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正誠社2014年十一月月會
―記培正波士頓同學會會長陳振煥伉儷訪港

波士頓培正同學會陳振煥會長，是 1953 年級誠社同
學，1953 年春，他離開香港培正去美繼續學業及
發展，在波士頓落地生根已經 61 年，今番第一次偕

同夫人，趁西遊韓之便順道訪港，殊屬難得。
2014 年 11 月15日是培正誠社十一月月會之期，按 例在

銅鑼灣太湖酒家舉行，陳振煥伉儷躬逢盛會，應邀出席，到
會的有培正同學會黎 藉 冠會長、前會長呂沛 德、陳毓 棠 社
長、朱淑齡、吳漢榆、楊如松、郭民安、潘粵生、鄭日雄、
馬秋南、李福林、黃惠民、林在真、朱蘊瑜、林英根、翁仕
球、關慈安等穗、港同學，濟濟一堂，其中多是當年香港培
正望班同學。

茶聚開始，首先由黎會長為陳振煥補掛畢業 60 周年鑽禧
壽牌，並拍照留念。吳漢榆特將紀念羅慷烈老師而著的 < 翰
儒詩文集 > 一本贈振煥留念。

在此之前，高澤霖因要在 11 月13日外出旅行，在 11 月
12日中午先邀請陳氏伉儷，在九龍維景酒店唐宮茶聚。作陪
的有蕭寅定總幹事、馬秋南和吳漢榆，餐後由吳漢榆陪同他

們訪問久 別的何文田培正同學會，吳漢榆將一本 1953 年編
印的 < 誠社畢業同學錄 > 的校門前景照片打開窩打老道的明
渠不見了，一條垂直於窩打老道的培正道在當年也只是一條 
溝渠。

我們一行先到培正小學訪問張廣德校長，陳振煥要求的
培正校歌 USB，張校長即席制作一套送予陳氏。

接着我們又訪問培正中學，重遊他們闊別多年的校園，
並在黃故校長的塑像前留影。我們參觀了校史室，有幸見到
崔琦榮獲的諾貝爾獎章，也拍照留念。在校史室的露台下望，
我們見到許多中學生啦啦隊，在為明（11 月13日）校運會表演
作積極的賽前練習。眾同學見到遠道從美國歸來訪問的老校
友，都高舉紅藍花球，雀躍歡呼！我們也為他們明天的成功演
出打氣，陳太都把這些熱烈的埸面拍攝下來。

我們一行在久別的培正母校校園內徜徉，流連不捨。想
到過 幾天就要“百卄五年迎校 慶，四海同歌會序庠”，嘆時
光之飛逝，歲月匆匆，尤幸“東隅已逝，桑榆非晚，…老當益
壯，寧移白首之心”培正紅藍情神將世代永存！

吳漢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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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誠社同學信

各位同學：
你們好！上個月與親戚吳家瑋（匡社）及朋友們一起乘遊輪途徑東亞數國然後到達香港，幸蒙陳毓

棠社長及吳漢榆學兄特別安排參加本社月會，真是今宵喜相聚。笑語話當年，良機難逢。
首先要多謝各位席設太湖及唐宮酒家（高澤霖同學因要旅行先行設宴）熱情招待。最難得的是同學

會黎藉冠會長，總幹事蕭寅定及前會長呂沛德在百忙中他們專程趕來相聚。更蒙黎會長為我補掛畢業
六十年鑽禧壽牌，榮幸之極。

席間只見同學們神采奕奕談笑風生，尤其是馬秋南記憶力超群，暢談紅藍往事，滔滔不絕。李福
林笑口常開友善如昔。潘粵生更是養顏有術，容貌如昔。本來席上欲與各位談談紅藍往事，別後情況及
回校感想。卻因那天茶樓眾客嘈雜，未能如願。現就借此補述些少吧。

