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鼎彜
1960年級正社翡翠禧

今年同學日會場加多了一個照片展示的角落。其目的是以
照片形式向同學報導校友會一年來活動之實况和今年禧班的
過去與現在之介紹。

展示內容
1. 為出席同學日之校友在主餐前後端上一道非食品之開

胃菜或甜品。避免同學對同學日“聚餐”理解為僅僅是飯局，
大家圍桌而坐，講幾個段子，懷幾份舊，吃飽了就散場。

2. 為會場營造一些迎客氣氛。俗話說：三分長相，七分打
扮。可見打扮的重要。唯獨是我們租用之會場，室徒四壁，連
一點裝飾品都沒有。要同學對同學日產生好感，在會場佈置
方面做點工作可能有幫助的。

照片收集工作
1. 向各禧班收集展示之照片及照片解釋。另外要收集的

是校友會該年各頃活動之照片。負責此項工作者最主要是校
友知道收集代表人是誰，因為畢業六、七十年的同學很多珍
貴回憶都在同學錄內。絕對不輕易借出。今年能成功借出這
些老同學錄。主要是戚嘉慧會長出馬。不但買了保險，保証
絲毫不損，而且準時奉還。這是今年照片展最艱巨也是最光
榮的任務。

2. 複印同學錄內之照片和照片縮小放大。這項工作需要
一定程度攝影知識和願意不厭其煩的跑冲冼店者才能勝任。
黃維亷理事不但是校友會欽定攝影師而且冲晒內行。與冲晒
店工作人員＂拗手瓜＂能力強。

3. 最後是統籌、集大成。實際工作是在展示板上縫縫補
補、剪剪貼貼。自命有點審美眼光者就可應徵。規矩主要是
寧簡毋繁、寧疏毋密、寕拙無巧。讓觀者看起來順眼，一目
了然。能讓觀者感到像博物館看展品就是專家了。

左起： 黃伯熙、林鼎彜夫婦
阮明、莊文崙、李穎方

照片展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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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仕清
三藩市1965年級耀社金禧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們耀社同學
已經離校 50 週年。 在多次的同學會
議中，大家都約定參加九月二十六日
的同學日午宴。結果我們有十四名同
學踴躍報名參加，連家眷共十九人。

同學日那天我們幸得吳宣倫學長
作大會司儀。我們唱完校歌，大會正
式開始。 經會長戚嘉慧致詞後，午宴
正式開始。進食幾味菜餚後，會長戚
嘉慧開始進行禧慶儀式。因為我們未
能請到老師前來參加慶典，禧慶儀式由前五屆學長執行。我
們 65 年耀社五十年金禧幸得 60 年正社的黃伯熙學長為我們
十四位同學帶上金禧的金牌。其後我們耀社關仕清同學也為
70 年謙社同學帶上他們 45 週年藍寶石禧的賀牌。 

待各界的禧慶儀式結束後，大會更播出悠美的音樂，邀
請有些愛跳舞的同學翩翩起舞，大會場面非常溫馨。為了增
加場面的熱閙，我們由吳煥源和關仕清同學發起為大會獻唱
幾首很動聽卡拉 OK 歌曲，場面增添不少風采。當我們唱到

“朋友”那首歌時，我們大家都有無限感慨。

歲月不留人，生命歷程到今天，我們都要感恩。我們有機
會來聚會，大家暢談生活點滴及多年離校的情懷，大家能夠
享受兒孫的家庭樂趣，事業多少的成功與挫折都成過去。我
們朋友同學間將互勵互勉，大家一齊尋到人生真理，我們所
作的事都能榮神益人，珍惜我們的家人，讓我們都能活出美
好的生活自由風采。在大會結束時，我們都相約在十一月去
參加母校舉行的同學日慶典及其他旅遊活動。

左起： 黃家樂、汪復復、袁慶和、黃耀棠、蘇麗文、吳煥源、王紀樑、熊竚聲、關仕清、鍾 立、尹立道、黃 杰、劉德光、何衛華

耀社畢業離校50週年多倫多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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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耀社畢業金禧廈門高鐵旅行
耀社： 羅耀雄

“乘興而行，興盡而返”
時間：十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參加人數眾多有六十六人

第一天 早上 8：00 各位同學已經齊集地鐵九龍塘站，乘
旅遊巴士到深圳灣過關。再由旅遊巴士送到高鐡深圳北站。
乘坐高鐡班次 D2318 11：51分直奔廈門北站。到達廈門北站
時間已經 15：39 分了。晚上入住廈門市中心喜來登酒店，晚餐
則在檳榔餐廳，菜式以福建廈門為主，海蠣煎，土笋凍，廈門
春卷，錁子，蝦蟹海鮮等主要食品，美酒佳餚，各人萬分享受。

第二天 早餐後，乘車去永定，湖坑鎭參觀客家土樓； 永
定土樓眾多，如有“姐妹”樓之稱的振福樓和振成樓，今次參
觀目標是振福樓，此樓為女同學范曉露丈夫的家鄉。車上各
人談笑風生如培正當年，但經過多時的車程，當各人覺得有
點疲累時，突然間振福樓出現在眼前，一個巨大圓樓建築物， 
使各人精神一振，紛紛下車趕快走進土樓，冀先睹為快，找
個好位置拍照留念。

振福樓建於南溪傍，兩山丘間，座北朝南，依山傍水，富
麗堂皇，樓高三層，只有一個大門入口，內有食水井供飲用，
佔地 4000 多平方米，三個廳堂，96 個房間。地下為廚房，二
層為儲存間，均沒有外窗，第三層有窗是居住房間，四方有四
樓梯上落通往各層；此樓中間是祖先祠堂，用青磚塊建成，
有別於傳統土樓，為中西合璧近代土樓。蘇振泰先生於1913
年建成此樓，其子孫繁衍，後人遍佈海外數百人，多為成功人
仕。土樓管理人蘇先生特意開放全部土樓供同學參觀，使各
人大開眼界，午餐在回程途中吃客家菜。

