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省 培正同學會乙未羊 年 春 茗暨 執委 輪 替 晚 宴，於二
零一五年三月八日假座於麥咸市金爵豪宴舉行。當日天公造
美，久違了的零上温度在該天有幸出現為當晚添了一點暖意。

咚咚咚咚，隨著充滿氣勢的鑼鼓聲，四頭生氣勃勃的醒
獅為晚宴揭開了序幕。負責醒獅的團隊領 班為英社同學，表
演格外落力。隊員華洋共處，盡顯加拿大多元色彩。十六席
的嘉賓和同學，很快便被這出色的舞獅表演吸引，紛紛拿出
手機拍照，氣氛頓時熱鬧起來。

醒獅邀得林英豪校長及蔡偉海學長两位顧問點睛。两位
顧問老當益壯，與生氣勃勃的醒獅不遑多讓。點睛後，晚宴
隨即開始。

席間杯盤交錯，叙舊的叙舊，閒談的閒談，反正是培正
人，很快便熟絡了。魔術表演是晚宴的附加菜餚，增添了該晚
宴的熱鬧氣氛和特色。

會長劉永安簡略報告了安省培正同學會的狀況。上屆同
學會委員全數留任。看來他們又要為大會再次出力了，要在
這裡先行謝謝他們。祝酒過後，財務執委莫詠嫻亦在此報告
了同學會的財務狀况和介紹二零一五年的主要活動，包括有
麻雀比賽和暑期燒烤同樂日等，詳情可向執委查詢。

談 笑間 很快 便 到了甜品時間，司儀 朱 鎮 堂同學意 猶未
盡，一展歌喉，為晚宴劃上一個完整句號，看來朱同學歌藝
又進步了。

海外培正同學會是紅藍兒女引以為傲的組織，協助過不
少培正同學融入當地社會。這除了有賴各執委及顧問的無私
奉獻外，亦需各人踴躍參與，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同學加入。

傑社 陳文佳
安省培正同學春茗暨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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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賞楓的習慣。到了九月中旬，看到橙紅遍野，便
感到莫名的興奮。早年前掏腰包，忍痛買了部職業用相機，
都是拜楓葉所賜。常被人調侃：以前用傻瓜機拍那些照，效
果好像差不了多少吧！其實他們不知道，靚相機不一定是用來 
拍照的。

看了楓葉這麼多年，對這玩意兒便產生一些看法，在此
與校友們分享一下。賞楓是近看好抑或是遠看好 ? 遠處賞楓
是 用眼晴去看，近 處 賞楓 是 用心靈去看，是兩 種不同的看
法。當踏著滿佈楓葉的林中小徑，強烈的秋意便出來了，像被
整個秋天吞噬包圍蓍一樣，感覺很秋，尤其當到了人生的秋
季時，共鳴感覺便更加強烈了，你會看到：夏季的崢嶸不如秋
季的恬靜閑雅 ; 小松鼠在盡最後努力去積糧過冬的同時，仍不
忘給你一個回眸 ; 搖搖欲墜的紅葉眷戀著半禿的枝節，期望
著逃過下一次，那怕只是一絲的微風 ... 噢，原來斜陽下的彌
留枯葉，仍帶著無限依戀，欲語還休 .. 隨風去吧！

天氣是賞楓的重要因素，大晴天不好看，烈日當頭更不
好。太陽初升，青天有高雲，甚至天陰都可以。若看之前下過

雨則更覺有意思，樹木和石頭經雨水洗滌，大大增強了色彩
的對比，恬靜蒼涼的氣氛便出來。若氣溫在攝氏 10 度附近，
秋意更濃，穿著半厚外衣，瑟縮地溶入秋楓之中... 爽！賞楓的
另一要素，就是不能人多，人多是在秋天食蛇宴才需要。一人
看最好，與老伴或情人拖著手看也不錯，多過兩個人便是遠
足，不是賞楓了。十多年前，聽說安省西北部的亞嘉華山谷楓
葉好看，便參加了賞楓旅行團。熬了一整天，到了目的地，一
大班人爭先恐後地找理想位罝拍照，此情此景，那怕是絕色
美女也變得庸俗了！