光陰荏苒，不知不覺離校已經有六十一年多了。回憶東山母校，白課堂、圖書館、籃球場、芳園等
等印象尤深。只是好景不長平地起波瀾。初三下學期轉讀香港何文田分校，不料高三下學期離畢業還
不到三個月時局忽變，家父下令立即啟程赴美國波士頓，到先前安排的學校繼續上課，從此就離開我
心愛的紅藍園地，漂流海外異地謀生。

波士頓是美國的文化中心，著名學府林立。大學畢業後便開始找工作賺錢養家，從事核能發電廠設
計建造工程歷二十八年。後來自創建築結構公司一直做到退休，近幾年來開始學唱粵曲。希望能從歌詞
中學到中文以免繼續退化，從而保持在培正所學，不負老師們教誨之恩。

記得在讀研究院時於校內驚遇三位培正同學，他們是偉社的梅國治和已故社友黃育池及陳偉榮，
我們四人不約而同共讀此校，覺得這世界真小，紅藍兒女滿天下。

數年前三藩市誠社同學林聖培及潘占培等校友一共二十多人到東岸旅遊，船經波士頓，先前約定
在船下碼頭相會。一同進午餐及觀光，等了半個鐘頭仍未見同學們落船。只見在旁站著一男一女，也是
不耐煩地在等候，最後同學們下船了，才知道站在旁邊的人是以前培正鐵茅籃球隊友，本社望班同學
劉國堅及夫人，他們早已下船等候，當時驚喜交雜，正是 :

一別同窗數十載，各為前程奔四海。
異地重逢不相識，只嘆時勢心自哀。

特別感謝誠社才子吳漢榆帶領參觀久違六十多年的母校，只見校門依舊但建築物全非，踏入紅藍
園地，宛如隔世。拜訪兩位校長，多謝他們招待及張校長贈送的數首校歌，擬給波士頓同學會應用。

步進小學，目睹近百小孩等候登記，申請入學（幼稚園），據說錄取率僅 3% 左右，比美國哈佛大
學和麻省理工等名校都少哩。途經中學電腦室，看到三位學生，獨自編排校運比賽節目。他們有此機會
得到實際訓練，這種経驗，難得之極。沿途所遇學校員工和學生都十分忙碌，卻非常友善。自覺母校仍
是一流學府，發展及進步神速，培育紅藍箐英滿天下。心中甚為感動及榮耀，培正先賢創校之功。

可惜這次返港時間匆匆，雖有千言萬語卻未能與各位同學一一細訴，等待下次吧。順此特謝同學
會及數位學兄各送名貴禮物，永留紀念。如到波士頓來，請通知，一定請你食本地著名龍蝦。此請

並祝聖誕愉快，新年健康
社友陳振煥敬上

12/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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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痕聚台灣

「痕」在眾多的培正校友裡是很獨特的一群（見筆者在培
正同學通 訊第 177 期 32 頁的報導），它代 表了1960 中葉到
1970 年中葉這十多年中（由耀社直到捷社左右），到台灣升
讀大學的培正校友，在台就讀期間，所蘊育的友情，在他 / 她
們中間濃郁的紅藍精神已經模糊了級社的界線。如今屈指算
來，這群培正同學大學畢業平均已有四十年了，我們散佈在
港、台、中、美、加、英、法各地，很多已過了退休或已屆
退休的人生階段，但對當時在校就讀的紅藍情誼，生活點滴
卻在各人心中歷久常新。2012 年包國原（皓社）振臂一呼，我
們就在網路上成立了「痕網」方便大家的聯絡。在同時，大多

