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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日已在九月二十七日南灣區Cupertino市的王朝
餐館成功地完成了。午宴的重點是六社同慶祝畢業
週年。即四四年昭社的金鑽禧，四九年熹社和堅社

的藍星禧，五四年匡社的鑽禧，五九年光社的翡翠禧，六四年
協社的金禧，和六九年昇社的藍寶石禧。火爆場面雖稍遜於
三年前的一條龍十社同慶祝―從金鑽禧至離校二十年的瓷
器禧，但溫馨的情懷，歡愉喜悅的氣氛絕不減退。且環節緊
湊，高潮迭起，主要原因是得力於輝社的金牌司儀單瓊珠。
她雍容華貴，神態閒雅，口吐珠璣，聲韻鏗鏘，節拍悠緩，莊
諧兼備。將節目程序駕駛掌握得恰到好處，絕無冷場。司儀
是大會靈魂，此話誠不虛也。

節目開始是由低音歌王忠社劉粵琛領唱校歌，有此深厚
沉實的男聲作主線，就算混了些｢男無音｣｢女蚊喉｣，校歌也
顯得娓娓動聽。周榮超會長致詞更是意味深長。主題有三：

（一）褒揚已屆九十三高齡的鵬社李兆康學長，雖不能躬臨盛
會，也親筆寫信道賀，並附上會費。對同學會的熱愛，溢於言
表。（二）匡社籌備鑽禧的活動和計劃，都寄一份給他，使他
覺得來勢洶湧，非等閒也，一定要嚴陣以待，庶幾可報盛情。

（三）慶祝地點離三藩市很遠，很多同學需要｢順風車｣，有多
位熱心校友，尤其是堅社黃汝炘夫人，不辭勞苦，載運他們。

戚嘉慧副會長介紹嘉賓，除嶺南的潘占培會長和培道的
余潔芳會長外，還有從各地來的培正同學會首長和代表，如
檀香山、洛杉磯、波士頓、多倫多…等地。今年且有一特色。
每介紹一位嘉賓，我們必有一份小禮物送出以作紀念。跟着
孫必興介紹現場的理事，尤其是新任的四位，即耀社關仕
清、真社陳訓勤、廣州勤社周雄耀、何愛文。

跟着是由鄭國輝主持昭社金鑽禧。他唱名請八位學長
個別陸續出場，由三位會長作陪，即盧廣瀚、鄒國英、張瑞
燕、鄺乃良、張美瑤、周素蟾、齊鴻雪、趙國權。他對認識
的幾位稍作介紹。盧廣瀚學長在年初時函致同學會，說昭社
會有多人參加金鑽禧，希望同學會稍備儀式。歷來三藩市禧慶
的紀錄。都是給昭社破了，即金禧、鑽禧，和這次的金鑽禧。
鄒國英學長是每月毅社月初聚餐的伙伴，大家交談得很投
機。鄺乃良老師是輝社的數學啟蒙老師，師生情緣甚佳，且和
輝社往中國大陸旅行多次。參加輝社旅行還有昭社林賢江、

譚惠德二位學長，很遺憾地他們年前先後遽返天家，不能再
和我們歡聚一堂。我藉此機會表達哀悼和懷念。昭社畢業之
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他們經過滿地瘡痍，哀鴻
遍野。七十年後同學間情誼老而彌篤，不為歲月有所冲淡。
引用近代詩人張華山的名句。他們有過｢一段火紅燦爛的青
春歲月。一曲激情燃燒人生之歌｣這七十年後的重聚何等珍
貴啊！同學會由周榮超會長，談雲衢副會長、戚嘉慧副會長，
何愛文贈送晶瑩的水晶球。背景音樂是男中音廖昌永主唱｢
莫斯科有我的愛｣歌詞如下。

