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中山政協.烈士孫昌及其後裔》一文中，可以看到：孫滿“他身體建
碩，質直豪爽，音量豪獷。他一貫重視曾祖達成公以來的孫氏家族譜記，珍藏各
種版本族譜、家譜，對遠祖來香山縣的源流作過一番研究。對社會上傳說其祖先
源衍于東莞，或是紫金，是否客家人等問題，亦悉心研究，且將資料對比分析，
堅持已見。他還協助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研究人員及廣州中山大學研究人員
座談商計孫氏祖籍問題，發表談話（已錄音），並提供祖存資料，述其祖上源流
來自東莞，並否定是客家人。他已親自整理資料，並委託侄兒必勝編輯出版《翠
亨孫氏達成祖家譜》。1992年６月５日，他以86歲的高齡，偕同84歲的胞弟孫
乾返回故里，托鄉親把新遷葬的陳粹芬及蘇仲英骨塔分別建墳於翠亨村，祭掃一
番。於次日驅車到東莞市訪問遠祖孫姓人氏進行座談。還往廣州市培正中學母
校、西村士敏土廠訪問，然後返回住居地美國。”

孫乾（1908－1999)、廣州培正中學1927年會仁社學長，又名治乾，字良，
號貴就，孫中山之侄孫。自幼隨祖父孫眉在澳門生活。祖父孫眉、父母亦相繼離
開人世後，10歲的孫乾就隨孫中山、宋慶齡生活，就讀於廣州培正小學。

培正學長黃汝光在回憶“培正年代”時寫道：“讀培正小學有很多趣事，一
次我和孫乾在竹棚課室下面打波仔，被校長四叔黃啓明看見，嚇得我們立即藏匿
起來，但給認出來，因為犯了校規，本應受罰托槍可是被罰坐校長室外至下課為
止。	

“培正的銀樂隊是非常威風的，每次培正、培道的聚會例必先由樂隊奏樂，
而1925至27年間，廣州學生經常有巡遊，凡是巡遊，亦必由銀樂隊帶領先行。我
們在遊行完畢返抵東山培道校門經過時，必奏得特別起勁，籍以吸引培道學生出
來觀看。”因為當時培正是男校，培道是女校。黃汝光記得清楚，當時銀樂隊的
隊友就有孫乾同學。

1924年，中華民國第三屆全運會在武昌舉行，培正中學排球隊參加比賽，摘
取桂冠。一支中學校隊競取得全國排球之冕，在我國排球史上是首次，這其中自
然少不了主攻手孫乾的功勞。之後，	孫乾被選入國家排隊球，	代表我國出席1927

紅藍五虎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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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學長黃聯安的回憶說，在
20世紀20年代，孫乾是一位活躍於中
國球壇上的風雲人物。1923年至1927
年，孫乾在培正中學度過他的中學時
代。當時的培正中學排球隊正稱雄廣
州，1.85米身高的孫乾既魁梧碩健又
球藝高超，跳得高、揮臂快、扣得
重、吊得巧，是球隊的主力隊員。起
初，他被安排打後排，每次出戰，他
飛身撲救險球時魚躍的雄姿往往使對
方的扣球手為之嘆服。後來，他擔任
主攻手，扣球落點刁鑽，其威力就像
落地開花的炮彈，使對方無法招架。
因而，隊友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炮
仔”（粵語，即“小炮”的意思），
傳媒讚譽他為“孫拳”。

年在上海舉行的第八屆遠東運動會，不願當“東亞病夫”的他與隊友努力拼搏，
結果中國隊戰勝日本隊和菲律賓隊，奪得冠軍。為祖國爭了光，孫乾內心十分高
興。身為排球國手的他不但球技精湛，球風也一流。他對教練十分尊重，他和他
中學時代的教練林超雲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孫乾始終堅持打文明球，以技術制勝
對方。1927年秋，孫乾考入上海滬江大學政治系。原屬培正中學的梁國權、陸鐘
恩等籃球好手都在該校籃球隊，新來甫到的孫乾即加盟校隊，一時高手雲集的滬
江大學籃球隊縱橫上海籃壇，戰果赫赫。