「痕友」的心中已開始有了返台大校園重聚的念頭。在 2012 年
底，眾人開始在台有小聚的活動，而於 2013 年春，包國原學
長在痕網上正式提出 2014 年趁香港培正同學日之前，痕友們
重返台大。於是乘著當年十一月培正同學日許多校友返港之
便，朱傚祖（仁社）、周靜儀（仁社）、劉艷霞（仁社）、寇氏
昆仲（均昇社）、葉小愛（謙社）、林健生（剛社）及張翠芳（勤
社）等，聚首尖東海旁「星巴克」，訂下了這次四十年痕聚台
灣的日期，而整個團聚，旅遊的詳細計劃，則是朱，周，林三
位拍胸口負責。朱傚祖為地質學的專家 / 教授，在他過去做地
質研究的過程裡，足跡行遍台灣的百岳山川，對台灣美景、
美食瞭若指掌，他自然成為是次旅途的策劃者。周靜儀定居
台灣多年，掌握了台灣風土人情，她就成為是次旅遊團聚的
財政司。林健生雖住香港，但也為了籌劃是次團聚的細節，
數次來台與朱，周一同先行探勘一次旅行所經途徑，幫忙找
尋各地適合路線及民宿（私人屋宇租給旅行的人短期居住，這
在台灣是很流行的），實在是情深義重。

痕友素來喜歡唱歌，在台就讀期間我們就有自己編印的
培正詩歌集（SongsforPuiChing）。為了這次的團聚旅行，住
在密西根州的寇懷誠請纓負責重新編輯歌集，加州的寇懷信
及劉紀禮（仁社）負責設計封面及印刷（共四十冊），由俄勒岡
州的包國原將此歌書訂名為「痕歌集」並為之寫序（相片一，註

二）。至此，預備功夫大致底定。
盼望的日子終於來到，在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兩點多鐘開

始，各路人馬陸續來到台大校園的醉月湖畔集合，一時薰雞，
烤鴨，鹵水小菜等，紛紛上枱，在等人的過程中，開始大快朵
頤，彼此問候，別來無恙，到底是四十多年後的重逢，以及一
些低班級社同學還是首次見到一些如雷貫耳的老大哥的那種
興奮，都洋溢在他／她們的臉上。六時許，寇氏兄弟高舉培
正校旗到場，校旗在微風細雨中飄揚著，大家的情緒也達到
了高潮，全體不約而同的就唱起校旗歌，RayRay 培正培正，
響徹了整個醉月湖（相片二）。最後趕到的是梅桂琦，周靜敏
夫婦（均賢社），他們的航機五時才落地桃園國際機場。齊集
後，大隊人馬移步台大校園內的鹿鳴宴餐廳（即前舟山路的
僑光堂）晚宴，見有雷大雅（謙社）以及剛好由溫哥華來台旅
遊的張秀雲（昕社），風聞有痕聚，特地趕來參加聚餐。席開
三桌，席間大家開懷暢飲，杯盤狼藉之際，李少明（昇社）報
以高度幽默詼諧的詞鋒，如大珠小珠落玉盤般，逗大家笑得
人仰馬翻。最後周靜儀報告旅行須知，應注意事項及次日集
合時間，大夥才入住附近的台大校友會館―修齊館及尊賢
館，養精蓄銳，準備次日開始一連七天的旅程。

十一月十三日晨七點半大家準時集合，一輛嶄新的旅遊
大巴士帶著我們三十人向著第一天的目標位於台中縣的武陵
農場出發，沿途經過世界第八長的公路隧道―12.9 公里的
雪山隧道，很快的就來到東部的宜蘭縣，開始進入台灣雪霸
國家公園的山區，巴士沿之字型山路緩慢上行，是日天陰，
車外煙雨濛濛，車內情緒高昂，笑聲連連，每行二小時許司
機先生就會找地方讓我們下車「方便」及鬆動筋骨。午餐於英
仕旋轉餐廳，終於在傍晚時分來到海拔近兩千公尺的武陵農
場，入住武陵富野渡假村。晚宴後，各適其適，有的去聽有關
星座的介紹，有幾位高年級的男仔就聚集在某房間內吞雲吐
霧，開「綠牌約翰走路」及金門高粱開懷暢飲，吹水大談當年
在台大的威水歷史，嬉笑到午夜。次日仍然陰天細雨，早餐完