晚飯於濕地公園王家大院，要先行木棧道一會才到王家
大院晚飯。晚飯大家飲酒作樂很是興奮，一眾向樂美濤同學

親臉，攪笑之極，以答謝樂美濤精心挑選廈門美食，大家笑
到不亦樂乎。

第三天早餐後乘車往南普陀寺參觀，始建于唐末五代，
供奉觀音菩薩為主，寺廟有天王殿，大雄寶殿，大悲殿，法
堂，是近年復修而成，寺院亦不失古雅之美，但仍香火鼎盛，
善信供奉不絕；相鄰有南普陀佛學院及國家級重點綜合大學
廈門大學，東南亞華僑富商陳嘉庚先生 1921 年創立，初為私
立大學發展至今為國立大學，可惜未能抽暇參觀。

中午在檳榔餐廳用餐後到碼頭乘渡輪往鼓浪嶼。人很躋
迫，多人都沒位坐，20 分鐘左右航程，在三丘田新碼頭上岸。
導遊帶領我們行到手信鋪買手信，兼借洗手間使用，這裡改
變了很多，很商業化，亦多食肆。之後自由活動，我們行去沙
灘，途經很多先前各國領使舘，現改為各類博物館或文娛場
所。鼓浪嶼有鋼琴之島稱號，因人均擁有鋼琴率為全國之冠
而聞名，鋼琴博物舘在島上菽莊內 . 還有廈門演藝職業學院和
中央音樂學院，培育了不少音樂人才，馬約翰廣場紀念近代
中國體育名人馬約翰。回程在鼓浪嶼舊碼頭拍團體照，再步
行到三丘田新碼頭回廈門。乘車到環島路臨家閩南菜晚飯，
飯店地方很大，很有特色。當晚菜色較特別的是第一道菜，
豆腐是即造。原木盤架上，有客家茶粿等，菜色豐富，最後高
季岳同學奉上台灣水仙芒果水果盤，各人均飽腹而還。

第四日 早餐 後出發到廈門北站，乘高鐵回深圳北站已
是下午三時半，廈門旅遊團在此解散，部分同學轉乘地鐡回
港，其餘同學繼續順德行程，同窗之誼，五十年如一日，彌足
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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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社金禧謝師宴
記述：譚美瑜，  許麗芬

“陽光普照，園丁心坎春意暖；雨露滋潤，桃李枝頭蓓蕾紅”

培正學校傳統於小五成立班社的，每級畢業離校後的廿
五年是銀禧嘉冕，這是紅藍兒女傳統的一個大日子。以後每
五、十年有慶祝的。今年為耀社畢業 50 周年金禧慶典，最末
的一個節目是謝師宴晚會：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已
喜樂了，還要感恩和懷緬。

當晚的歡愉，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以致嘉賓們都享受到
那種温馨快樂，喜逢金禧五十週年大慶典，同學間之情誼有
超過 60 年的也不少，其中有數對結為夫婦的，這次更有數位
身體欠佳的都排除萬難從海外回港參加，極為感恩感動！

21/11/2015 謝師宴晚會在灣仔皇朝會舉行，有方通、范
智端、譚美瑜、許麗芬同學安排場地、飯桌佈置等；歡聚時
間晚上 6 － 8 時，同學家眷們及嘉賓，衣香鬢影，喜慶洋
洋的進入華美的會場，場中有音響助興，台上佈置簡潔，台下
聚舊的歡樂、笑談聲都是關於近日各位參加不同的遊程：澳
洲、台灣、廈門及順德之旅程，各地方的美食、遊程美景，
等等，尤其是順德數餐菜肴之美味豐筵，真是回味無窮。仍令
人思之垂涎三尺也。

八時晚宴開始，司儀們有劉潔梅、葉怡音、應義舫、陳
憲生同學分別主持及應和，氣氛流暢，會場程序開始有：

一．陳大琮同學祈禱，感謝父神帶領的………
二．鄺 蔚心／鄺偉 兆兩位培正小 學生、幼稚園生（ 是 鍾

信明同學鍾陳細娥的可愛外孫兒、女）他們領唱校歌及校旗
歌，生色不少。

三．耀社社長梁孔德同學致歡迎詞………感謝海內外同學
並有多位身體欠佳的也不懼辛勞，踴躍參加。

四．鍾信明同學介紹嘉賓有：
五．向曾任教耀社的老師致敬，感謝搜集資料的同學
六．分享海外老師現況，由美、加同學往訪有………並錄

有影帶播出的有林英豪校長、張雅倫、易小華、朱慧玲老師
等。

七．同學們分享老師點滴有：譚美瑜同學敍說王祖貽老
師、鄭月蓮同學敍説林天蔚老師、黃昭欽同學敍說劉茂華老
師等。

在以上的程序分享中，我們台下的同學們、嘉賓們，還有
一席助慶席是學弟、妺們熱情投入，增加我們不少興奮和歡
樂氣氛，一邊欣賞及聆聽多位同學在台上大展歌喉；張美玲
同學儀態萬千、歌聲瞭亮，意大利歌曲 Au De La，…… ，陳
飛龍同學、譚培根太太 Lydia 的粵曲，高季岳及劉㓗梅同學
的合唱，歡欣濃處，還有學弟、妹們的舞蹈，一面唱一面跳非
常熱鬧，高興時更有梁孔德同學及梁劉柔芬領隊一邊隨歌聲
串龍起舞，一條長長隊伍在塲中繞行，將歡樂氣氛推上高峰！
我們一班 「老頑童」喜得如小孩子一般玩耍；到末了更大合唱 
Auld Lang Syne 和（朋友）等歌調，在這熱烈澎湃的氣氛中雖
意猶未盡，但亦不得不依依不捨地交回塲地了；感恩讚美神
永遠的祝福，祈諸未來繼續傳承紅藍精神，延續同窗之誼於
永遠。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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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社：黃昭欽
培正耀社金禧台中/高雄5天之旅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暢懷，足以極視聽之娛。”－王羲之－

耀社金禧慶祝活動，首由台湾（台中/ 高雄）之旅拉開序
幕。時維 2015 年 11 月7日，是日也，天朗氣清，30 位同學及
家眷早上群集香港國際机場，”港龍航空”櫃檯前，預備辦理
登机手續。除台灣有隨團導遊外，鍾信明及何永年兩位同學
兼任正副領隊。同學不乏多年未見者，憑依稀記憶，指指點
點，笑問客從何處來 ?