賞楓的地理環境在峽谷是最佳，楓樹高高低低地排列包
圍著，色彩的感覺真是大大增強，有緣身在此山中，往往是
在峽谷賞楓時勾起的感覺。話分兩頭，賞楓既然是樂事，其
實也無須理會怎樣看法，反正去看總比不去看多一分樂趣，”
賞楓”總比”想瘋”為佳。賞楓完畢，來一個煲仔飯，什麼秋
愁，什麼悲秋，一掃而空，懶理什麼三酸甘油，什麼膽固醇
了。啊，寫到這裡，突然懷念起香港街邊的腊味糯米飯，那是
我記憶中香港最美的秋天。

傑社 陳文佳
賞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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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二 屆 安
省 培正同學會高
爾 夫 球 友 誼 賽
於 2 0 1 5 年 8 月
30 日 在 Station 
Creek Golf Club 

舉行，這是我 第七次參加安省培正高球賽，今次更有太座一
同由渥太華駕車去多倫多參賽。當日天氣晴朗，風和日麗，
正是打高球的理想日子。一早去到球場已經見到學妹莫詠嫻
和林翠微、劉永安會長、兩位前會長 羅港生和施永輝等在
註冊桌前預備為各波友註冊，還有靚水和香蕉派發。參賽的
學友、親友、朋友及波友共有四十多人，分開十多隊在中午
時份排隊出發，開波前由劉永安會長親自用他的靚相機為每 
隊拍合照及各人的開波英姿，當日各人都出盡所學之球場武
藝，發揮各自苦練多年的球技，長短棍皆出，希望打到最佳最
好最低之積分。至於我之成績就“油麻地”，由去年八十幾分
進步到今年滿一百分。可能去年沒什麼壓力，第一洞以為我
贏了個高球袋，故以高興輕鬆心境打完十八洞。但今年有壓 
力要達到去年成績，結果事與願違。高球就是這樣有趣的運
動，就是職業球手可以一桿打三百碼，但同一洞也可以三桿
打三十呎。

比賽之後有晚餐聚會兼頒獎禮，獎品十分豐富，包括有
男女子 低桿獎、handicap 低桿獎、最 近洞獎、男女子開球
最遠獎，還有一個別開新面之開球最遠和最直獎，總共有十
多個獎品，得獎者當然高興萬分，但沒得獎者也一樣開心，
因為各人都可享受一場輕鬆開心十八洞之高球友誼賽，與我
同桌有剛從香港來探親之捷社官玉麟學長，原來官兄在香港
是體育老師兼高球教練，他當晚向各同學介紹今年七月底在
香港有一高球會發出英雄帖，邀請高球友參加一個嘗試打破
健力士世界大全發球紀錄之壯舉，官兄收到此消息後兩日內
召集了十多位香港培正高球會的同學及家長參加，結果當日 

（8 月1日） 有 三百多人參加，需要每個參加者打一桿最少到
一百碼，每人只有最多有五秒打球，一小時內完成，結果是有
199人在一小時內打球超過一百碼，破了健力士之舊世界紀
錄，將來健力士會記載這紀錄，而培正高球會亦是紀錄的一
份子。官兄之介紹實在令在座者大開眼界。

捷社 劉永堂

參加第十二屆安省培正同學會
高爾夫球友誼賽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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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社 施永輝

第八屆“行行出狀元”
青少年職業諮詢講座

“行行出狀元 ——青少年職業諮詢講座”今年於 9 月13
日在多倫多北約克區市政廳舉行。在一般中 國人的父母心目
中最好的職業是醫師、律師、工程師、會計師等等，但現今
的社會有很多甚有發展潛 能的職業，是不為人所熟悉或不知
如何入行。我們今次所舉辦的講座是想介紹一些有興趣又有
潛質的 行業給於大家認識。