｢莫斯科河畔，列寧山上。美麗校園令人神往。
我們擕手並肩，追求心中理想。
莫斯科有我的愛，妳永遠在我心上。
莫斯科有我的愛，妳永遠在我心上。
白樺樹下，林蔭道旁。青春歲月怎能遺忘。
我們風華正茂，共渡美好時光。｣
鄭國輝補說：將｢莫斯科河畔｣改作｢珠江河畔｣｢列寧山

上｣改作｢東山上｣，｢莫斯科有我的愛｣改作｢廣州有我的愛
｣，｢白樺樹下｣改作｢青松樹下｣。情景則很吻合貼切，有助各
學長作時光倒流，緬懷在校就讀時純真之情和｢十年窗下影，
一點案頭心｣之景。

緊接着堅社的藍星禧。參與的六位學長是劉德潤、林學

穎、殷榮振、曹敬儒、黃汝炘夫人、王保羅。鄭國輝唱名，
由三位會長請他們個別出來，就座於場中。曹敬儒學長是鄭
國輝的輝社好友翁希傑舅父。王保羅學長長途跋涉，從東灣
遠道而來，是很難得的。堅社畢業之年是國共內戰，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之年，亦在動盪的時局中離開母校，踏上人生
奮鬥之路。不期然想到已去世多年的堅社許榮基和熹社楊延

鄭國輝57年輝社

2014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日紀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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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他們都是當年同學會的中堅份子。物換星移，時不我與。
五年前周榮超邀請到二位遺孀嫂夫人參加堅社鑽禧的大巡
遊，今次可能因路程太遠，不方便參加。陳文蔚學長也沒有出
場，確是一缺憾。禮成後，同學會贈送藍水晶球，重播｢莫斯
科有我的愛｣。在金鑽禧時，播音出現故障，歌聲很微弱，現
重播此曲，可稍作彌補。回憶和善社余光源合作多年，音樂
方面從未出現任何過失。

李錦定牧師作謝飯祈禱。他和筆者在療傷院認識。他
探訪鄰房的教會執事歐陽善騰先生，得悉我是培正老大哥，
順便過來探訪。為同學會網羅人才，正值去年是勤社紅寶石
禧，於是力勸他返回同學會。吳宣倫頒獎學金。今年得獎人
士有恆社伍維信的千金Victoria，善社周哲賜的孫女Allison
及毅社譚連德學長的謫孫Anthony。太好了！賢者必有英才
繼其後也。

午宴開始了，孫必興立即舉行匡社鑽禧。早在大半年前
常廣原學兄投紀念文章。因為匡社是輝社兄班。兒時憶舊
深深挑動孫必興的心絃，引起莫大的共鳴，在校回憶有很
多相通處也。他首先多謝廣原兄和楊東權兄賜以寶貴的懷
舊文稿。梁錦琪兄辭世，嫂夫人施鳴玉女士捐贈巨款給同
學會紀念夫君，遂設乒乓球會作永久性的活動。匡社鑽禧
活動頻仍。三藩市的鑽禧只不過是前奏曲。十一月中旬有台
灣之遊，然後香港同學日中的鑽禧慶典，跟着是廣州、惠
州之行，參加鑽禧的有：梁錦琪夫人、區智、羅根合、鄧合
義，楊東權、余則誠、馬愛華、潘錫鑾、崔家祥、常廣原、	
關維明、章以洵、何榮新、麥家龍，堅社曹敬儒學長授章給
他們。

緊接着的是光社翡翠禧。孫必興唱名出場。分兩班，廣
州的盧詠慈、譚務強、曹翠琴、趙鏡珩、何平略、黃維廉、
湯娥容、葉文雅、廖袞燕、譚婷茵。香港的馬時敏、張侃、
黃雄耀、陳炳璋、趙中和、余濟林、莫耀華、陳文端。無分
涇渭，他們都組在一塊兒行禮拍照。匡社楊東權學長授章給
他們。筆者和香港光社，廣州光社的黃維廉頗有交誼，我預
早通知他們每班派二人替協社同學配章。協社人多勢眾，可