中午時份，航机安抵台中机場。李國良及劉德光同學在
當地歸隊加入。為爭取時間，大隊即時乘大旅遊巴士前往參
觀”高美濕地”。濕地處於台中市清水區西側，鹹淡水交界，
乃小數雁鴨集体繁殖區之一。極目無際，沙地平坦，上建有長
長之木頭棧道行人觀賞橋。淺水處見有小魚小蟹爬游，生机
盎然！近岸處水草叢生，據聞此乃台灣特有之水草品種，世界
獨一無二！同學間寓旅遊於聯誼，高談闊論，時聞歡笑聲與讚
歎聲，此起彼落。同學之意不在景，在乎同窗之誼也！

晚飯後，續往遊台中”逢甲夜市”。該地攤販環繞”逢甲
大學”而得名；以新奇及有趣小吃聞名。在夜市集合點解散
後，同學各適其適，分頭找尋吃喝玩樂的樂趣！各人在此不僅
享受到夜市的熱鬧氣氛，亦能從中体會到當地的小吃文化。

翌日早餐過後，由台中出發前往埔里。埔里是全台灣唯
一不靠海的縣份。埔里四周由面積及高度不相同旳數十個山
巒環抱；是個典形盆地。其東又有中央山脈為其天然屏障，
可避過來自後山花蓮的颱風。此外埔里擁有四季溫和氣侯及
甜美水質。並曾獲 [ 讀者文摘 ] 評為”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之一。我們主要是前往參觀”埔里酒廠”。該廠以生產 [ 介壽
酒 ]，[ 陳紹 ]，[ 狀元燒 ] 及 [ 狀元紅 ] 等特色酒品馳名。開放參
觀部份，全以酒類，酒埕及酒配件作裝璜，頗具特色！

午餐後，乘坐約 60 分鐘車程前往 [日月潭 ]。日月潭乃台
灣第一大天然淡水湖。位處群山之中，風景秀麗寧静，頗有仙
境之感！由 [ 水社碼頭 ] 往 [玄光寺 ] 方向看，中間有 [ 拉魯島 ]，
左方潭形較圓，稱為 [日潭 ]；右邊潭形較長，稱為 [ 月潭 ]，遂
合稱 [日月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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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旁有 [ 文武廟 ]，背山面湖而建，地勢雄偉。登上後殿觀
景台，可以遠眺日月潭，視野遼闊，頗有擁抱天下之大度！其
廟為中國北朝式建築，規模宏大，氣勢磅礡。廟分三殿，前殿
祭祀開基元祖及文昌帝君等。中殿祀關聖帝及岳武穆王。後
殿則祀至聖先師孔子等。誠集儒，釋，道三教諸神於一堂。是
夜住宿 [日月潭映涵樓 ]。

第三日早餐過後，由日月潭出發前往台南。一遊當地的
[安 平古 堡 ]。 安 平古 堡位 於 安 平 區， 為 荷 蘭人在 1624 年 所
建。當時稱為 [ 熱蘭遮城 ]，俗名[ 紅毛城 ] 或 [ 番仔城 ]，是台灣
最早的一座城池。目前古堡西洋建築為日本時代整建。在堡
內古蹟中心，[ 劍獅 ]（獅子咬劍盾牌）最具特色。[ 劍獅 ] 是台
灣人紀念鄭成功擊敗荷蘭人開創台灣的民俗辟邪吉祥物。據
說有止煞驅邪的鎮宅功能。另外古堡右方有一古井，為荷蘭
人佔台時所築四井之一。外城的南璧高三丈餘，牆上古榕樹根
盤結。顕得古意十足！

第四日，早餐過後前住高雄。先往遊 [高雄愛河 ]。愛河是
高雄最具文化特色的河流。河岸旁巳整治成河畔公園。潺潺
清流的愛河，多少愛情故事在此醞釀，充滿浪漫色彩。公園
綠意盎然，所擁有的小葉欖仁林步行道，景致优雅；漫步其
間，頗富情趣！

晚上各同學前往遊 [ 六合夜市 ]。六合夜市是台灣最早的
行人徒步區和國際級觀光夜市。自1987年起，高雄市政府每

天傍晚 6 時至清晨 2 時，規劃六合夜市為行人徒步區。從此六
合夜市開始邁入知名的觀光夜市。夜市攤位據說超過 7，000
個。包括小吃，服飾，電影及各項 娛樂攤位。同學們進入夜
市，恍如進入大千世界，五光十色，目不睱 給，只見人山人
海，擠滿逛夜市的人潮。真能使人感受到高雄的傳統活力及
當地的浪漫風情。

最後旅程一日，早餐過後，前住參觀 [ 客家美濃民俗村 ]。
美濃民俗村位於高雄縣東北隅。形似 [ 坐蛙 ]。鎮內居民大多
為廣東蕉嶺，梅縣等地播遷到台灣的客家籍民族。鎮民以務
農為主，民風純樸，刻苦耐勞，鄰里敦睦，民風保守；尤其注
重子女教育，故而培養出許多碩士，博士。鎮民篤信佛教，勤
儉持家，充份展現中原民族特有之美德。園區內佈置不少綠
色植物及魚池。倍添雅意。當地還保留有傳統手藝，如油紙傘
及手拉坯窯業等。而古早味零食小吃亦多，例如美濃擂茶及
客家茶粿。令人不禁大發思古之幽情！