孫乾不僅擅長排球，在球類運動中，他是個多面手，無論籃球、足球、網
球，都有一定造詣。而當時的培正中學，在這幾個球類項目的戰績至少在廣州範
圍裏是有口皆碑的。中山政協編輯的《中山文史》登載過署名餘航的文章《昨日
的球星孫乾》還提到：“孫乾不僅是一個出眾的排壇健兒，還是一個好騎手，同
時也是一個業餘的話劇演員。記得一出以1925年孫中山在北平逝世這樁震驚中外
的大事為題材的話劇在培正中學演出時，孫乾扮演了孫中山先生這個角色，演得
惟妙惟肖。”

次年，孫乾東渡日本入士官學校攻讀工兵科，畢業後應邀擔任廣州燕塘軍校
教官。1931年唐紹儀任中山縣長時，曾聘其為縣一區公安分局長，不久，奉召到
南京任參謀部上校參謀，後被派往義大利陸軍大學深造，歸國後出任中央陸軍大
學工兵教官。抗日戰爭爆發後，時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因賞識孫乾的軍
事才能，請調其任長官部高級參謀，繼又調任十二集團軍通信兵團少將團長、一
八七師少將副師長。抗戰期間，他率師轉戰粵北、湘贛，參與了數十個戰役。

抗戰後期，日軍為溝通中國南北鐵路交通線，接連發動了打通平漢線、湘
桂線和粵漢線南段的戰役，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駐湘、粵、桂的日軍各一
部，夾攻粵北，其中一路主力攻陷英德、曲江。當時，第七戰區所屬六十五軍在
三南一帶與之對壘，孫乾奉命率部駐信豐縣小紅河一帶死守陣地，掩護該戰區所
屬部隊及當時的廣東省府直屬單位往江西尋塢轉移。由於小紅河地勢較差，當日
軍主力集中火力向孫乾部的陣地進攻時，無險可憑，但孫部官兵浴血奮戰，決不
退讓，形成拉鋸狀態，敵我雙方均傷亡慘重。孫乾督戰於前線，臨危不懼，指揮
若定，使官兵勇氣倍增，同仇敵愾，抵擋了日軍的淩厲攻勢。終於完成了掩護任
務。隨後，孫部奉命回調補充整訓。為表彰孫乾在民族戰爭中的出色表現，國民
政府曾頒給他忠勤勳章一枚，獎狀一張。

抗戰勝利後，孫乾曾赴上海拜見叔婆宋慶齡。之後，辭去軍職，於1946年底
出任中山縣長。任內較關心地方建設。他認為石岐作為縣治所在地，缺少醫院設
置，便提出在安欄路南端原岐江醫院舊址重新修建平民醫院，並以其個人名義向
本縣的紳商和僑商發募捐函冊，呼籲捐資，得殷商的踴躍響應，醫院終於建成，
方便了市民就診。煙墩山上的中山紀念亭、竹秀園山崗的兒童新村等，也是在孫
乾任內建成的。孫乾為人豁達，思想較開明，在任中山縣長時，輕車簡從，對參
議會、商會、工會等社團及社會賢達鄭彼岸、鄭道實等頗尊重，也甚重視社情輿
論。他賞識有學問、思想開明的下屬，對進步人士、民政科科長蘇翰彥（中國民
主同盟盟員）十分信任。蘇向孫乾推薦了趙約文（中共黨員）出任縣府建設科
長，對解放前夕中山民主愛國力量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間接的幫助。

隨著國民黨退守臺灣，孫乾先赴臺灣，	後長期旅居美國。人老思故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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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後，孫乾數度回家鄉觀光，看到家鄉的變化，以及地方政府把孫家的祖屋、
祖墳保護完好，甚感欣慰。他還始終惦記著祖國的統一大業，認為：“搞‘台
獨’不得人心，是炎黃子孫都不會答應的！”孫乾於1999年病逝，享年92歲。

