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南（德州）培正同學會在十月十日（星期六）晚上六時
半，舉行慶祝中秋聯誼聚餐晚會。

是次聚會地點仍然借用曉士頓中國教會 （10305 S. Main 
St.， Houston， TX 77025; ） 副堂舉行，一如以往之聯誼聚會
先來品味正宗香港美心月餅，懷舊港式絲襪奶茶。餐後由美
國貝勒醫學院，考倫眼科學院（Cullen Eye Institute，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Houston）世界著名眼科研究權威，吳
淼鑫博士（Dr. Samuel Wu）蒞臨演講，題目為： " 眼睛、腦、
藝術與疾病 "

吳博士深入淺出， 講解眼睛与腦神經各種細胞的關係，說
明腦的可塑性；我們眼睛看到的與真實有時是有差距的。國
畫如八大山人等的水墨人像的抽象，說明了他們都知道這差
距。又講及黃斑病，青光眼，倒眼等病症及其醫治方法。他也
是昇社同學。

姚 秀 萍（ 真 社 ）主 講 休 斯 敦 值 得 一 試 的 餐 館：Peska 
Seafood 海鮮館：Indika 印度餐；Del Frisco 牛扒館；Luby 
Cafeteria 雞 派：Lucky Palace Bellaire 韓 國 店 ， 招 呼 好，
有笑容；又介 紹各種 超市食品： 炸豬皮（Central Market）；
THAI KITCHEN 無化學劑 米粉 （Whole Foods）； CHA SOBA 
無鹽日本粉 （百佳） 。

最後劉應德（協社）主持有獎猜謎游戲。
甜品獲獎：黃太；袁太；林太各位由同學捐助各種禮物，

張惇佑捐助畫作，為抽獎與會同學。人人有獎，皆大歡喜歸家。

活動後記－許國華會長

各位學長，校友，大家好：
首先非常多謝大家熱心支持同學會的活動，上星期六晚 

（十月十日） 有六十位 （包括姑爺，社嫂，及親友） 參加在曉士

許國華
美南（德州）培正同學會中秋歡聚

許國華，董貴芬女士， FRANK YU，丁琪珊，黄婉怡，吳教授，羅大愚，曹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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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中國教會舉行之慶祝中秋聯誼聚餐晚會。

因為大家的支持，使當晚的各项節目，包括晚餐，茶水，
甜品，及其後的各項健康講座，遊戲，猜迷，抽獎等等，都令
各參加的同學滿意。這些都是因為各學長，同學鼎力支持的
結果，本人在此再向各位致萬二分的謝意。

多謝溫威廉學長將當晚的各項節目及所拍的照片整理好
放在美南培正同學會的博客（Blog）上，請点擊下面的連結觀
賞及下載。

http：//houstonpuiching.blogspot.com/2015/10/
alumni—— g at h e r e d——f o r——mi d——a u t umn——
festival.html

在此特别多謝以下同學：
李國富，陳紹綸 —— 場地借用，提供各項用具等

吳淼鑫 —— 健康講座
張惇佑 —— 送出精美自（原）創民族及風景畫供抽獎用
姚秀萍 —— 餐館介紹，奨品採購，及現場協助
袁兆華 —— 提供港式奶茶
張景燊，何永康 —— 餐点運送
劉應德 —— 有獎燈謎
六位校友的甜品製作及競賽再次一併致謝。

各位學長，同學若對日後同學會各項活動，聚會內容，
節目安排等等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隨時來 email 或來電 

（713——937——0016） 賜告為盼。

即祝
愉快，健康 !