自來歡樂時光最易消逝，瞬眼間耀社金禧台灣之旅又近
尾聲！大家臨往機場前，仍把握最後机會搶購手信。最後才懷
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高雄机場乘直航機返香港。5 天之遊，
遊目暢懷，足以極視聽之娛！而同學寓旅遊於聚舊，情誼又更
深厚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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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十四日
耀社畢業金禧午宴

對許多耀社的同學，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絕對是一
個熱切期待大日子。 五年前畢業四十五年的慶祝活動纔剛結
束，大家已開始盤算畢業五十週年該如何籌備。  一批居港的
耀社同學，包括梁孔德 ､鍾信明 ､許麗芬 ､方通 ､范智端 ､譚美
瑜 ､樂美濤 ､羅耀雄 ､黃昭欽､高季岳 ､李粵寧 ､李澤民和陳振
華，在農曆新年後，就開始籌劃在年底的慶祝畢業五十週年
活動。 我們在美國三藩市的灣區，洛杉磯和紐約，加拿大多
倫多和溫哥華等據點，都有同學擔任聯絡人。再利用耀社網
頁和電郵等工具，我們把計劃了的金禧活動，介紹給海外的
同學，希望吸引他們回港參與。 

我 們 把 籌 備委 員會分成 若 干小 組，分工去 籌 備兩 個午
宴，兩個晚宴，三個旅行，一個薪火相傳和兩個培正同學會
的活動。兩個午宴分別安排在十一月十三和十四日中午時份，
在窩打老道 唐宮舉行。  負責午宴的同學，有許麗芬，李澤
民，陳振華和鍾信明。 第一個午宴在十一月十三日舉行，有
近一百五十位同學及其家眷參加，為整個耀社畢業金禧活動
揭開序幕。  籌委們十時半前已到達酒樓，並且帶同了為每位
同學預備了的名牌，簡介各項活動的小冊子，風褸和兩本由
許麗芬同學和邵耀成同學贈送的書刊。  十一時左右，參與的
同學們先後抵達，他們都懷着興奮和歡悅的心情，彼此互訴
近況，和懷免昔日在母校同窗的時光，場面熱鬧而溫馨，令序
餐地點外邊的大堂，擠得水洩不通。 各人在籌委們多番勸籲

下，才肯陸續就坐。 大會亦預備了一些懷舊歌曲，和由林定
邦同學精心製作的舊照片和錄像，輯錄了過去多年的生活片
斷，勾起了各同學許多美好的回憶，令大家十分讚賞。

午宴在十二時開始，百多位同學和家眷，筵開十二席，濟
濟一堂。 首先由麥森同學和鍾信明同學的外孫領唱校歌，再
由許麗芬同學領禱，感謝神大能的眷顧。陳振華同學代表籌
委會歡迎大家的參與，他希望同學們能利用這難得的機會，
懷免昔日情誼，把酒言歡，盡情享受這次相聚。在大家享用酒
樓提供豐富的點心和菜 的同時，大會亦邀請在座的同學逐一
上台，簡介自已和家庭的近況。我們特別得到兩位海外回來
參與慶典的同學何永年和溫健穗擔任司儀，他們風趣幽默，
妙語如珠，令整個午宴生色不少。

46 47

總會消息



范智端
耀社金禧懷舊晚宴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是耀社畢業五十年重聚活動的
第一天，帶着興奮喜悅之情，同學們參加了歡迎午宴和「薪火
相傳」，當晚六時未到，已相繼踏進懷舊晚宴會場，坐落尖
東的御苑皇宴。一張張笑意盈盈的臉，期待延續停不住的話
題，把酒言歡，互道近况。

負責懷舊晚宴的同學，方通，許麗芬，范智端，和譚美
瑜，在坐席安排上，也費了一番心思，她們事先以抽籤形式，
編定坐位，為來自世界不同角落的同學帶來驚喜，並以花的
名稱代替桌號，令人耳目一新。當晚筵開 12 席，每桌都插上
一 張花 咭片，計有 鬱 金 香，荷 花，紫 籮 蘭，玫 瑰，水仙，蘭
花，百合花，菊花，洋紫荊，喇叭花，牡丹，和秋海棠。晚宴
台正中紅色和金色的幔子前，掛上紅底金字橫額：「培正中學
1965 年耀社金禧懷舊晚宴」，喜氣洋洋。牆上的電視，播放
着林定邦預備的影帶，輯錄了同學們在校舊照和畢業後的生
活片斷，勾起大家陣陣回憶。

晚宴場地寛敞，同學們三三兩兩，遊走在筵席之間，軽
談淺笑，或舉杯𣈱飲，偶爾樂不可支，開懷大笑，空氣中洋溢
著絲絲暖意。參加晩宴的同學大部份來自海外，出席同學及
家眷共 137 位。

信 班 －盧 民 偉， 盧 民 偉 太 太， 劉 潔 梅， 許 丽 芬， 朱 明
若， 鄭 樹 志， 鄭 樹 志 太 太 （May） ， 李 國 良， 李 國 良 太 太

（Helena），Mrs. Kielbasa Su Hsiang，余瑞萍，溫健穗，

溫健穗太太（Nympha）， 鍾立，陳憲生，黃耀棠，黃耀棠太
太（Susanne），張秉權，張秉權太太（Julia），黄昭欽，汪
慶標，饒方欽，黃雪影。

望班－方通，趙麗嬋，黎鳳霞，柯珂，張儉樸，陸綺琴，林
鳳潔， 陳秀鳳，Mr. Ted Lam，司徒迺星，司徒迺星太太（蕭
麗嫣），温汝炤，温汝炤太太（Katherine）。