孫治平(1913－2005)，中華民國的創建者孫中山先生的嫡長孫，孫科的長
子，母親是陳淑英。孫治平與弟弟孫治強都是其父孫科和母親陳淑英留學美國加
州大學期間出生的。孫治平1913年11月16日出生，他出生時，時任臨時大總統
的祖父孫中山，希望自己親自創建的新生共和國——中華民國國泰民安，天下太
平，就給自己的這位長孫取名“治平”。1915年1月27日，孫中山的第二個孫子在
美國出世後，孫中山先生為他的第二個孫子取名為“治強”，顯然是他感到治國
須先求平安，再求國家強盛，國家強盛了，方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天下無敵，
不受欺淩。　　

孫治平、孫治強自幼備受世人的關注，他倆雖然沒有經歷過其父那樣艱辛的
童年，但卻和其父一樣，飽受中西文化薰陶，學識都很豐富。孫治平童年時返回
廣州。1925年，在北京為孫中山守靈。1929年，參加孫中山奉安大典。曾在北京
吳稚暉創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繼而在廣州培正學校讀小學，在嶺南大學附中
讀初中，在廣州培正學校讀高中，後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三年，1937年赴美國
加州大學完成大學學業，繼而轉入紐約大學攻讀，獲政治經濟學碩士學位。

2004年4月，孫治平在香港接受採訪時，曾對當政的陳水扁和民進黨“去中國化”
表示極大的不滿與憤慨。他介紹說，1998年，陳水扁在競選臺北市長時，其競選
陣營曾搞過“國父也稱讚阿扁做得不錯”的宣傳活動。那夥人在一家工廠的外牆
上畫了一幅漫畫，意思是孫中山“稱讚”陳水扁競選一事，還說什麼這是“新新
人類的幽默”。孫治平說，這嚴重地玷污了孫中山先生的形象。2000年陳水扁登
上臺灣“總統”寶座後，更是大搞“去中國化”。孫治平說：“陳水扁主張‘台
獨’，不承認‘中華民國’，也不承認孫中山，還企圖以孫中山騙選票。這是騙
人的行為，我不排除對他採取法律行動。”孫治平先生一生貫徹其祖父孫中山先
生的思想，尤其是近年來致力加強兩岸三地的文化、思想及學術交流，推動兩岸
和平統一。孫治平因病於2005年4月6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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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蔣介石敗逃臺灣後，孫治平
與弟弟孫治強隨父親孫科離開大陸，其後
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孫治平才陪同父
親一起返台。在台期間，曾任國民黨中央
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臺灣電視公
司副董事長，聯合發展企業公司董事長等
職。	

孫治平自1949年離開大陸後，時刻想
著祖父孫中山在南京陵墓，一心想在自己
的有生之年回到南京祭拜祖父，以了卻自
己半個世紀以來的心願。2001年11月，在
離開祖國大陸52年後，孫治平攜兒孫返回
南京祭祖及回到家鄉中山訪問。