用得上四人。依三藩市慣例，授章的是高五級的學兄或學姊。
情序之下是一小插曲。周榮超會長替昇社藍寶石禧蔡助山、
寇懷信二人掛章。

協社金禧是全場的壓軸戲。同學共三十人，從外埠來的
有十人，由Wisconsin來的李振威主持典禮，負責唱名。他們
在香港有很豐富的節目，包括往韓國濟州旅行。最特別的是

宋允鵬同學為小學籌款開的鋼琴演奏會，兩年前他在三藩市
開了一音樂會，何汝顯、孫必興和我前往欣賞。他的確在音
樂上很有造詣和成就，是國際知名的音樂家。很高興見到洛
杉磯前會長陳文珠和夫婿建社謝華銑學兄。她和我有多年文
字神交。協社同學合唱｢朋友｣一歌以結束此欣喜滿堂的同
學日。在此向協社李曉蓬、范更生二位同學表達衷心謝忱。
他們替我製作影唱小碟作金鑽禧、藍星禧背景音樂。二十五
年前即一九八九年我以三藩市同學會會長身份主持了協社銀
禧。光陰如白駒過隙，潮生潮落，花謝花開，二十五年匆匆
消逝。想不到今天我為協社金禧寫報導。這也是緣份罷。杜
甫詩曰：｢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
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細味此語能不愴然涕下。人生
雖有限，友誼是永恆的。謹祝禧慶六社，邁步人生路，發揮純
真情摰的友情。這應是同學會存在的意義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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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簡單介紹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2014年聚會經過，
大部份資料摘錄同學通訊。

2014年度第1次同學會例會

1）2014年度第1次同學例會於2月8日星期六中午12時
在ThreeKings喜運來酒家舉行。參加者有郭石仰（偉），張
景富（偉）夫婦，唐世耀夫婦（匡），李文田（輝），黃超衛夫
人，林元龍夫婦（真），徐德輝（耀），李尚次（耀），何志強

（誠），黎庶欽（偉），李福運（光）夫婦，鍾捷華（光），繆少
娟（昕），林兆庭（真）夫婦，杜堅衡（真），李惠絲等。

2）約中午12時，先由會長徐德輝同學領唱校歌及祈禱，
午餐完畢由會長徐德輝宣佈開會及致詞。會長多謝各同學支
持和參加這次聚會。是次參加午餐聚會共19人。會長席上給
各同學提示，喜運來酒家只預留一個半小時給飲茶客人，故
希望同學準時出席。

3）歡迎前溫哥華培正同學會會長林兆庭（真）同夫人到紐
西蘭探親，順道參加此次午餐聚會。再次歡迎杜堅衡（真）及
李惠絲同學參加是次午餐。希望有更多同學出席例會。

4）席上會長轉傳訊息謂2014年，迎來了培正中學成立
125周年，提議各級社校友聯合起來，送一個培正馬騮頭的
銅像給廣州培正中學母校作紀念。

5）副會長張景富作簡短旅遊佈告如后：在2013年10月
20日離奧克蘭經墨爾本（澳大利亞）飛往多哈（卡達爾國家）。
初次抵達中東，趁此机會週遊了約旦國。從首都亞曼向南行，
抵達紅海之濱，爬上世界失落城市Petra，參觀摩西出埃及
建立的教堂Madaba，MountNebo，浮游於死海湖等，果真
見識不少。回程時轉到杜拜市。這是一個在沙漠土地上用油
礦金錢砌成堂煌華麗的人造現代化城市。然后經歐洲轉飛美