  
現在的青少年，可能對於進入大學所選擇的學系以及將

來的專業毫無頭緒，我們衷心希望能藉著 這個講座給予他們
及他們的父母有一點兒幫助及頭緒。

安 省 培 正 同 學 會、「 展 望」青 年 領 袖 培 訓 計 劃  Vision 
Youth 及烈治文山市議員陳志輝一起齊心舉辦 這個“行行出
狀元——青少年職業的諮詢講座”。我們邀請多位在職的講
者分享他們各行的經歷，工作經 驗及入行途徑，好讓青少年
深入了解這些非一般家長及青少年所熟悉的行業。今次講述
的職業有水喉 技師、家庭醫生、教師、軟件系統架構師、法
律助理、Delta 航空公司加拿大總經理、社交媒體營銷、 工程
師以及特許專業會計師。講座的主題演講嘉賓是加拿大環境
部的行政總監 Charles Lin 博士。

今 年 參加 人 數 有 200—300 位， 是 近 年最 多人參加 的
一年。今次除了很多專業專科講師之外，最特 別的是我們邀
請了一位水喉技師，結果反應非常熱烈，很多學生和家長均
去參加這個講座。另外一科 是法律助理，也有很多年輕人去
聽，很多參加者都留下問資料。今次我們的講師裏面有一位
是  Delta 航 空公司的加拿大總經理，一位華籍女士可以攀上
這個位置是非常的不容易。我們很高興她抽出寶貴的 時間與
學生分享她的職業歷程及航空公司的就業機會及公司的架構。

另外特别的是今次有三位講師，一位是現任培正同學會
理事林憲邦，講述電 腦工程行業。第二位 是培正同學的女
兒，是一位會計師，現於銀行工作。她分享怎樣從會計師行
業轉去銀行金融業。第三 位亦是現任培正同學會理事的丈
夫，提供青少年水喉技師入行的資格及工作的前景。所以說
培正人才輩出是绝無誇口。

Website 網站：http：//myfirstcareer.ca

Facebook Page：http：//www.facebook.com/myfirst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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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23日起程到多倫多參加朋友兒子婚宴，受到敏社和
傑 社同學熱誠招待，與多年不見的同學聚 會懷舊，非常開
心，超興奮！怎料人未到多倫多，就有熱心損友幫我報名參加
一年一度的培正聯誼麻雀大赛。

 ６月27日十一時帶着陪打的心情到達君臨天下酒樓。入
到會場感到嘩然，原來有 44人參加，還有多位同學負責場務
工作，非常專業。十一圍枱，大螢幕顕示所有参赛者名字，坐
哪張枱，東南西北位，全電腦操作，自己對號入座。超高科
技！

比赛開始，共分四個回合。頭兩個回合是分组賽，结果
分成上線和下線，經過頭兩個回合大戰，我勉强入到上缐。
中場休息，有點心茶水招待。最後兩回合，將决定本年度的
麻雀王（后）。非常幸運，跟着的兩場我都有赢。但未到宣佈，
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戰果如何。打完最後兩場，大家先享受 
豐富的晚宴，而工作的同學開始計算賽果。當宣佈第二名的
结果時，我才知我掂啦！我赢的番數比第二名多，非常幸運取
得全場總冠軍和培正奬盃，另有獎金加幣一百元！

敏社同學關伯雄的母親，獲獎狀「九五之尊」（95 歲），
每年暑期都從香港來多倫多探親，八年來從未缺席，心境年
輕，腦筋靈活，我已成為關媽媽的忠實 Fans。

各位灣區的校友若會在暑假到多倫多，不妨參加這聯歡
聚會，有興趣者可以與我聯絡 925—548—1832。

繼去年成 功完 成 首次 遠 足 郊遊 後，同學會於 今 年七月
十二日在伊桃碧谷市的百年公園 Centennial Park 再度作此有
益身心之活動。此地點由行山老手協社余秀琴同學推薦兼帶
隊，沿途指點要津，讓各人能 對此遠足徑更多了解，獲益甚
多也。

