寶血救贖，才是我們感恩該走的路，讓我們手拉著手，唱著讚美神的詩
歌，走盡人生最後的道路吧。舊約詩篇第二十五篇第4至第7節告訴我們，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教訓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
導我，教訓我，因為你是救我的神，我終日等候你。求你記念你的憐憫和
慈愛，因為這是亙古以來常有的。求你不要記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過
犯。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愛紀念我。」這是我們切望祈
求的，求主成全。最後附上一張十多年前在美國加州灣區所攝的「匡社萬
歲」的照片來結束此文，並對站在最右邊已逝在天的梁錦琪同學，表示深
情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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