愛班－袁立平，葉愛薇，譚美瑜，程雪妮， 林光宇先生  ，
羅 桂 林， 封 達 恩， 封 達 恩 太 太（Diana）， 樂 美 濤， 樂 美
濤 太 太 （Angela） ， 謝 定， 鄭 月 蓮， 趙 萬 春， 趙 萬 春 太 太

（Maria）， 張 美 玲， 劉 植 勝， 劉 植 勝 太 太（Irene）， 吳 煥
源，陳兆源，趙仰德，陳海榮，高志豪，黃創文，黃創文太太

（Sue），譚培根，譚培根太太（Lydia），陳秀凰，陳明珠。

光 班 －范 智 端， 阮 壽 彭， 阮 壽 彭 太 太（Helena）， 甘 亜
敏 ，麥建 成，麥建 成 太 太（Wendy），葉怡 音，Mr. Roger 
Wong， 廖 耀 濬， 廖 耀 濬 太 太（Lu Lu）， 鄭 寳 釗， 鄭 寳 釗
太 太（Regina）， 周 之 文， 何 永 年， 林 耀 煇， 林 耀 煇 太 太

（Dolores）， 譚 耀 泰， 譚 耀 泰 太 太（Nancy）， 汪 復 復，
何 衛 華， 何 衛 華 太 太（Yi Ton）， 蘇 麗 文，Mr. Anthony 
Chow，鄭建穗，鄭建穗太太（Helen）， 尹立道，尹立道太太

（Emily），黄杰，黄杰太太（Dora），黃家樂，童苾芬，Mr. 
Mark Wong，林定邦，王怡邦，張舜民（張海燕太 太），王
克倫，王克倫太太（Amy），黄亭榮。

最令各同學感到意外驚喜的，就是劉彩恩老師和麥文郁
老師在開席不久，在鍾信明和方通同學等陪同下，蒞臨我們
的午宴。 兩位老師年事已高，特別劉老師已經九十五歲了！ 
同學們看到他們身體安康，可以來為我們主持畢業金禧的加
冕典禮，都極感欣慰。 大家都祝願兩位老師長命百歲，身心 
康泰。

歡樂的時光，通常都是過得特別快的。 由於同學們要在
下午二時就要抵達母校禮堂參與加冕典禮和薪火相傳的活
動，所以大家在一時四十分前就要離開酒樓。不過各同學在
結束午宴前，還不忘每班拍攝團體照，為當天的聚會，留下美
好的回憶。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是培正同學日。 耀社同學在當天早
上，亦在唐宮享用點心午宴。有幾位在前一天未能參加歡迎
午宴的同學，今天都出席了。 雖然參加人數比前一天聚會的
略少，但眾人依然繼續享受這共聚一堂的歡樂時光。

48 49

總會消息



善班－應義鈁，應義鈁太太（Virginia）， 鍾信明，鍾信明
太太（ 陳細娥），梁孔德，梁孔德太太（劉柔芬），高季岳，
李 澤 民， 周 家 榮， 周 家 榮 太 太（Stephanie）， 陳 大 琮， 陳
大 琮 太 太（Edith）， 陳 振 華， 楊 波 平， 林 永 逸， 林 永 逸 太
太（Nancy）， 陳 偉 興， 陳 偉 興 太 太（Isabella）， 戴 秀貞，
常健，王 定揚，王 定揚太 太（小 毅），劉德 光，劉德 光 太 太 

（Grace）王 紀 樑， 關 仕 清， 關 仕 清 太 太（Shelley）， 熊 竚
聲，熊竚聲太太（Gen），王浩華，王浩華太太（Leslie），趙
華，趙華太太（Pearl），李粵寧， 李粵寧太太（Wendy）。

晚上約七時半，懷舊晚宴程序正式開始，晚會司儀，朱
明若和陳海榮，請譚美瑜代表致歡迎詞，隨後由鍾信眀的孫
兒，就讀培正幼稚園的鄺偉兆和鄺尉心，領唱培正校歌和校
旗歌，姊弟倆在陳秀鳳的鋼琴伴奏下，滿臉認真專注，以清
脆嘹亮的歌聲，帶領全體同學大合唱，他們小小年紀，在眾
多祖父輩學長前揮洒自如，實在是培正學生的驕傲。關仕清
領禱後，同學們分班合照，留下記念。

當同學 們 都已安 坐 席上，預 備品嘗美 酒佳 餚“ Richard 
Clayderman 的 鋼 琴 音 樂 “Time to say goodbye” 除 除 响
起，投 影 幕上 是 “Remembrance of Classmates who have 
passed away” 和 “Always in our thoughts, forever in our 
hearts” 字句。半世紀前建立的友誼，感情深厚，在金禧感恩
的日子，如果全部同學都可再聚首一堂，是何等的福份，可惜
我們當中有部份同學巳和我們永別，再也沒機會重聚，晚宴
籌備小組決定加入緬懷已去世同學的環節，讓我們在歡樂聚
舊的同時，也不忘一群和我們共渡青蔥歲月的故友。

在擬定名單時，我們都戰戰兢兢，準確度不容有失，耀
社籌備組和遠在海外的同學，都紛紛幫忙確認資料，負責製
作影碟的林定邦，更為相片貼上同學小傳，譲我們重溫他們
的點滴。巳確認離開了我們的同學，有十六位：李國賢，凌宏
輝，李斌全，潘裔光，王仁棟，周修坤，劉杏芳，鄔學剛，楊
振秋，翁榮新，陳潤湛，郭棣生，許彬，阮能，張海燕，胡焯
峰。