  今次共有十七人參加。上午十時先在公園中溫室外集
合，免費入內參觀其中之植物，隨後在其外 之蓮花池畔拍合
照後便起行。沿途先過一小溪便進入林中小徑，不覺夏日驕
陽 行得十 分舒暢。其後山 徑高低多沿著  Etobicoke Creek  
而行約一小時後再沿原路返溫室停車場時已下午一時許矣。
大家正在腹如 雷鳴之際有行友 Allen Kwan 帶備咸甜點心分
享，非常感謝。隨後謝大山同學帶大家一起去密西西加市 之
金滿樓酒家午膳兼且請客，十分客氣。

散會之前，相約明年夏天再舉行同樣活動，希望更多同
學參加。

敏社 戴少琪 旭社 程慶生

多倫多同學會
麻雀大賽後記

Centennial Park
百年公園遠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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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三日星期六乃安省培正同學會一年一度之燒烤野
餐之日。當日天公造美，前一天雨後初晴，清涼帶微風，最適
宜開爐燒烤也。如去年一樣，地點仍選在 Bloor Street West 
之 High Park 三號大涼亭區，時間是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

當日早上八時，本會職員劉永安、莫詠嫻、麥均榮、曹
敏及陳詩蕾等已到場張旗擺檯，準備開檔。此次赴會人數不
如去年，而食物準備非常豐富，有醃雞翼、豬扒、漢堡牛肉、
肉腸、薯仔沙律、 菜沙律、西瓜、叉燒、三文魚頭，謝大山
妻舅帶來自製鹵水蛋、豬肉乾及豆沙甜點。特別一提陳詩蕾
一早取得一批壽司級冰鮮三文魚頭件打頭陣 barbecue，每
人數件，大快朵頤也。接著燒烤大廚劉永安、 莫詠嫻、施太 
Joyce、陳詩蕾等落力令各同學及親友能食足幾個鐘之後還
可打包。看來下次要叫多些 人，以免走雞矣。

會後職員會決定明年燒烤將考慮移師多市東北區舉行以
方便更多同學參加。

母校 前任高中化學 科主任張 啟滇老師自去年遷 入多倫
多士嘉堡頤康護老院後，由於食住都頗為理想，生活相當舒
適，加以得女兒張肇琪（昇社）每天親臨照料，解決日常起居
細節問題，張老師可謂得享晚年福也。

  六月三十日下午二時許，我約了剛好來訪多倫多之前任
香港培正同學會副會長朱鎮龍（真社）及昕社呂禮斌造訪張老
師。老師於會客室見我們開始時仍然有些午睡未醒，後來倒
是精神爽利，吃喜愛之蝦餃燒賣吃得津津有味，可見老師胃
口甚佳。據告偶爾亦有在多市之培正學生接老師外出午膳。
此外雖然老師需要輪椅代步，但間中仍可乘車出外小逛一下。
護老院周圍環境優美，好天之時出去閒坐亦十分容易。