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兒媳陳淑英及			
其子女治平、治強、穗英、穗華

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李金強博士《孫治平先生訪問初記》一文中，有以下
記載：
“孫治平先生（1913-2005年）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嫡長孫。其父孫科（1891-
1973年）早年跟隨國父奔走革命，歷任黨、政要職，官至廣州市長、行政、立
法、考試三院院長、國民政府副主席。治平先生于1949年後南下香港，以商賈謀
生。至1965年，隨父返回臺北定居，然經常來往台、港兩地。2003年6月8日在香
港歷史博物館安排下，筆者得與治平先生會面，並於北角海逸酒店進行兩次口述
歷史，訪談其生平，並及國父一家活動的親聞目睹。時治平先生已達90歲高齡，
然憶述往事，娓娓動聽，言談間流露自然謙沖的平實性格。至2005年4月6日竟然
離世，殊足令人感念。去世前曾以國父長孫而獲任臺灣總統府資政，並為香港即
將成立孫中山紀念館的顧問。本文即為治平先生兩次口述歷史中有關其個人生平
部分，現整理縷述如次，以茲紀念：	
李：請介紹您自己。	
孫：我12歲的時候，祖父孫中山過世。大約3、4歲的時候，跟他相處了一段短時
間，因年幼不大懂事，只知道稱呼他為‘阿公’。我們兩兄弟均在美國出生。我
於民國2年（1913年）11月出生。先父當時在加州大學讀書，畢業後轉往紐約哥倫
比亞大學繼續升學深造，並於美國跟我母親（陳淑英）結婚。我的母親是檀香山
華僑，於檀香山長大，二人於檀香山認識。我出生後一年半，民國3年（1914年）
初我弟弟也出生，均生於柏克萊市的醫院。當時同由一位美國女醫生接生，其丈
夫也是醫生，日後去柏克萊讀書，兩人曾請我們兄弟飲茶，只有他們知道我們二
人的底細。而我父親往紐約深造之際，母親帶同我們兄弟二人返檀香山娘家，當
時大約2、3歲。	
民國成立後，母親帶我們返國，父親已先回去，大約是3歲，坐船返國。起初，居
住在澳門，與祖母盧太夫人一家同住。跟堂兄（孫眉之子孫昌）兩房同居一古老
大屋，後搬去一兩層的澳門式洋房，即現今國父紀念館所在地。大約1928年澳門
火藥庫發生爆炸，當時葡萄牙人的兵房位於洋房對面，兵房後山即為火藥庫。爆
炸過後，發現通往二樓的樓梯嚴重移位離開了牆，上落非常危險，遭到結構性損
毀，被迫拆除，重建成今天的國父紀念館，紀念館前皆空地，現在成為馬路。	
我小時候曾入讀書塾，搬到澳門後入讀小學，名稱記不起。直到父親當廣州市長
之際，我們一家遷往廣州東山，我亦轉往培正小學就讀，當時兩個堂兄孫滿、孫
乾則在培正中學讀初中，我們兄弟二人讀小學。他們二人寄宿，我們兄弟則住在
家裏，有專人接送上學、放學。在澳門居住期間，祖母盧太夫人逢星期日必帶同
我們二人前往白馬巷浸信教會上主日學，初期聽到莫名奇妙，不太明白，至廣州
讀書，開始有認識。”

孫治強，曾留學加州大學。20世紀60年代中期隨父親孫科返台後，有些懷才
不遇，僅擔任“中央信託局”及臺北故宮博物院顧問。	

孫治平、孫治強兄弟晚景迥異。上海《新民晚報》以《孫中山之孫要在紀
念館前設攤》為題，披露了孫治強“因經濟困難上書李登輝請求改善待遇”的窘
況。澳門《新華澳門》又報導了孫治平兄弟的不同際遇。報導說，孫治平現雲遊
海外，他在臺灣任職時，月薪20萬元新臺幣，在理財方面較靈活，多年前已擁有
價值上億元的股票，生活過得比較寬裕瀟灑。相反，孫治強先生與其兄相差一大
截，晚景淒涼。	 孫治強返台後，懷才不遇，	 得不到重用，	 每月支得顧問費僅近	
10萬元新臺幣。孫治強第一次婚姻，生女兒孫嘉霖、孫嘉瑜，現均旅居美國。孫
治強離婚後，	與林倫可結婚，	連得兩子孫國元、	孫國升。因林倫可陪兩個兒子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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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讀大學，孫治強獨居臺灣。孫治強不僅收入有限，再加年老多病，又要供兒子
讀書，經濟十分拮据。為了方便治病，孫治強只好在臺北榮民總醫院附近租屋居
住。

老大必勝現在定居中國大陸，數年前在翠亨村買了新房子；老二必興長期定
居美國，住北加州聖馬刁；老三必達住香港，老四必成住波士頓，老五必立在澳
門酒店業工作。五兄弟各生了兩個孩子，十個孩子中正好是五男五女。大陸在紀
念孫中山一百四十周年的時候，五兄弟曾受邀請並得以在中國聚會，孫中山後人
孫國雄、孫必成、孫必勝、孫必興、孫必達、孫必立等人統一穿著筆挺的深藍色
中山裝亮相，成為現場的一大亮點。