司 儀 陳 偉 興 和童 苾 芬，在 放 映 照 片的 同 時，邀 請 同學
們分享與他們的相處片斷和懷念。他們當中有些英年早逝，
有些離開時正值盛年，談到昔日舊事，他們的音容笑貌，浮
現 眼 前。 有 機會 和 每 位 離 去 的 同 學 説再見， 心中暗 釋 然。
投 影 幕 最 後 寫 上"Rest in peace. You are gone, but never 
forgotten" 正正是我們的心底話 。朋友們，安息吧，你們將
永逺留在我們記憶中。我們將會更珍惜每一個重聚的機會，
留下更多美麗的回憶。

緬懷過後，司儀張美玲和周之文，以軽鬆活潑的語調，
和同學一起回味在培正年代的舊事。其間也邀請一眾參與金
禧活動籌備的海內外同學，分享感受。大家都很珍惜這次的
工作機會，彼此團結一心，共同携手，發揮培正互助友愛精
神，精心策劃和細心安排，務求使每一位參與盛會的同學，
盡情享受舊友重聚的歡樂時光，深信這一份經歷半世紀的情
誼，会越見深厚，延續下去。  

晩宴在十一時許結束，同學們都笑著説再見，期待在接
下來連串活動裏再聚首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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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 believe it's been 50 years already since we 
graduated from Pui Ching.  It turns out that our 50th 
reunion timeframe coincides with Pui Ching Global 
Reunion at Australia. Albert ( 張秉權 ) and Cordia ( 朱明
若 ) were kind enough to arrange for our own private 
tour starting from Sydney.  Since Roger and I ( 葉怡音 ) 
have never been to this part of the world, we decided 
to join in.  And somewhat last minute, we also decided 
to join SM Chung ( 鍾信明 ) and his wife ( 細娥 ) for the 
Melbourne's activities.  What a trip!!  Below is a quick 
trip report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Hope you 
enjoy reading it and bring back fond memories for those 
who were at the trip.

MELBOURNE
10/21/15 Wednesday
With much anticipation, we flew in from Hong Kong to 
Melbourne and checked in at Westin hotel.  Welcome 
dinner is to be held at Shark Fin House ( 食為先洒家 ) in 
Chinatown.  It's only a short walk from the hotel, but 
it had some uphill walking and it was quite windy.  It 
took us longer to get there.  By the time we were at the 
restaurant, it was filled with people already.  SM Chung 
represented our class so he was seated at the VIP table.  
We ended up with some of the former and current 
teachers at Pui Ching and had great conversation.  Meal 
was delicious and much better than our usual fare that 

Australia Trip Report
培正耀社金禧活動

50 51

總會消息



we found in Seattle. Service was great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tables and we had a great time.  So glad we 
got to meet so many people and found out more about 
Pui Ching's current state.

10/22/15 Thursday
We met up with the tour guide at Mercure Welcome Hotel 
in the morning.  This is where most everyone stayed.  
Again another short walk from Westin Hotel, but the 
location was great.  Note to self, we'll book this hotel 
if we are to come back to Melbourne.  Tour guide took 
us for a general city tour via the "free" city tram. It gave 
us a good opportunity to see all the sites.  However, we 
ended up busy conversing with other Pui Ching alums the 
whole time.  Some were in class of 57.  They talked about 
化學張 and 物理王 as if it was just yesterday.  What great 
memory!!

For lunch, Benjamin Chui (Sydney's 會長 ; Global 
Reunion's head organizer) took us to buffet at 
Melbourne's casino.  It was a great choice.  After lunch, 
SM Chung had to leave to meet up with other friends and 
we were off to Philip Island to see the penguins.  This 
turned out to be the highlight of the tour.  It was so cold 
and windy sitting at the bench waiting for the penguins 
to show up but was totally worth it.  I didn't realize how 
small they are and smelly as well.  Our granddaughter 
loves penguin and would have enjoyed watching them. 
Miss our grandkids already!

10/23/15 Friday
Today's tour is to visit Great Ocean Road & 12 Apostles.  It 
was a long 4 hours drive . The 12 Apostles were formed 
from caves that eventually collapsed into rocks isolated 
from the shore.  While they were beautiful to look at 
and part of the "must see" for Melbourne, I wasn't sure 
whether it was worth such a long drive.  But all in all, we 
had a good time. 

SYDNEY
10/24/15 Saturday
We flew from Melbourne to Sydney today.  Albert has 
booked us at the IBIS Hotel at Darling Harbor and has 
already checked us in and handed us the key.  What 
great service.  While he was waiting for the rest of the 
classmates to show up, Roger and I took the light rail to 

Paddy's Market.  It was really easy from the hotel and the 
BBQ pork/duck noodle at the food court was absolutely 
yummy.  By the time we got back to the hotel, most 
classmates*** have shown up.  We had Vietnamese Pho 
for dinner near the hotel and then watched firework from 
the hotel's bar afterwards.  Love Sydney!!

10/25/15 Sunday 
Today's the "main event" day for Global Reunion.  It 
started with Opera house tour, group photo, harbour 
cruise with lunch, and then grand dinner at Sky Phoenix 
Restaurant.  Class of 75 members had their uniforms 
(wind breaker and pant) during the whole event.  Wish 
we had ours on hand too.  There were many Pui Ching 
students, both primary and high school, who came to 
the event.  We snapped lots of pictures with them in it. It 
was so memorable. They also entertained us during the 
harbour cruise. We sang 校歌 and 校旗歌 so many times, 
even Roger can do " 培正 Ray Ray Ray". What fun!!

Sky Phoenix Restaurant sat on top of a shopping mall and 
it was of good size.  Our class had 2 tables.  it was great 
to be called individually to come up to the stage for our 
50th "certificate".  I felt so proud.

10/26/15 Monday 
We started our Sydney tour today with Blue Mountain 
Day Tour.  John, aka "happy" our tour guide, picked us 
up at Darling Harbor.  He came with a small van and had 
hard time fitting in all our luggage (including David Lee's 
"the big ones").  We ended up detouring to our next hotel 
(hotel Liverpool) to drop off luggage before the tour.  