我謹在此報告一些老師近況以告慰大家。同學有意探訪
張老師者請與張肇琪聯系。

旭社 程慶生 旭社 程慶生

二零一五年度夏
日燒烤野餐會記

張啟滇老師
探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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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眾多校友認識的多倫多市，不單止在今年初被經濟
學人雜誌  （ The Economist ）   評為了全世界最適宜人居住的
城市（ the world's best city to live in ），更重要的是，它在
同時被香港培正中學 1975 年級昕社（The Yans）   選為，全世
界最適宜北美洲社友舉行畢業 40 周年紅寶石禧大會的城市（ 
The best city for North AmericaYans 40th Anniversary & 
Reunion ）。事實上，昕社已經是繼 25、30 及 35 周年後，第
四次在多倫多舉行聚舊大 會。今年大會已於九月十二及十三
日舉行，亦正是多倫多電影節舉行的周末；近三十位本地及
外來社 友歡聚一堂，星光熠熠，與電影節眾星相比，真是不
遑多讓早於本年三月中，多位本地有心社友已組成中常委〔即
間中及經常出席會議委員〕開始籌劃聚舊 會事宜。先於三月
下旬召集得本地 16 位同學共進點心午宴，開始收集各人對大
會意見，並即場為大會 美名“昕情四十聚多城”，繼而廣發電
郵通知世界各地社友，另成立北美昕社 WhatsApp 群組讓同
學間 互相交換消息。中常委於四月中旬開始物色晚宴地點，
於五月初籌劃“猜猜我是誰”社友幼時圖片競 猜遊戲，並於六
月底推出該網上遊戲，讓各社友無分地限均可參加。在六月
初當大部份內容已成形，大會即推出臨時節目表，先吸引各
同學眼球；最後於六月底正式推出網上報名表附周末各節目
詳情，讓本地及國外社友容易報名。

大日子終於來臨，大會前數天，十位市外舊友，先後經空
中及陸路懷著興奮心情到達多倫多，準 備與另外十九位本地
同學聚舊。部份同學更急不及待，在大會前一晚已進行非正
式集會，實行對各多 年未見的社友面貌，先睹為快。

九月十二日正日，“昕情四十聚多城”正式啓動！一如預先
安排，同學們先集合於萬錦市鑽石喜 宴酒家嘆其早茶，當日
天氣陰晴不定，更稍有涼意，但絕不減眾人熱情。飽餐一頓
後，大隊分乘多部 汽車，沿 Don Valley Parkway 浩浩蕩蕩南
下直往湖邊碼頭，一同乘渡輪前往中央島遊玩。在島中央眾
人 集體進退，沿路有講有笑，遠情近況盡是話題；雖則一把
年紀，各人仍健步如飛，毫無倦意。經過遊 玩、拍照及簡單
午膳等一輪活動後，便要北上回程，準備大會晚上的重頭戲
40 周年聚舊晚宴。

大會特別在是次慶典晚宴，邀請得林英豪校長蒞臨，林
校長更送出生日蛋糕一大個道賀。晚宴於 萬錦市雅景豪苑高
級粵菜館舉行，筵開四席；林校長、廿九位同學及部份同學
携同配偶，濟濟一堂。開席前當然先來數個大合照，正是有
圖有真 相，今次誰個出席北美洲昕社 慶祝 40 周年紅寶石禧

大會，立時鐵証如山。上第一道菜前，七位同學加上林校長
已獲得第一份驚喜，就是被抽中獲得一份精美實 用的  Table 
Prize。酒過三巡後，廿九位同學每人更收到今次周年大會的
個人化紀念品一份，包括大會手 冊一本，內有所有出席同學
名單以及大會各活動簡介，另外印有同學名字的木製相架一
座。各人收到 紀念品後，均愛不釋手，對大會的細心安排，
讚不絕口。讚過，傾過，講過，笑過，食過等以後，眾 人安靜
下來，細心欣賞大會準備了的一套影音片，回顧過去數次在
多倫多舉行周年大會的歡樂片段，並同時公佈競猜幼兒圖片
遊戲的得獎者名單。在片尾時，大會更預約各人在 80 周年（再
來一個 40 年！）高 齡再聚。晚宴完結前，香港代表王知健同
學不忘大肆宣傳一番在十一月份於香港舉行的另一輪“昕社 
紅寶石禧慶典”活動。晚宴最終於十時半後才曲終人散。

九月十三日是另一大會高潮。一大清早，八時未到，各
同學已陸續到達列治文山市君臨天下粵 菜餐館前停車場集
合點。是日雖下著毛毛細雨，但各人早有準備，帶齊雨具，無
畏無懼，共乘旅遊巴士，向南安省出發。整日行程包括多個
地點，起行約一小時後先到達 Applevale Orchard 果園，時
值蘋果 收成季節，除拍照留念外，同學們不忘採摘樹上熟蘋