孫必勝（香港培正中學忠社同學），從小由孫中山的伴侶陳粹芬帶大，兒時
在孫科及宋慶齡身邊生活過。他雖然沒有見過孫中山，卻是聽著孫中山故事長大
的。孫必勝出生在義大利，在廣州培正小學讀過書，然後又到香港培正讀中學，
再到美國讀大學，生活在美國，退休前是建築工程師。帶著對祖籍國的熱愛，孫
必勝退休後回到了家鄉，在中山市置業定居。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曾有一電視劇集，內容敘及孫中山先生一些事蹟，由		
忠社鍾景輝同學監製，	當年孫必勝客串飾演孫中山，	又一位忠社同學鄺修麟飾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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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治強先生在古稀
之年，即1992年、1993
年兩次回大陸，受到黨和
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會見，
還遊覽了北京、上海、武
漢、廣州等地方，並回翠
亨村瞻仰過祖父的故居。	
2001年夏天，孫治強不顧
年邁體弱，抱病赴美參加
小兒子孫國升大學畢業典
禮，因心臟病突發在洛杉
磯辭世。享年87歲。

1996年11月，孫治平夫婦（前排左）和
孫治强夫婦（前排右）在香港

除了孫必達，學長黃聯安的回憶
錄沒有提及的孫中山的另幾位侄曾孫、
即孫乾的大公子孫必勝（忠社）、	二公
子孫必興（輝社）、四公子孫必成（正
社）、五公子孫必立（恆社），和三公
子孫必達一樣，也都是香港培正學生。
孫必勝兄弟5人分別在不同地方出世，
名字都是孫科所取。“由於出生於抗戰
時期，我得名必勝，寄望抗戰必勝。”
孫必勝說起自己的名字由來，頗為自
豪。他說，他們兄弟五人的名字“必
勝”、“必興”、“必達”、“必成”
、“必立”都與國家命運相聯，寄託著
對國家的美好祝福。

兄弟5人:	必立	必興	必勝	必達	必成

孫中山的兄長孫眉，兩人皆演得活靈活現，這個劇集亦可以說是培正忠社同學的
天下了。

近年來，孫必勝擔任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和中山海外聯誼會的名譽會長，又
兼中山市華僑華人文化學會及孫中山基金會的顧問。孫必勝正在寫一本有關曾祖
父孫眉的人物傳記。傳記從曾祖父1871年出國赴檀香山做工寫起，幼年家境貧苦
的曾祖父當年到檀香山茂宜島墾荒，經營農牧業兼營商業，數年之後成為當地首
富，被稱為“茂宜島王”。

發達後的孫眉將12歲的小弟孫文(孫中山)接到檀香山，並資助孫中山讀書。
孫中山後來宣導革命大業，也得到了孫眉物質、精神的支持和鼓勵，對他的革命
生涯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孫必勝說，曾祖父後又參加革命，奔走湛江香港兩
地，進行反清活動。

孫必勝說，這本書目前接近收尾，將辛亥革命百年時出版，作為獻給辛亥革
命100周年的禮物。

二弟孫必興，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香港培正中學（1957年輝社）的同
學。孫必興在香港培正中學校友錄中自我介紹，一九五七年入美國紐約高潔大
學，本想承家人願望進修醫學預科，但結果轉行讀工科預科，三年後轉入哥倫比
亞大學，畢業電機工程系。孫必興住在三藩市灣區中半島聖馬刁市一山頂服務式
的公寓。他身高六呎一吋，身體健朗愛運動。孫必興的太太吳冰明是護士，所以
家中窗明几淨，一塵不染。