We saw the three sisters at Blue Mountain.  It was a windy 
day and we didn't stay too long for photo op.

Tonight we started our 八菜一湯 experience.

10/27/15 Tuesday
We were supposed to visit a winery, but John told us 
that grape is not in season???  We ended up at Nan Tien 
Temple instead.  It was supposed to be  the largest 
Buddhist Temple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Lunch 
was very simple.  We dined with bunch of kids.  In the 
afternoon, we spent most of our time in the coffee house 
prior to end of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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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RNS
10/28/15 Wednesday 
We flew from Sydney to Cairns today.  Our driver met us 
at the airport and took us to Hotel Cairns.  This time he 
came with a luggage trailer. No more squeezing.  What 
a relief.  From this point on, we were "self guided" with 
Albert being our tour leader.  No more "happy" until 
Brisbane.

10/29/15 Thursday
Today we visited Great Barrier Reef.  Our driver picked 
us up from the hotel and dropped us off by the pier.  We 
were somewhat clueless, but eventually managed to 
exchange our ticket and went on a boat ride.  There were 
lots of Chinese tourists from mainland on the boat.  It 
was fun striking up conversation with them.  Being on 
our own, we learned the trick to be first in line for lunch.  
We then signed up for the semi submerged submarine 
and saw a bunch of fishes.  It was beautiful, but I wish we 
could see more varieties.

10/30/15 Friday 
In the morning, we visited the Kuranda Rain Forest and 
rode on the Army Duck.  It was quite interesting.
In the afternoon, we flew back to Brisbane and were 
taken to the Sapphire Resort Brisbane Hotel.  Cordia 
and Andy (from New Zealand, whom we haven't seen 
for 50 years) were at the hotel lobby when we arrived. 
They were to join us for the portion from Brisbane 
to Gold Coast.  Steak dinner was then served at the 
restaurant adjacent to the hotel.  Unfortunately, the 
meal was prepared ahead of time and our "medium rare" 
order all turned into "well done".  We were somewhat 
disappointed.  On top of that, the hotel did not have 
elevator.  Poor David with his 3 huge suitcases.  A bunch 
of us decided to vacate our room and move to Hilton, 
starting of our mutiny.

GOLD COAST
10/31/15 Saturday
Cordia invited us to visit her home.  She was most 
hospitable. She then took us to visit the Story Bridge, 
Custom House, and also lunch at George's Paragon 
Seafood Restaurant.  Lunch was fantastic.  Thank you, 
Cordia.

After lunch, we started our journey to Gold Coast.  This 

time, our hotel, Watermark Hotel at Surfers Paradise was 
very nice.  We were now happy campers once again.

11/1/15 Sunday
We did the Paradise Country Tour today and attended 
some of the shows.  I didn't know the sheep was that 
smart but boy, were they smelly.

BRISBANE
11/2/15 Monday
Today's highlight was to visit Griffith University, where 
Cordia is the director for Environment and Population 
Health.  I loved the tour and was so very proud of Cordia 
and her achievement.  I could go back to school anytime.  
 
Again, we were to stay at the Sapphire Resort and 
decided to check-in at Hilton instead.  Thanks to Albert 
and Julia's Hilton's status, we were booked into the club 
level and enjoyed our evening drinks with them.

11/3/15 Tuesday 
This was the end of our Australia tour.  We opted to take 
it easy and did nothing.  Tonight we flew back to Hong 
Kong.  

*Classmates who were part of our 
Australia tour:
Betty Lai 黎鳳霞
Betsy Chan 趙麗嬋
Alfred & Maria Chiu 趙萬春 
David & Helena Lee
Mrs Kielbasa Su Hsiang (Helena's sister) 李國良 
Stephen & Violet Seung 常健 
Clara Chan 林鳳潔
Francis & Gen Hung 熊竚聲 
Albert & Julia Cheung 張秉權 
Roger & Yvonne Wong 葉怡音 
SM 細娥 Chung 鍾信明
Cordia Chu 朱明若
*joined us from Brisbane and on

Rosie & Arnold Lee 
* friends of Albert from 培英
Michael Wong (from Sydney)
*joined us for Global Reunion Day only
Andy Li (from New Zealand)
*joined us from Brisbane to Gold C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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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是耀社高中畢業五十載金禧年，依培正傳統，我
們舉辦了一連串活動作為慶祝。為使此次金禧慶典能順利舉
辦和滿足大多數同學的期望和需要，在港的同學於 2014 年
12 月19 日於香港培正同學會會所舉行了第一次會議，詳細的
討論了活動的詳情、時間及負責同學等等。

隨後於 2015 年 1 月、3 月、5月、6 月、8 月和 9 月均齊集
同學會跟進進度。耀社同學分佈美、加和香港各地，我們於
多年前已於美東紐約、美中芝加哥、美西三藩市灣區、美西
羅省、加東多倫多、加西溫哥華成立分區聯絡網，每區設有
一聯絡員負責接觸該區同學，充分發揮了化繁為簡，便於凝
聚各區力量的作用。最後我社有百多位同學在這次金禧活動
中出現，也不負籌備同學們的一番努力和心血。大家都明白
一生人中沒有多少個五十年，也不能增添多一個同學。觀乎
我們的年紀，在以後的歲月中可以再一次聚集這麼多同學在
一起參加活動，閑話舊日同窗情誼的機會也將愈來愈少，大
家都能珍惜此次難得的金禧盛典，無論身處何方，只要身體
許可，時間能安排，都積極響應回到香港，返回母校參與此
盛會。