國侯斯頓，再轉飛美國西岸波特蘭。在美國很多偉社的老同
學來電話，計有何平東，吳炳威，胡式仲，胡伯鴻等。並相邀
探望。可惜大雪紛飛。由炎熱的中東轉入寒冷的美國，很難
馬上適應。在美國與全家人團聚後，踏上歸途。經洛杉磯埠
與一班偉社老同學有胡式仲，黃伯勤，梁寶琳，張景才等共
聚午餐。同學們離校超過60年。回憶同窗少年時的喜樂，今
日白頭相聚，暢談經歷甜酸苦辣的路程，三個小時實在太短
了。我們都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互祝各人身體健康，家庭幸
福，他日盼望能再相會。於1月15日飛回新西蘭。環遊了世界
一週，見識不少，正是人生樂事。

2014年度第2次同學會例會

1）2014年度第2次同學會例會及會員大會於4月12日
星期六中午12時在ThreeKings喜運來酒家舉行聚餐。參
加者有莫澤生（明），唐世耀夫婦（匡），李文田（輝），林元
龍（真），徐德輝（耀），李尚次（耀），何志強（誠），李福運

（光）夫婦，寧國清（輝）
2）約中午12時，先由會長徐德輝同學領唱校歌及祈禱。

午餐完畢由會長徐德輝致詞。會長多謝各同學支持和参加這
次聚會。是次參加午餐聚會共11人。

3）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黎藉冠呼吁各地培正同學支持撤
消在培正教育大樓開辦培正專業學院之方案。其原因有三：

（1）由於香港已經有8所UGC-funded大學，另有8所自
負盈虧大學（其中七所私立大學一所公開大學），19所專上
院校，合共35所大學及專上學院，它們大都開設有副學士課
程，由於供求失衡，條件較差的如培專書院，實難招收足夠
的自費學生。培正專業書院收生情況，實在不忍卒睹，入讀率
只有2%，這對培正嘉名，簡直是個羞辱。

李文田（輝）
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2014年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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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年一些董事曾經企圖背著培正，將新培正教育
大樓按予香港政府，以取得1。8億圓貸款經營培專。由於全
球培正校友反對而作罷。現在開辦培專書院，不知有否通過
可行性研究，有否周詳的財務預算計劃。萬一收支不平衡，
出現赤字，難保不會拖著培小落水。如資不抵債而倒閉關
門，將有負社會及家長學生的期望。

（3）培正是本港之名校，校風名列前茅。培專招收低成績
學生（14分或10分下），學生來自四方八面，良莠不	 齊，同
在一棟教學大樓進出，對培幼培小學生及家長，很有負面影
嚮。將來是否會嚇走一部份家長	 和學生，實難預料。花大
力氣辦一所連培正子弟都不屑入讀的學院，有違培正先賢的
宗旨。以目前	 香港教育環境，無政府資助而自資辦大專，
絕對難有成效。本會會長已發電郵致香港培正同學會會	
長以極度支持撤消這方案。也希望各同學亦能給與支持。

4）2014年 度 第3次 同 學 會 例 會 謹 定 於7月26日 在
ThreeKings喜運來酒家舉行。

From：fdtsui@xtra。co。nz

To：info@puiching。org

CC：l i 2 8 a s c@yahoo。com ;man t i n l e e@ho tma i l。

com;lsyg@xtra。co。nz

Subject：RE：致各位培正校友

Date：Thu，26Jun201423：19：27+1200

ToHKPuiChingAlumniAssociations

We，theNewZealandAucklandPuiChingAlumniAssociati

onopposetheestablishmentofaprivatelyfundedhighered

ucationinstituteintheneweducationbuildingofPuiChing

PrimarySchool。

FredTsui

President

TheNewZealandAucklandPuiChingAlumniAssociation

2014年度第3次同學會例會

1）2014年度第3次同學會例會及會員大會，於7月26日
星期六中午12時30分在ThreeKings喜運來酒家舉行聚餐。
參加者有簡惠貞（建），郭石仰（偉），唐世耀夫婦（匡），李
文田（輝），鍾捷華（光），林元龍（真），徐德輝（耀），李尚
次（耀），何志強（誠），李福運（光）夫婦。

2）約中午12時30分，先由會長徐德輝同學領唱校歌，
但出乎意料地被酒家的管理人以滋擾其他茶客為由，出言禁
止唱歌。致使唱校歌和祈禱中斷。此舉令各同學甚反感，並
且在现場即時決定不再在這間酒家作為培正同學會聚餐之用.