孫必興的事業在矽谷。他從電子自動化設計(EDA)入門，主要工作是開發軟
件輔助電路系統設計、分析及驗證。“早期灣區矽谷正開始發展電腦和半導體技
術，在當時EDA研發方面，我亦算做了一點先鋒的工作”，當年雖然本地華人很
少，但是對孫必興來說卻是事業的契機。必興的人生最初十八年在中國，中文很
好。在培正讀書時，與太太吳冰明在香港認識。必興到美之後，兩岸傳書，三年
後，二人在美團聚。太太讀護士專業，一九六三年成婚。有兩個孩子。大兒子偉
國四十五歲，在CISCO工作；女兒少英，在保險公司任職，有四個孩子。由於孩
子們都住在灣區，必興很高興地說，子女和他的往來走動很容易。必興在十三年
前起，開始從工程師轉型擔任市場銷售工作，被派駐香港，負責亞太區的業務。
所以也有很多機會去臺灣和大陸。二○○二年退休。退休生活很寫意，每年都出
去旅遊，也常去中山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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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孫中山先生的曾侄孫，72
歲的孫必勝在亞運火炬傳遞中山站中
擔任了最後一棒火炬手(圖右)。孫必
勝說“要我壓軸是對我的尊重，我要
跑150米左右，這點距離不算什麼，
周圍的人們一定會給我以支持！”“
能在家鄉代表孫中山先生的後人傳遞
亞運聖火，是我的驕傲和一生的榮
幸，我會輕輕鬆鬆地跑好這一棒！”



孫必興回憶起父親孫乾時說，爸爸是個軍人，在義大利讀軍校。父母生了
他們五兄弟，而五兄弟的出生地點各不同，因為隨著父母的遷徙，大哥必勝義大
利出生，必興出生在馬來西亞宜保(Ipoh)，必達出生在香港，必成出生在大陸，必
立出生在澳門。必興記得，曾經也有個妹妹出生在廣東，但是兩歲時夭折。而目
前，五兄弟也定居在世界各處。

學長黃聯安回憶錄提到的在四十年代就讀廣州培正附小的孫必達，是孫中
山的侄曾孫，即孫乾的三公子。在香港培正光社（1959）的學長名單中，有孫必
達，相信他也曾在香港培正讀書。

孫必達時常聽父親孫乾說起，那時中山先生在廣州的大元帥府內，每天都很
忙，很多時候都忙著接見客人談事情，家裏經常有客人排著隊等著見他。不會客
時，中山先生就忙著寫文章，幾乎沒什麼私人時間。

對家人來說，中山先生雖然很慈愛，但同時又很嚴肅。他平時話不多，經常
沉默寡言，吃完了飯就去工作。中山先生做事非常專注，一絲不苟，吃飯很快，
往往是在飯桌上匆匆吃上幾口飯，便回到書房內潛心寫作，不是草擬建國藍圖，
就是規劃興國大計。

中山先生的這些故事，孫必達和家人百聽不厭，“因為我總在想，中山先生
為什麼能被後世稱為偉人，這與他為國事操勞而忘我的情操有關，這種精神時刻
激勵著我們不斷奮鬥。”

最近，有記者採訪了孫必達先生。站在記者眼前的孫必達西裝革履，黑髮鋥
亮，還真難以相信面前是一位年過七十的古稀老人。當記者表明自己是《廣州日
報》記者時，孫先生馬上用一口流利的粵語打開了話匣：

“我對廣州很熟悉，先後在廣州讀書生活近10年。我小時候在廣州培正小
學讀書，到二年級才回到了出生地香港。我在1979年曾回廣州一次，住在東方
賓館。曾經回到闊別30年的母校去看看，發現一切依舊，沒有變化，感到很親
切。”

“我現在還很懷念小時候在廣州玩的遊戲，如推鐵圈，放風箏。我還記得
當時放風箏（粵語叫界紙鳶）為了將對方的風箏弄下來，就要用很多碎玻璃來蠟
線。”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七十八期通訊