1969級昇社寇懷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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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後兵分三路，八人「鐵蹄隊」在鐵人陳偉興（耀社，當年是十
項全能運動健將）帶領下，步行 7.5 公里去探望久違的武陵吊
橋，沿著七家灣溪而行，沿途景色繽紛優美，山嵐飄浮在山
腰之間，猶如仙境，大家有說有笑，路經台灣的櫻花鉤吻鲑
生態中心，目睹了冰河時期（約一萬五千年前）遺留下來稀有
的陸封性鲑魚（沙文魚的一種，此魚已受到全面的保護）。兩
小時許後我們來到少年時曾到此一遊的武陵吊橋，吊橋依然
聳立如昔，只是訪客朱顏改，哦，畢竟那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
了！第二路人馬去到雪山登山口，遙望雄偉的雪山山脈群峰，
也只能佇立在那，遙想當年那群二十多歲，年輕力壯的紅藍
馬驑曾由此經七卡山莊、三六九山莊而征服了這座台灣的第
二高峰―海拔三千八百多公尺的雪山！第三路人馬則留在雪
霸國家公園的訪客中心，參加公園導遊所帶領的步遊景點，
各適 其 適。午 餐 後，錢元國（恆社）及林健 生兩位 急行遠征
桃山瀑布，其餘的有午睡片刻以恢復體力或嘆杯咖啡繼續傾
偈。晚間是我們全體正式的集會，大家一起懷念剛過世不久
的冼倩薇（仁社），由寇懷信帶領唱「奇異恩典」等聖詩歌，寇
懷誠做禱告祈求上帝保守她的在天之靈，也保守我們每一位
都能認識並接受主耶穌的救恩。之後，放映包國原準備的幻
燈片，包括了許多我們在台讀書時的相片，有歷年來的迎新，
送舊，露營，登山，台大運動會等珍貴的相片，以及一些已經
先後離開我們同學的照片，這包括了張海燕（耀社）、黄肇康

（皓社）、王必敏（恆社）、王得明（恆社）、林錦綸（謙社）、
梁家強（勤社）等，不僅令到我們回想起當年在台讀書時的歡
樂和友誼，也不勝欷歔人生的無常。最後我們拍全體相，留
下了寶貴的回憶。

十一月十五日一早，我們離開了武陵，沿原路下山，經宜
蘭，過驚險萬分的蘇花公路，來到了花蓮縣，在”達基力”享

語、英文，甚至黃梅調歌曲，全車一路高歌直達花蓮縣壽豐
鄉面對太平洋的海中天會館（民宿）。大家分配房間之後，一
起去鹽寮海鮮餐廳晚餐，席開三圍，大魚大蟹兼龍蝦，李少
明、何澤恆（昇社）報效全場啤酒，大家開懷暢飲。食飽飲醉
回到海中天，幾位玩性意猶未盡的楊波平（耀社）、陳偉興、
周惠業（昇社）夫婦、何澤恆、李少明、寇氏兄弟、張翠芳、
勞美妮（勤社）等則聚在民宿向著大海的大 廳，拿著為此次
團聚而編印的痕歌集，迎著徐徐海風，翻唱每一首那個年代
我們所熟悉的歌曲，尤其當陳偉興與寇懷信兩位以和音唱出
YellowBird 時，大家都聽出耳油，陶醉在那優美的旋律中，
久久不能自己。