3）2014年同學會會費每人30元已開始徵收，尚未繳交
者，請交給財政李尚次同學，請支持你的同學會。

4）跟進[培專]及[教育大樓]兩事件[校友强力後續行動
討論大會]於2014年8月7日晚上七時，約八十多位级代表校

友假窩打老道培正同學會樓上舉行。在討論後，為保護先賢
們百年耕耘的[培正崇高學術清譽]與會者經投票方式，就香
港浸聯會對[培專]及[教育大樓]两事件之處理，大會議决两
大共識如后：【1】未取得[培正商標管理委員會]確認其學術
水平的批核，香港浸聯會在香港特别行政區，緩停開辦以[培
正]為名的教育機構。【2】培正小學資源的使用權，必須經由
培正小學校董會（具公正公義透明度）批核。眾与會校友聞悉
浸聯會教育部，將於8月15日舉行會議，故一致通過要求浸
聯會於8月16日中午前，就上述两事項，給予培正校友具實
質性的解决方案。

5）2015年世界培正同學日將在悉尼舉行，在大公宴
10月25曰前後日子，到各城市逛遊，行程計有A，B，C，
D。A組 是 五日四 夜（20/10-24/10/2015）墨爾 本 遊。此行
暢 遊 墨 爾 本 市，GreatOceanRoadTour和12Apostles， 到
訪PhilipsIsland和PenguinParade，GolfCourse， 暢 遊
Dandemony及YarraValley。B組（24/10-29/10/2015）六 日
五夜暢遊悉尼市，OperaHouse及Harbour。乘坐旅遊車往
坎 培 拉，BlueMountain，HunterValley及CentralCoast，
GolfCourse等。C組（29/10-11/11/2015）十 四日十三夜 郵
輪旅程由悉尼住紐西蘭，將會經FiordlandNationalPark，
PortChalmers，Akaroa， 威 靈 頓，Napier，Tauranga，
奧 克 蘭，BayofIslands， 再 回 程 悉 尼。 在 奧 克 蘭 可以自
费 上 岸 觀 光 及 與 奧 克 蘭 培 正 同 學會 聚會。D組（29/10-
2/11/2015）五日四夜紐西蘭北島遊。先到Rotorua湖邊，
政 府 花 園，Mt。Ngongotaha，AgrodomeFarmShow，
Ra i nb owSp r i n g，Mao r i C u l t u r a l S h ow，Taupo，
WaiotapuThermalWonderland，LadyGeyser，HakaFalls，
HukaJetRide，Waitomo螢火洞，回程奧克蘭有一天遊。詳
情請參閱培正同學通訊第178期。

6）	 謹 定 於10月11日在Remuera海皇海鮮酒家舉行
2014年第四次同學會例會。

地址：333RemueraRoad，Remuera（由NoranaAv。轉
入，有停車場）

日期，時間：2014年10月11日星期六中午12時正（飲茶）
餐費：成人每位$12，小童每位$5。
查詢，聯絡，或有關交通等問題，請致電：會長徐德輝同

學（09-5774093）或李尚次同學（09-2783258）。

2014年度第4次同學會例會

10月11日在Remuera海皇海鮮酒家舉行2014年第四次
同學會例會。

參加者有張景富（偉）夫婦，郭石仰（偉），唐世耀夫婦
（匡），李文田（輝），林元龍（真），徐德輝（耀），李尚次
（耀），何志強（誠），李福運（光）夫婦。

約中午12時，先由會長徐德輝同學領唱校歌及祈禱。
今次是2014年最後一次聚會，聚餐後，各同學互相問

好，明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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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同學會消息