16

談起廣州，孫必達滔滔不絕，興致
盎然。他畢業於美國的康乃爾大學，學
的是酒店管理，因此他在相當一段時間
裏曾從事酒店管理工作。他還透露說，
他曾在廣州做過生意，做的是圖書進出
口生意，辦公室在“63層”（廣東國際
大酒店）。廣州的話題顯然讓孫先生欲
罷不能，他還透露說，他的伯父孫滿和
他的爸爸孫乾都曾在廣州的培正小學讀
過書，是孫中山先生送他們去的。他的
爸爸曾在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住過。 孫必達、孫必勝、孫必興三兄弟

四弟孫必成，是培正正社同學。1960年畢業後赴美留學，先後在普渡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分別取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必成在紐約市居
住了三十多年，曾在美國國防部軍用直升機研究部門工作，之後跟岳父經營餐
館，十年後轉營車隊管理	(Fleet	Management)	業務。1999年退休後遷居波士頓住
近兒女，聚享天倫之樂。大兒子偉明，在IBM工作，女兒凱玲是眼科醫生專家，
現任哈佛大學教授。必成有男女孫兒各一，還有一對男外孫。

父親孫乾曾對必成說:	 當初在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住的時期，一天培正校長
李錦綸到訪大元帥府謁見孫中山，得悉他和哥哥孫滿準備入嶺南小學就讀，經李
校長當面親身推薦，結果兩兄弟一同轉讀廣州培正。

五弟孫必立，是培正1967年恆社同學。畢業國立台灣大學後，繼續赴美入讀
康乃爾大學，主修酒店管理。自1975開始，孫必立在酒店行業服務垂36年，在這
段期間，他曾在美國和中國大陸的大小規模酒店擔任過重要財務管理及總經理職
務。孫必立定居美國南加省，他兩位千金分別在藥劑和顧問公司就業。

下一代還有孫必勝的兩個小孩曾經讀過香港培正。1979年必勝一家移居美國
時，大兒子偉倫和女兒慧珍，分別讀完四年級和幼稚園。在過去六十多年，培正
已成了孫乾一家三代接受培育的學府。

據記載，跟培正有生死淵源的還有一位孫中山的後人——戴永豐（1923
～1952），孫中山的外孫，戴恩賽與孫中山的次女孫婉之子。

1923年，孫婉生一子。這年陳炯明叛變革命，孫中山先生廣州蒙難，於永豐
艦上指揮抗擊叛軍。為了紀念這件事，教育後一代，孫中山先生給這外孫取名“
永豐”。	

1929年2月，戴恩賽被任命為國民政府駐巴西全權公使。孫婉隨丈夫前往巴
西。將兩個孩子戴成功、戴永豐托給定居澳門的母親盧慕貞撫養。1949年10月，
廣州解放前夕，戴恩賽、孫婉、戴成功移居澳門。戴永豐沒有隨父母、姐姐到澳
門，卻仍然留在廣州，後進入嶺南大學攻讀畜牧，獲碩士學位，1952年畢業後留
校攻讀研究生，從事畜牧免疫學的研究。

1952年初“五反”運動開始，戴永豐積極報名參加，因政治上一貫表現較
好，要求進步，獲得學校和系裏的批准，被分配到廣州市東山區“五反”工作
隊，住在培正中學內。入隊後第四天，因患肺結核病發，在母親孫婉曾經就讀的
培正學校咯血窒息而去世，葬于嶺南大學墳場（現廣州中山大學西區墳場）。

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慎終追遠，回顧孫中山先生和培正學校的
關係，追尋曾在培正讀書、工作的中山後人足跡，以此緬懷孫中山先生，充實培
正史冊，很有意義。畢竟歷史悠久，對於孫中山先生及後人在培正學習、工作、
生活的資料掌握有限，恐怕還有一些人和事錯漏，謹此希望各位學長和知情者補
充。

			（本文得到了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孫必興會長的評閱、補充及改編，使文章內
容更為完整、準確。在此，表示我衷心的感謝。										——朱素蘭）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七十八期通訊

17



加省首府培正同學會聚餐小記	     戚嘉慧							(77傑社)

