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台灣培正校友聯誼會創會會長 1942 斌社曾昭穎學長，
2016 年 3 月29 日於台北逝世。四月二日舉行追思儀式，

本會劉安乾會長率校友代表陳永江（斌社）、曾耀民（雁社）、
李念章（弘社）、朱祖明（誠社）、盧保漢（瑩社），參加追思禮
拜，領唱校旗歌，向曾學長致敬，送他最後一程。曾大哥是
中山人，旅日華僑，回國服務銀行界數十年，曾任台灣銀行
經理，僑營中華銀行董事長，對促 進台灣經濟起 飛著有貢
獻，尤其是團結校友與黨國元老梁寒操老師、黃君璧老師、
鍾榮蒼學長、羅英德上將等發起校友會，成為培正海外單位
有亮麗表現的一員。

2.1948 年建社陸景武同學觀光博士，曾任文化大學觀光
系主任、各大學 教 授，其 尊翁陸匡 文 先 生 是 前廣 東省

長，黨國元老 ; 陸學長曾任故外交部長葉公超機要秘書、政
大校長陳治世及張京育校長的秘書，退休後住廣州，台北來
回居住接受台灣優良的健保服務，勤寫回憶錄即將出版，內
容珍貴，大家期待。

3. 本會劉安乾會長及盧保漢副會長領導會務成績顯著，本
會定期例會從不中斷，年來新覓的開會場所仍為京星粵

式餐廳信義分店，歡迎參加我們每月第二個星期六中午的飲
茶，請事先與劉會長連絡：email: paulao@ms17.hinet.net

4. 李用彪大哥1946 雁社，海軍副總、花蓮港務局長，年
前成 為 基督 徒，擔 任 新店地方教 會 唱詩 班長，每天 晨

泳從不中斷，冬天照游不誤，他是海軍官校二千咪自由式冠
軍，合唱團男高音台柱，犀飛利！

5. 李念章同學（50 弘社）五華同鄉會總幹事，廣州培正董
事，熱心奉獻助人，多與海內外團體交流，十分活躍。

執筆人：鍾榮凱
台灣台北市 11261 北投區 關渡路 58 號 9 樓

Tel: 886-2-2858-5488
Fax: 886-2-2858-5016

Email: ykjlc@ms56.hinet.net

1943 鋒社鍾榮凱

台灣培正同學通訊

（右）創會會長斌社曾昭穎，（左）第二任會長鋒社鍾榮凱

同學會眾起立為曾昭穎學長默哀

2011年曾昭穎會長（前排左2）與校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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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在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
慶祝培正母校創校一百年誕辰時，沙加
緬度市長 Anne Rudin曾寫信讚揚和祝
賀的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今年在五月
十四日晚在沙加緬度市富華樓酒家舉行
了第四十八屆春宴晚會，出席晚宴的嘉
賓有來自灣區，Davis 及 Elk Grove 地區
的同學及親友七十多人。三藩市培正同
學會 會長 戚 嘉慧由於要 參加朋友的 婚
禮，無法像往年一樣來晚宴，但特別寄
來抽獎禮物贊助慶典。本地培英同學會
會長康瑋發伉儷亦被邀請出席晚宴。今
年 為了鼓 勵 同學 們 利用互聯網 加強信
息交往，特別在晚餐前在酒樓卡拉 OK
室，由本會網頁設計者譚淑儀同學（英
社）放影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慶祝成立四十周年視頻，並重
點介紹本會新建網頁，此網頁和香港培正同學總會網頁相
連，信息可用中英文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及各式電腦中進
入網址：puiching.wix.com\Sacramento 快速得到。在現今
數碼及互聯網時代，中文的手寫輸入已普遍地在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及各式電腦中應 用，為了吸引更多的年青一 代 培

楊東權（匡社）

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
第48屆春宴紀要

譚淑儀同學介紹網頁並展示香港培正同學通訊最新181期電子版。

黃開旺領唱培正校歌及代禱謝飯。

正學子，以及各種年齡的培正校友，平時用互聯網及網頁作
平台加強互通信息，這是我們設立網頁的目的。在網頁中進
行賀卡比賽，各種文化及藝術的投稿，獎學金的發放，設立
論壇各施已見，或基督福音的廣傳…等等，切實提供一種途
徑，有助於同學會的老中青的和諧及合一，延長各同學會的
年青化及基督化的發展，望神能保佑和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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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六時司儀胡婉霞（ 英 社）宣佈宴會開始，先介 紹今 年
同學會會長楊東權（匡社），接著會長在會務報告中提到本會
網頁的創立及應用，設立獎學金計劃，以及八月十三日的野
餐等活動後，立即介紹今年同學會職員：副會長周達堯（昇
社），文書／網頁／財務譚淑儀（英社），康樂胡婉霞（英社）及
張杏超，顧問黃開旺（輝社）及羅根合（匡社）並歡迎各枱嘉
賓。然後拍攝職員、同學及各枱嘉賓相片留作紀念。晚宴飯
前全體起立，由黃開旺同學領大家起立同唱培正校歌並代禱
謝飯，這是秉承培正學校基督教的優良傳统，至善至正紅藍
精神的具體表現。同學及親友們在享用精美食物時，都喜樂

地交談往曰在校及離校新事。今年新參加的有來自 Davis 基
督教會的高大昕長老（善社）伉儷，及從外地來探望培正仁
社朱麗萍的同級同學黃澤球及趙天煜伉儷。盼望很久的席
間的抽獎活動，更把歡樂的氣芬推上了高峰，無論得獎者和
未得獎者都笑顏大開，有相片為証，都興奮拍手歡呼！最後
亦由黃開旺領唱，大家高唱培正校旗歌，在“紅藍色旗常高
飛起，因培正學校永不死。… Ray Ray 我培正培正 Ray Ray 
Ray ！”的歌聲中結束了晚宴，在禱告後大家愉快地平安道
別回家。