一.48建社陸景武同學獲廣州中山大學頒贈傑出成就獎
陸同學讀過中大、嶺南、港大，後得美國加州大學觀光系博
士，曾在各大學擔任系主任等，又曾任外交部葉公超部長秘
書、政大校長陳治世的秘書，其令尊陸匡文先生追隨國父孫
中山先生辛亥革命高州起義立功，後任國民政府多項要職，
陸同學又將其珍藏之許多民國名人手書之物贈送大學圖書博
物館，最近出版回憶錄一巨冊，分贈各方好友，內容十分寶
貴，陸兄退休後原居廣州，有時為了照顧身體也來台小住。

二.台灣校友會每年一度的歡迎港澳穗培正畢業來台就讀大
專的新舊生於去年底本會月會盛大舉行，席開四桌，會長劉
安乾主持，與前會長李用彪將軍領唱校歌及培正歌曲，各同
學自我介紹講故事，大專同學會新會長亦接任。

三.鋒社鍾榮凱藉訪港之便先訪澳門母校，蒙高校長及高層主
管接待，重賭當年盧家花園風貌，對校方數十年努力培植後
輩的貢獻，甚為敬佩，同時也代表台灣校友們願意繼續為去
台就學的澳生提供服務和輔助。

四.港校慶祝母校建立125周年，本會劉安乾因事不克出席，
特委託鍾榮凱代表參加各項活動，包括慶祝大會，台灣音樂
大師1964協社宋允鵬鋼琴獨奏會，宋兄是國家級鋼琴家，馳
名中外，曾任東美大學音樂系主任，此次是為校慶及建校募
捐演出，獲得校友熱烈贊助。大會又於九龍展覽會館舉行大
公宴及晚會，筵開百廿餘桌，盛況空前。

五.台灣校友會成立數十年，在台校友熱心支持，聯絡友誼，
互助服務，每月例會從不中斷，大家知道月會地點是在台北
市長春路26號雅苑粵菜餐廳，每月第二個星期六舉行，但
該處已於最近換了房東不願接手經營，餐廳將於二O一五
年三月底結束營業，原班人馬也無意再接，準備返回澳門，
因此本會將於三月後另找新地點，特此敬告海內外校友，
歡迎來會聯誼，可事先向會長劉安乾詢問新址。Email：
paullao@ms17.hinet.net

1943鋒社鍾榮凱
Addr.：台北市11261北投區關渡路58號9樓
Email：ykjlc@ms56.hinet.net　　
Tel：886-2-2858-5488
Fax：886-2-2858-5016

48鋒社鍾榮凱
台灣培正同學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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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同學會消息

温哥華培正同學會2014年活動回顧
趙仲恒主任「去韻留聲，重排聲位」

前香港培正中學宗教主任趙璧礎牧師（趙仲恒主任）來
温哥華探望家人。趙牧師現時居住在美國德州，以「去韻留
聲，重排聲位」的方法，專心鑽研中國文字與舊約聖經希伯
來文的淵源，經常往來中國和香港講學並與當地學者作學術
交流。同學會於一月廿五日在顧曾輝會長家中安排了一個聚
會，由趙牧師簡單介紹他的研究心得（同學亦可在趙牧師的網
址上得悉其最新消息和出版著作：www.petrosbookroom.
org）。之後同學會在大同新派食館設宴款待，約有二十位同
學出席，席間趙主任與各同學暢談和懷緬昔日在培正的日子。

馬年春讌
同學會於二月廿三日假紅日酒樓舉行二零一四年甲午馬

年春讌暨會員大會。當日温哥華雖然下雪，但仍有一百多位
校友和老師冒雪參加。在會員大會中選出2014-2015年度同
學會理事。席間易少華老師、潘寶霞老師、羅艷貞老師、及
文廣渠老師分別為各級社慶祝禧年的同學們加冕。當晚除
了有豐富的幸運抽奬、紅藍軼事、賀年遊戲之外，我們更邀
得’58年鋭社學長馬天麒同學為表演嘉賓，演唱多首紅藍
名曲。馬學長為建築師，退休後專注攝影和歌唱上的造藝，
並得前母校老師黃飛然教授協助修辭和指導唱工，更翻譯了
二十多首中國藝術名曲為英文歌詞（馬學長其後於九月六日舉
辦個人民歌演唱會，慷慨送贈門券給同學會）。晚宴於九時半
以「校旗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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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同學會消息