籌委會中負責各活動的同學更不辭勞苦，想方設法，辦
多 一 點 活動，盡心盡 力辦到最 好。負責兩個晚會的同學方
通、范智端、譚美瑜、許麗芬為選擇場地，多次親身視察候
選酒家，為達致滿意效果，親自佈置會場，以花名為餐枱命
名，增加溫馨氣氛，為使 與
會者得嘗美食，親身去試菜
等等。又 如廈門高鐵之旅，
樂 美 濤 同 學 更 親 身 事 前 到
廈門一轉，鎖定住宿之酒店
和饍食之 酒家，菜單等。又
如午宴小組，陳振華、李澤
民、 羅 耀 雄 等 數 度 到 唐 宮
安 排 音 響、 定 餸 單、 餐 枱
和招待 枱之擺設等。總 之，
一分耕耘，一分收成，耀社
金禧活動也於一片歡呼聲中
於 2015 年 11 月22日謝 師 宴
中結束，每個活動詳情將分
別由個別同學寫出，於同學
會下期通訊中刊出，留為紀
念。以下是活動的簡介。

香港培正中學1965年級耀社金禧活動一覽表和簡介：

（一）澳紐世界培正同學日	 18/10/2015	–	03/11/2015
澳洲墨爾本、悉尼、布里斯本、黃金海岸和凱恩斯

（二）	台灣之旅	 07/11/2015	–	11/11/2015
台灣台中開始終於高雄

（三）	歡迎午宴	 13/11/2015
維景酒店唐宮

（四）	薪火相傳	 13/11/2015
培正小學禮堂

（五）	懷舊晚會	 13/11/2015
尖東帝國中心御苑皇宴

（六）	點心午宴	 14/11/2015
維景酒店唐宮

（七）	培正同學日大公宴	 14/11/2015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宴會廳

（八）	廈門高鐵之旅	 15/11/2015	–	18/11/2015
廈門

（九）	順德美食之旅	 18/11/2015	–	20/11/2015
順德

（十）	耀社金禧謝師宴	 21/11/2015
香港灣仔皇朝會

鍾信明
耀社金禧活動籌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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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18 日星期三晚飯
前菜 : 涼拌黑木耳、涼拌魚皮、南

乳花生
均安燒豬

太史五蛇羹
煎焗縮骨腩

欖角蒸縮骨頭魚骨
吉列春花餅拼釀藕餅

豉味芋頭鵝
鳳城四杯雞
魚滑浸菜苗

生炒臘味糯米飯
陳皮連子百合紅豆沙

晶瑩水果盤

2015 年 11 月19 日星期四晚飯
前菜 : 鹵水豆腐、涼瓜青、拍青瓜

吊水生魚片(2.5 斤 ) 魚腩
大魚頭 ( 個半 )
白鱔片(1.8 斤 )
鯪魚球 (20 粒 )

肉丸 (20 粒 )
手打牛肉丸 (20 粒 )

走地雞 (2.5 斤 )
鮮帶子 (12 只 )

本地生蠔 (12 只 )
明蝦 (1.2 斤 )

肥牛粒 (1.3 斤 )
豬爽肉片(1 斤 )

豬肝 (1 斤 )
生菜、塘好、娃娃菜、豆腐各一

份、無米粥底、一人一爐

2015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午餐
前菜 : 脆瓜洋蔥、爽脆蘿蔔、南乳

花生
五福臨門

天麻燉魚頭
干煎桂蝦

白切雲英雞
油鹽蒸吊水山坑鯇

啫啫焗魚咀
涼瓜青浸雙丸

幹偏椰菜粉絲木耳絲
鳳城雙皮奶
晶瑩水果盤

鍾信明
耀社金禧順德美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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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耀社在順德兩天中其中三餐的餸單，任何人看了，
一定胃口大開，食慾大增，茲抄下作為紀念。

耀社六十多位同學與家人於 2015 年 11 月18 日經三晚四
日在廈門的活動結束後，乘搭高鐵返回深圳北站，除數位同
學因事回港外，餘下 50 多位，馬不停蹄，於深圳北轉乘中旅
社的兩架巴士浩浩蕩蕩的轉去行程中的第二站順德新世界酒
店，另外有廿三位同學與家人沒去廈門者，則在當天於九龍
中港城乘搭雙船，由陳振華同學帶隊直奔順德。參加此次順
德美食之行的人數共八十多人，熱烈情況，盛況空前。

兩路人馬於下午六時左右抵達酒店，馬上分配好房間，同
學們已急不及待的三五成群的在酒店大堂叙舊起來，笑聲、
尖叫聲、歡呼聲和感嘆聲，響澈整個大堂、酒店職工，聞說我
們同學，畢業五十年，現分別居於美國、加拿大、澳洲、香港
等地，仍能齊集一起參加此次活動，頻說 : 難得，難得。

七時左右，晚飯鈴聲響起，大家一同步入酒店為我們準

備用餐的宴會廳。在順德的數天都在這裡用餐，只有一午餐
是到梁孔德同學友人的農莊享用農家菜。

這次名為「美食之旅」，看了以上三張餸單，品嘗後，所謂
「食在順德」，確是名不虛傳，一點也沒錯。肉有肉味，魚味

鮮甜，食材新鮮，加上廚藝高超，所有出席者三天過後均帶着
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順德。

在這幾天旅情裡，旅行社雖然安排了不少活動和景點，
如逢簡水鄉、天佑城、清暉園等，但同學們都選擇在酒店附
近，三五成群的遊玩，購物或留在酒店閑話家常，盡量爭取
一分一秒相聚的機會，因不知以後再來一次的機會若何，要
等多少年，各人的身體狀況如何，總之大家都很珍惜這次金
禧重聚的所有活動。

於11 月20 日午餐後大家收拾好行李，在大堂集合，排好
隊影了集體相，相繼上了巴士，踏上返回香港之路，因明天還
要參加「耀社金禧謝師宴」的慶典。再見順德 ! 我們一定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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