十一月十六日清早，早起的同學來到海邊等待著日出的
美景，海灘上佈滿了大小不同，顏色迥異，形狀不一的石塊，
大家禁不住撿了些帶回家作為到此旅遊的紀念品。吃過民宿
所供應的豐富早餐後，我們沿著太平洋海岸線的台11號公路
南下，是日藍天白雲，陽光普照，蔚藍的太平洋盡收眼底，大
家心情十分開朗，遊覽車裡我們的歌聲也就更加嘹亮。約一
小時許，遊覽車把我們帶到了十八號橋稍停，在此觀賞蕃薯
峽谷，在峭直峽谷的岩壁上仍然可見到一階一階的棧道，據
說在日據時代，沒有公路到此，居民進出要用撐桿跳的方式
越過此峽谷，信不信由你！繼續前行不久，就來到濱海的石梯
坪，大夥下車享受溫暖的南台灣陽光，也可以近距離的觀賞
太平洋以及經長年風化了的自然岩石海岸，其凹凸不平的表
面，刻畫著大自然對它無情的衝擊。後來大家來到一石丘，
寇懷誠帶著校旗一馬當先登上了這石丘，美麗的校旗在蔚藍
的天空襯托下，隨風飄揚，十分壯觀，大家興高彩烈蜂湧而

用了原住民風味的午餐後，遊覽車把我們帶到了台灣中部橫
貫公路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原本是要上到天祥，但由於公路
坍塌不通，我們只能來到燕子口下車，步行觀賞這段風景最
美麗且險要的中橫公路，一邊懸崖峻谷，萬丈深淵，一邊高
山峭壁，高聳雲霄，我們帶著的美麗紅藍校旗隨風飄舞，在
翠綠的山谷襯托下格外的耀眼，大家都禁不住紛紛的一起拍
照留下紀念（相片四）。離開太魯閣國家公園後，繼續沿台灣
東海岸公路南下，此段路程較平坦，少灣路，此時，遊覽車
的 卡拉 OK 音響 播 放著「BeautifulSunday」，大 家 就一 起 隨
著電視光屏的歌詞，開懷，盡情的合唱，到底這是我們那個
年代所流行的歌曲！接下點播的都是我們所熟悉的粵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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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們就拍下一張難以忘懷的“登峰勝利” 照。
午餐於昕陽餐室後，四時許我們來到台東縣的馬太鞍濕

地，入住欣綠石頭屋民宿（因其外牆由石頭砌成而名之），民
宿主人任導遊帶我們參觀茶園，養蝦塘，講解台灣原住民（昔
稱山胞）部落分佈及他們的一些生活習性等，增加了我們的
見聞，受益匪淺。

十一月十七日繼續南下，經舞鶴茶園，在此下車買茶葉及
品嚐當地出產的咖啡。午宴於玉里鄉的大同餐廳，享用傳統
的炭火火鍋，此家餐廳炒飯一級棒，令到我們當中一些老饕
一連吃了四大碗，不愧寶刀未老，雄風不減當年啊！下午來到
了台東縣的池上鄉，池上位於花東縱谷的南端，此地以產米
而聞名，據云每年池上鄉出產的稻米，全部被日本人買去，連
在台灣本地都不容易買到。十一月正是稻米收成的日子，一
片片的稻田呈金黃色，稻穗隨著微風搖擺如同黃金色的海浪
般，十分迷人。

遊 覽 車先 停 在 大 坡 池 旁，雖 然 花 季已過，但荷 葉仍 佈
滿水池，還偶然看到一、兩朵荷花點綴在當中，給我們帶來
一絲驚喜。在此，朱傚祖歸隊（他剛好參加完在花蓮舉行的
GEEA 第七屆台法地質學會議，並接受傑出研究獎），多年未
見的他，面貌，身型如昔，一眼就認得出，大家相互擁抱，他
隨即帶領我們穿過稻田來到路邊一隆起之處，講解花東縱谷
的地形，原來才知道台灣島是約在三十五萬年前，由太平洋的
菲律賓板塊衝擊歐亞板塊時突出海面而形成的，花東縱谷就
是這兩個板塊相互衝擊之處，台灣島的地質在地球上算是很
年輕的（香港的地質已有四億年之久，相對較穩定），還有許