徐兆敏、陳德華會長訪加
暑假期間，澳洲悉尼培正同學會會長徐兆敏偕夫人

（Benjamin&Sandra）前來加拿大探望親人。理事會於七月
卅一日在列治文時代坊釣魚台設宴為徐會長夫婦洗塵。席間
Benjamin一方面向眾理事熱情推廣2015年在澳洲及紐西蘭
的世界培正同學日，另一方面又為我們帶來最新有關培正專
上學院和教育大樓的發展消息。Benjamin更專程從香港帶
來最新精裝印刷之《培正同學通訊》，當中更有詳盡之世界
培正同學日行程表和培專事件之始末，各理事們爭相取閱。
Benjamin風趣健談，更魄力十足，夫婦二人同心策劃明年世
界培正同學日之各項行程，實在令人欣賞和佩服。

八月中，前温哥華和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陳德華到訪，
趁徐兆敏會長仍在温哥華，同學會再招聚老師同學於八月
十二日在列治文粵之醉酒家歡聚。有三十多位同學出席，其
中更有潘寶霞老師、易少華老師、羅艷貞老師、和林天蔚師
母。此外也有十多位昕社同學前來和徐會長聚舊。陳德華會
長席間更激情地詳細講解培專的事件發展經過，眾同學都非
常關注並全力支持香港培正同學會的行動和決定。

夏日漫步遊
温哥華的夏日天氣最是宜人，同學會於七月廿六日在本拿比的中央公園舉行了一個「漫步遊」，有十八位同學帶同家人參

加，享受公園中的美景和宜人天氣。參加者亦集香港、澳門、和廣州的同學，彼此增加認識不同校園的紅藍生活。漫步之後
前赴附近之帝皇酒家茗茶，席間再有十多位同學加入。

理事會
在春讌會員大會中選出了2014-2015年度理事為：陳堅

倫（74基）、林建華（76敏）、梅綺文（79榮）、陳展雲（81
勁）、陳保宇（93學）、顧曾輝（77傑）、李國揚（73勤）、
刁正（76敏）、文廣渠（70謙）、林玉貞（67恒）、勞康慈（76
敏）、楊慧兒（73勤）、林綺莊（71剛）。

這一屆理事會最大特色是當中分別有香港、澳門、及廣
州培正的同學，更方便日後聯絡三地校友和了解不同校址畢
業同學的需要。在四月十九日的理事會中改選職員如下：會
長（顧曾輝），副會長（刁正、楊慧兒），財政（梅綺文、楊慧
兒），文書（陳展雲、林綺莊），文娛（勞康慈、林建華、文廣
渠）。理事會亦同時邀得吳善強（66皓）及林兆庭（63真）為顧
問。此外，章子惠（76捷）曾任多屆會長和顧問，他亦會經常
出席理事會，提供寶貴方向和意見。九月份林玉貞同學因抱
恙需要休息康復，理事會在十一月通過委任黃麗明同學（86
晶）為理事。理事會除了每二至三月開例會安排活動事宜之外
也不忘彼此聯絡友誼。一眾理事於三月二日理事會之後共赴
唐人街花園酒家共享蛇宴。



44 45

各地同學會消息

2015年3月22日温哥華培正同學會舉行週年大會歡宴並為各禧級慶祝，1955年級忠社預祝鑽禧，有六
位同學出席，分別有：麥德勳、蘇輝祖、李錦賜、林錫衡、陳隆聲、曾廣營，並由曾廣營寫了題幅故“忠
社鑽禧慶典”最為醒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