加省首府培正同學會每年都有春茗和夏日旅遊。今年春茗是在4月22
日在二埠沙加緬度麗寶樓舉行，當天宴開五席，氣氛親切又熱鬧。

我和理事之一的田鈞祥學長很早就從東灣出發，可是途中有交通意
外，我們堵在公路上大半小時，情急之下，我們打了個電話留言給胡婉霞
副會長，請他們不用久等，只要留菜給我們便好了	 (一笑)	。皇天不負有心
人，好不容易過了意外現場，交通便暢順起來，我們到達餐館時剛好五點
鐘，沒有耽誤時間，只是看見各位學長早已就坐，真有點不好意思。

宴後有抽獎，很多學長都滿載而歸。當然重要項目就是培正人的大合
照，因為有幾部相機，	我們共合照了八張，笑完又笑，好不開心。我還跟
胡副會長溝通好，因為三藩市培正同學在7日28日有夏季郊遊，所以胡副
會長便挑選了7月21日為二埠同學會的郊遊日。	資料如下:

Date:   July 21, 2012 (Saturday)
Time:  11:30 am to 2:00 pm
            Lunch starts at noon
Place:  Garcia Bend Park
             7654 Pocket Road,
             Sacramento,  CA 95831
             Area:  GA4  (Gazebo)
Reservations please call:
     Gan Hop Lo   (916)424-8832 												
					Helen Wong   (916)213-6299  (c)
Reservation deadline: 
     July 18, 2012 (Wed)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FPCAA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0083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_		社名:	______		

									地址更改: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費(2012) $15		:	$	________						通訊捐助											: $ ________
									獎學金捐助							:  $ ________						永久會員 $150  : $ ________

									合共	 : $ 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SFP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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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二年夏季野餐		

日期:	 七月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十時半至下午五時
地點:	 	Sycamore & Owl Picnic Sites, 

 Blackberry Farm, 21979 San Fernando Avenue, Cupertino, CA
餐費:	 每人十元，小童(6	-	12歲)	五元，入場時付費。

七月二十五日前，請與各級社代表聯絡或直接向三位會長報名:

戚嘉慧	 (510) 701-6368 (C)        gugu823@prodigy.net
	 勞錦儀	 (510) 206-3709 (C)        kamyee912@aol.com 
	 蘇學勤	 (408) 391-4876 (C)        stanleyhso@yahoo.com

Driving Directions: http://www.cupertino.org/index.aspx?page=821

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友誼賽 II
Date/Time:  August 4, 2012 (Saturday) / 2:00--6:00PM
Venue:         Peninsula Table Tennis Club   
                    Ste 100, 1299 Bayshore Hwy     
                    Burlingame, CA 94010            (650) 347-3280     
Map:       http://www.yelp.com/map/peninsula-table-tennis-club-burlingame
Eligibility:   Open to SF Pui Ching Alumni and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Players of all levels are welcome. 
Rules:       Singles:  Round Robin in groups of 4 or more. Double elimination of RR
                      winners to determine winner and runner up
       Doubles: Teams formed by Random Draw.  All teams play RR against
                      each other to determine the winning team
       All games are 21 points, best of 2 out of 3.
       At least one table will be reserved for recreation and practice
Entry Deadline:   July 28, 2012.
                             Cost of the entry will be FREE if pre-registered. 
  Late entries and drop-ins accepted but may not make the draw.
  Please register by sending e-mail to: "Ding Lum" bttcld@gmail.com
  Include each player’s name, alumni class year if applicable, contact  
  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Coaching:  Early registrants are eligible to receive a FREE lesson from Coach Julie Au 
	 				or	another	Club	coach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Space	is	limited.
Prize:									Trophies	will	be	awarded	to	the	1st	and	2nd	place	finishers	of	singles	and	the
     winning doubles team
Email Contact: "Ding Lum" bttcld@gmail.com OR "K.M. Ong" ongkm55@gmail.com

同學會獎學金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歡迎各校友子弟申請，資格限於
今年	 (2012)	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欲申請，請與陳淑賢理事 415-
681-7309 (H), 415-939-4363 (C) 聯絡。填好	的申請表格及所有文件，請在9月1日前
寄達同學會信箱: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0083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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