多地質的變化可以觀測得到，研究材料十分豐富。當晚住在池
上大坡池渡假會館，每個單位有廳有房，寬大舒適，窗外可遠
眺巍峨的中央山脈，窗前即是大片大片的金黃色稻浪，一級享
受。晚餐在雞九屋餐廳，席間杯盤狼藉之際，四位在四十五年
前台大校運會4x400 公尺接力賽項目中一舉擊敗台大田徑隊
的包國原、陳偉興、朱傚祖、楊波平首次重逢，重溫當年的興
奮，並合照留念。

十一月十八日，風和日麗，今日行程是要去在南部橫貫公
路山上的利稻鄉，在等候遊覽車時，大家去到已收割過的稻
田中合拍團體照，事後回到度假會館前，包國原、朱傚祖一
時童心未泯，牙較比賽三十公尺賽跑，到底是當年專攻短跑的

“包公”輕易擊敗擅長中長距離的“朱頭”，但在到達終線時突
失去平衡，只見他倒地葫蘆滾了兩圈，站立起來，感覺左肩
劇痛，無法舉起，大家內心頓時消沉下來，幸好我們當中有
急診醫學專家周宏聰醫生（剛社）判斷可能有骨折，於是旅館
大廚親自開車送三人（包括包太鍾美雲）去到當地佛教慈濟醫
院急診就醫。其餘大家也就上遊覽車開始今日既定的行程，
首先去買當地有名的午餐「便當」（即飯盒），未幾遊覽車就
帶我們進入南橫公路，此公路亦在山區中開鑿出來，彎彎曲
曲，車子緩慢沿著山腰而上，我們也可慢慢的觀賞沿途壯觀
的山勢，及感覺到這條公路施工時的艱難。同時我們亦以手
機不時與周宏聰聯絡，以得知包公的傷勢如何，同學間關懷
之情流露無遺。後來到了天龍旅館下車「方便」，並得知包公
的左肩胛骨的 acromianprocess 有斷裂，無需立刻手術，經
包紮固定後，已趕來與我們會合，於是我們就在此等候。原

岳廬舊侶（詩）
萬盛興隆到岳廬，紅藍兒女化鵬魚。言行取舍乖枘鑿，寢饋興居同節符。
把盞風雲齊一會，臨岐鷗雁各分途。鏡花水月痕猶在，海角天涯莫負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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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此山區也是朱頭「地盤」，他「連哄帶騙」慫恿了十六個傻仔
傻女跟他去走天龍吊橋及天龍古道（頗有武俠小說裡地名的
味道），原來過了搖搖幌幌的吊橋後便全是台階式上山路，
沿途盡是蒼天樹林，不見天日，此古道急速上升海拔 237公
尺，行到個個氣咳，朱頭自知“已犯眾怒，大難臨頭”，不時以

“就來到了”鼓勵這群傻仔傻女不要放棄，終於五十分鐘後，
我們上到了此古道的盡頭，連到一條公路，天色頓開，但是個
個已汗流浹背，氣喘如牛，在此回頭方見一警告牌寫著天龍吊
橋乃一危橋，避免使用，朱頭乃遭人追打。不過我們的心底都
很高興，這群大多介與 60~70 歲的「老人家」居然能全部平安
的通過如此的體能考驗，實屬難得。

此時包公一行三人已趕到天龍旅館會合，而登天龍古道
的一 行則沿著南橫公路朝著天 龍 旅館方向走去，不久就在
一隧道口遇見前來的遊覽車，大家登車繼續行程，來到目的
地―利稻。此地地勢奇特，在眾山圍繞之中竟然有一平坦
之平台地，民居散佈其上。朱頭三十年前考察地質時曾來此，
與一賣土產紀念品商店的老闆娘相識，她就招呼我們使用店
裡的餐桌，大家就坐下打開「便當」用午飯，自然我們也買了
不少土產，大家禮尚往來嘛！飯後遊覽車沿原路回池上，來
到大坡國民小學下車，朱頭將一行人帶到學校的運動場邊一
隆起之處，隨隆起的地勢上蓋有一滑梯，滑梯旁有一與滑梯
平行的鋼尺，朱頭一躍而上，居高臨下的向我們解釋他在此
地點的研究，發現此隆起的土地以每年二公分的速度向前移
動，見到滑梯在高端的地基被推而翹起，以及鋼尺實際測量
所得，即為明證，我們大家又上了寶貴的一課！之後我們又去