許國華敬上
2015 年 10 月12日

林太獲甜品獎

黄婉怡（昇），温綺蓮 （仁）， 温威廉 （忠）夫婦
JOHN AND LINA LAM

李國俊，林懷傑等同學，親友

李國富，張景燊， DEBIE GEE等同學，親友

許國華，董貴芬女士， FRANK YU，丁琪珊，黄婉怡
吳教授，羅大愚，曹應泉

何衛中牧師謝飯後，
會長提議大眾起立靜默
紀念張樂天 牧師
（磐社1941） 吳淼鑫博士（昇社）

羅大愚，ROY， 曹應泉等同學，親友

馮奇彬太太抽中 —— 林春榮攽獎及張惇佑畫家 林懷傑抽中大獎是尖沙嘴鐘樓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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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宣告開會 Milly

2. 禱告 Harry

3. 唱校歌 William

4. 介紹校友 Harry

5. 今屆慶典同學
 許君傑 Wai Hui （1950弘社）
 張殿彬 Benny Cheung （1955忠社）
 李兆堂 Lee, Paul （1965 耀社）
 梁福霖 Ronald Leung（1970謙社）
 許天鴻 Dennis Hui （1975昕社）

6. 致謝詞

7. 宴會開始 Milly

8. 抽獎

9. 全體拍照

加拿大卡城培正同學會2015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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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七月十二日下午五時在加省省會沙加緬度市麗寶
樓酒家，舉行了今年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聯歡晚宴。這次晚
宴雖較往年的春宴遲了近一個半月，但沙加緬度地區的培正
同學及親友們仍然興高彩烈的參加。由於羅根合會長出外旅
遊，由副會長胡婉霞同學（培正 1978 年英社）主持並致歡迎
辭。她提到羅根合會長多年來為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作出了
很大的貢獻，並為其因旅遊在外而缺席而感遺憾，接著她宣
佈今晚要派發選票，進行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 2015 年度新職
員選舉以及更新各位同學的地址、電話及電郵，以便加強同
學們之間的來往。她特別感謝歡迎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戚嘉慧
會長專程由灣區來到沙加緬度參加晚宴祝賀，並介紹了各宴
席的來賓後，由黃開旺同學（培正 1957年輝社）領唱培正校
歌，大家以高昂的歌聲表達了對培正母校熱愛的心聲。楊東
權同學（培正 1954 年匡社） 為聯歡晚宴領禱，他在禱告前提
到了在 125 年前基督教浸信會三位信徒發起在廣州創立了培
正書院，在神的保佑下，發展擴大到在省、港、澳三地都有
培正學校，為世界、國家、社會培育了大量人材及精英。當年
創立培正的三位中一位姓李的弟兄的最小的兒子，年近 90 歲
在加省大學 Davis 醫療中心退休後，仍然住在沙加緬度附近
的 Davis 。百年後的今天，培正同學會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
結果，這見證了神的偉大和奇妙作為。接著他提出要懷念在
去年逝世的前會長曾翠巧及黃源釗同學，簡要地介紹了2014
年五月六日享年 96 歲的曾翠 巧學長的生平，她是 加省省 會

培正同學會的元老之一，1926 年入讀培正中小學，成為基督
徒後，在學校戲劇會及田徑隊非常活躍，曾榮穫標槍及鐵餅
全港冠軍。她多年來為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出錢出力，貢獻
不少，神一直賜福給她及她的親屬家人，得到了各位同學的 
尊敬。

晚六時半宴食開始，各宴席同學及親友高高興興地享用
實惠健康的酒菜美食，席間暢談各人近況，並收集選票及地
址更新表，大家都表達要互相增強聯系的心意。副會長胡婉
霞同學宣佈選舉結果及新職員名單如下：
會長  楊東權（培正 1954 年匡社）
副會長  周達堯（培正 1968 年昇社）
財政 / 文書 譚淑儀（培正 1978 年英社）
康樂  胡婉霞（培正 1978 年英社）
  張杏超
顧問  黃開旺（培正 1957 年輝社）
  羅根合（培正 1954 年匡社）