昕社 張國亮
當昕社再遇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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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大口品嚐。下一站酒莊，個多小時的車程，將眾人帶至 
Maleta Estate Winery 酒莊。因這只是全日行程中站，部份
同學在酒莊內只淺嚐紅白酒，未敢酩酊大醉。中午過後，大
隊到達 Niagara—on—the—Lake，在鎮上各人自由行，當然
是先醫肚，後出血（購物）。行程最後一站，是眾人預期，怎
樣也逃不了的尼亞加拉大瀑布。那裡風景跟 25 周年時改變不
大，但各同學面貌却「成熟」不少；又是另一拍大合照的時機
了。最後全程活動完畢，原車返回君臨天下粵菜餐館，共聚離
別前晚宴。

回顧過往昕社在多倫多舉行的四次周年大會，每次均順
利進行，參眾踴躍，並完滿結束，其中不乏四大昕素。昕重如
山 – 昕社同學向來對母校及本社恩情深厚，早於 2007年，昕
社向母校捐贈港幣貳拾萬元支持推行“明日校園計劃”，母校
更以「香港培正中學校史文物室」（1975 年級昕社致意）命名
F 座 F102 室以示謝意。每次培正同學會無論在香港或世界各
地舉行活動，昕社同學總必踴躍參加，大力支持。

昕果報應—昕社每次在多倫多舉行之周年聚舊大會，

經籌委會悉心安排後，總是節目適中，內容豐富，禮品精美，
物有所值。同學們在大會結束後雖有依依不捨之感，但亦有
滿懐高興之情，並熱切期待五年後再聚。籌委會雖每次必絞
盡腦汁，精打細算，四出議價，及詳細安排各活動行程，甚至
安排汽車接送，但眼見各人興盡而歸，付出了的一切勞力，甚
有價值。

昕情洋溢—社友熱烈的感情，在每次周年大會活動中
都充分地流露出來。昕社在大多倫多市的同學，年中一小聚，
五年一大聚；而每五年之聚，更廣邀各地，特別 是美加地區
社友參加。大會上各同學總是喋喋不休，說個不停。大會後
更是依依不捨，相擁道別。互相間的深厚友情可見一斑。

昕人成事 – 提起籌委會，當然不忘原動力的各中常委。
中常委由 25 周年當時七位志願人仕增至現時 40 周年的十一
位同學。各委員各有所長，在六個月內，各盡其職，各出奇
謀，各抒己見，各施各法，各顯神通；務求做到大會好，同學
好，同學好，昕社更好。有著一班義不容辭的中常委及一班
熱烈支持昕社的舊同窗，真是萬事可成！

黎藉冠會長趁著和公子 Hamish 黎正羲（臻）參加他於英
國 寄 宿之母 校 Rugby school 家長會 之便， 途 經 倫 敦， 相 約
見面。我們英國培正同學會居住在倫敦的幾個校友匆匆拉隊
在 1 月26 號假 座倫敦 唐人街 新 龍 鳳 酒樓 相見 叙餐，出席的
有黎會長 及公子，吳仁灼，陳筱美，高彥霆，曾慶年及夫人
Teresa，謝少雯等；席上，黎會長除了向我們報告了同學會近
況及澳洲同學日的盛況外，他還向我們披露他捲入小學資產
紛爭的心路歷程；為了培正小學以後平穩的發展，同學會仝人
的努力，受到海外校友會的肯定。我們不斷的傾談，足足坐了
5 個多小時，幸好酒樓老細是相熟的培英人，否則一早被伙記
趕走。在席中，我不斷想起曹植的五言詩，煑豆燃豆箕，豆在 
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們在海外的培正校友
希望雙方開心見誠地協議相討，為培育下一代的培正人為目
標，達成完美的解決。

2016年1月黎會長途經倫敦
與吳仁灼會長及幾位學長相約會晤
吳仁灼 71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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