到鹿野台地，在此又目睹地球板塊移動時如何造成河川、山
脈的證據。晚飯後，大隊人馬去買池上米以及品嚐池上米做
的雪糕，這也是難得的經驗。

十一月十九日是是此旅行的最後一天，遊覽車在花東縱
谷的台九公路由南北上，左側是台灣的中央山脈（來自歐亞板
塊），右側是花東的海岸山脈（屬菲律賓板塊），當知道身邊
大自然地形的起源後，對它的欣賞角度及感受，也就十分不
一樣了。一路上，大家開懷暢唱之餘，讀音樂系的周靜敏向大
家解說五線譜的由來，讀植物系周惠業則向大家介紹稻米的
種類，原來米的香味是和其中所含的氨基酸有關，池上稻米
品種原是由日本引入，加以池上地區特有的土壤、陽光和充
足的水分，令到池上產的米有特別香甜的味道，寇懷誠則向
大家講解現在通用的西元紀元是何時發明及何時才為全世界
接受而通用。令我們在歡樂旅遊之際，亦增加不少的見聞，
豐富了我們的人生經歷。

當我們在花蓮停留吃午飯時，慈濟大學人文醫學科主任
王英偉醫生（昕社）特別離開會議 來與我們見面，原來昨日
包國原在急診就醫時，王英偉特別從花蓮打電話給池上醫院
急診室醫生，盡速處理包國原病案，使他們能夠及時趕上大
隊。我們再次行經驚險的蘇花公路，這次我們在清水斷崖稍
停片刻，大家下車觀看此險峻的斷崖，映相。回到台北已是萬
家燈火時分，遊覽車把我們帶到徐州路的台大會館，在庭園
餐廳晚宴，席間大家依依不捨，互道珍重後，在一曲友誼萬歲

（AuldLangSyne）歌聲中結束了這次畢生難忘的「四十年台灣
痕聚遊」。

是次出席「痕聚」的培正同學如下：
耀社：楊波平（台大畜牧系）、陳偉興（台大電機系）
皓社：包國原（台大動物系）
恆社：錢元國（台大電機系）
仁社：劉紀禮（台大化學系）、劉艷霞（台大植物系）、周靜儀（台大圖系）、
周靜嫻、朱傚祖（台大地質系）、譚穎林（台大機械系）、龐憶華（台大化學系）
昇社：李少明（台大化工系）、何澤恆（台大中文系）、周惠業（台大植物系）、
寇懷信（台大電機系）、寇懷誠（台大醫學系）
謙社：葉小愛（台大歷史系）、雷大雅（台大醫學系）
剛社：林健生（台大土木系）、周宏聰（台大醫學系）
賢社：周靜敏（師大音樂系）、蔡秋荷（台大外文系）、梅桂琦（政大新聞系）
勤社：周素華（台大農經系）、勞美妮（師大圖館系）、張翠芳（台大物理治療系）
昕社：張秀雲（台北醫學院營養系肄）、王英偉（台大醫學系）

行文到此，但問到底什麼是紅藍精神？楊波平學長給了一個很風趣幽默且發人深思
的答案：紅藍精神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無從解釋，很難言傳，只可體會。君
可同意否？

註一：何澤恆現為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為這次痕聚，
特別寫下這兩首詩、詞，以抒發其對過往紅藍友誼的情懷。
註二：此痕歌集一冊後致送香港培正同學總會存為紀念。

一翦梅（詞）
底事人生如雪泥？容易青春，四十分攜。伯勞東去燕飛西，拖紫懷黃，瓢飲巖棲。
翠色武陵疑可追，綠髮彷徉，白首重回。轉蓬遊子倚欄危，休歎斜陽，相盡餘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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