同學們都報以熱烈掌聲，贊成祝賀各位新職員，然後全
體培正同學及新職員歡笑地合影留念（見下附圖）。

接著是豐富的獎品抽獎活動，同學們都帶來了各式各樣
的禮品，差不多人人都穫得一份禮品帶回家中，最後由黃開
旺同學及新任會長楊東權同學共同領唱培正校旗歌後，愉快
地散會結束了聯歡晚宴。

楊東權（培正1954年匡社）

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
2015年度聯歡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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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亞省培正同學會
歡迎昇社校友到訪

2015 年 7 月 27 日昇社校友一行 22 人分別從香港，美國
和加拿大其他省份來到亞省愛城， 開始為期七日六夜的洛磯山
脈之旅。暢遊愛城，Jasper，Banff，卡城等名勝。除了湖光
山色 之外，亦遇見黑熊等動物。8 月 1日回到愛城參加亞省
培正同學會的聚餐晚會。

當晚在太子軒酒樓宴開五桌，參加者眾。六時半各赴會
者巳準時入座。晚會開始，先由會長 顧錚致詞歡迎及送紀念
品給到訪的昇社校友。紀念品是昇社校友剛到愛城時所影的
全體相， 其背面印有亞省同學會正副會長的簽名及會章，再經

精心包裝而成。正是物輕情意重。接著全體出席者起立唱校
歌，跟著是昇社社長唐世煌特別將一面收藏了四十多年的昇
社社旗送予亞省同學會，美南培正同學會會長許國華是昇社
校友，他送給亞省同學會錦旗一面。禮物一一由會長顧錚代
表亞省培正同學會欣然收下。隨著而來的是由黃忠信領禱謝
飯。佳餚一到，筷子齊飛，不失為培正馬騮頭 ! 昇社訪客還讚
賞愛城的中餐水準不錯。

吃喝之後，玩樂開始。由楊光浩，陳康年主持廣東俗語
認字比賽。以每桌為一組，每組輪流認字，答中一字得一分，

昇社校友在亞省培正同學會聚餐留影昇社校友在愛城小聚留影

昇社校友在 WEST EDMONTON MALL 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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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最多的一組勝出。所要認的字都是廣東話的常用俗語，
但又鮮為人知怎樣寫的。經遇五回激烈比併，結果由昇社訪
客的一組勝出。他們從會長顧錚手中贏得一大罐腰果，大家
齊齊分享。

晚會亦設有抽獎節目，禮品豐富，計有多份小禮物，三條
陳康年親手釣的魚，朱古力糖，餅乾等。大獎是當晚的餐費，
得獎者不用付費，白吃一餐。結果大獎由顧錚兒子抽中，各項
獎品亦順利送出，皆大歡喜。晚會到十時許才盡歡而散。

當晚出席者有潘志強夫婦（正社），譚杰夫婦（銳社），鄭

凱文夫婦（耀社），蔡業健夫婦（正社）， 羅慧嘉和夫婿（銳社），
鍾兆芳夫婦（誠社），周衍慶（捷社），曾劍平夫婦（真社），王
敏靈（剛社）， 傅潔炎和夫婿（恆社），陳潔明（捷社），陳康年

（昕社），鄭澤衡夫婦（捷社），周述忠夫婦（偉社）， 楊光浩夫
婦（昇社），黃楚珊和夫婿（昕社），陳惠娟和夫婿（剛社），顧
錚（謙社），黃忠信（銳社）， 羅衍深夫婦（昇社），沈夢文和夫婿

（謙社），曾濤太太，Eddie 旬，Howard Chang 和 Virginia。 昇
社到訪嘉賓有寇懷誠夫婦，余庭光太太，許國華，郭瑞偉夫婦，
張超傑夫婦，楊美屏和夫婿， 杜漢鐵夫婦，唐世煌，蔡敏慧。

昇社社長唐世煌送社旗給亞省培正同學會 亞省培正同學會聚餐留影三 

美南培正同學會會長
許國華送錦旗給亞省
培正同學會亞省培正同學會聚餐留影二 

亞省培正同學會聚餐留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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