為今年培正同學會職員左起黃開旺顧問、楊東權會長、
周達堯副會長、譚淑儀文書、康樂胡婉霞及張杏超。

為得獎者朱永朝（協社）伉儷。 

第四人起為仁社同學朱丽萍、黃澤球及趙天煜伉儷。

為全體培正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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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辦兩年的燒烤大食會，主因找場地不易，今天有周傑
科同學，執行委員，負責在他家前的公園，早佔燒烤爐才成
事，又他的“燉品皇”精品小廚，再負責生炒糯米飯，甜品龜
靈膏，及鹵製全部燒烤食品，會長負責在燒烤當日，到唐人
街提取食品一切水到渠成。

Donnelly Park，位處悉尼南區大埠，Hurstville 附近，
也多中國移民，公園面向海灣，有籃 球場等康樂設施，釣魚
泛舟也可，培正大食兵團，靜悄悄在早上十時便開始聚集起
來，各佔有利位置，向燒烤爐靠攏，周同學說早知不用搬那
麼多道具佔長枱和樹陰位，今天 週六，整個公園就是給培正
同學會享用。

通告說十一時集合，讓大家先聚起來，談天說地一番， 
唐人街到公園預一個小時車程，故此十時半，小廚開門迎業， 
會長用十五分鐘搬食品上車，十一時半到公園停車區， 各同
學校友們一湧而上，充份顯視紅藍精神，50 塊牛扒，50 塊豬
扒，200 隻雞翅，50 塊雞扒，有清洗過的，20 公斤無核葡萄
子，5 公斤杏果仁，6 支 大 果汁，48 支水，50人 用的生 炒 糯
米飯和 50人用的龜靈膏，紙碟紙杯，膠工具等，不到三十秒
內，便提到預定食品放置位置枱上，完來大家那麼喜愛燒烤
活動。

最後說說，大食戰况如何，衹葡萄子和杏仁有剩，雞翅
少許，因鹵製出色，茄醬，燒烤醬和牛扒醬未開過，各執行
委員，各分一枝回家去，有望明年繼續再辦。

出席人數：50人。盧定濤伉儷（鋒），仇乃超（毅），李少
君（偉），蕭偉明伉儷，羅煒甜伉儷（誠），李桂榮伉儷（瑩） 
及友人，鍾明生伉儷（輝）及友人，黃奕榮伉儷（光）及友人，
李世洪，林翠玲伉儷，張淑明伉儷，區尚勇（皓），黃錦雄，
鄧麗虹（勤），徐兆敏（昕）及 Hugo，友人，陳震威及親友4
位，Bo，孫海波，胡露沙，單聖榤，龍春榮（英）及 2 友 人，
楊瑞英伉儷及友人，區文成伉儷（勁）Brain，陳珏，周傑科

（義）及女兒，朱曉晴（希）

徐兆敏會長 
澳洲悉尼培正同學會 

4/5/2016

2016年4月16日
悉尼培正同學會燒烤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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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丙申年，猴年春節團拜，在同樂軒舉行，悉尼培正
同學會多了一班廣州培正生力軍，主因李華新學長悉尼中國
人民共和國總領事推介，並出席多次活動，又 2015 年呂超校
長，張淑華校長，廣州培正沈志華會長等到臨世界同學日，
引發出席校友們更加踴躍。

經歷世日活動，21/10-2/11/2015，校友們更見合作，早
早報名訂位，知道主辦單位辛苦，世日大公宴總算歡樂地過
去，行程精心安排，得到參加校友們用電郵同會長及悉尼同
學 會多謝，在學的，學弟妹們出席了世日活動，令大家上了
寶貴紅藍精神一課。見 181 期香港培正同學通訊。席間多謝
各悉尼培正同學會各執行委員和會員們過去五年下來“四出”
精神、出心、出力、出錢和出席。

此外，會長希望大家，悉尼校友們，再儲備彈藥，2018
年 8 月遠征加拿大温哥華市和多倫多市，告知當地兒時同學
們，我們將要來參加 2018 年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

出席人數：49人
廣州培正，羅秀群老師，冼考慈老師
鄧 璟 伉 儷（ 雁 ）及 弟 弟 伉 儷， 關 秉 權（ 建 ）， 鄧 善 炳

（弘），淩東生伉儷（明），李少君（偉），羅煒甜伉儷（誠），
李桂榮伉儷（瑩），鍾明生伉儷（輝），李世洪，張淑明伉儷，
區尚勇伉儷（皓），黃錦雄，鄧麗虹，高衛虹，韓松青，袁丁，
孫燕華（勤），徐兆敏（昕）及兒子 Hugo，葉喬生（敏），陳震 
威伉儷（英）及親友四位，丘愫（榮），楊瑞英伉儷（穎），區
文成伉儷（勁），周傑科（義），朱曉睛（希）及友人，陳俊健

（Ken），西關培小，廖倩寧（Eva），蔣泉，黃健

徐兆敏會長
悉尼培正同學會

4/4/2016

2016年春節團拜13/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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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培正同學會9月份活動

各位悉尼培正校友，過去兩週大家一定有觀看和享受里
約奧運各項運動精彩競技，我校水運和陸運會，級社籃球和
排球賽，大家都會回憶，當年下場參加比 賽或做啦啦隊支持
自己級社同學比賽。

今年九月十九日和廿四日均舉行每年一度的悉尼培正同
學會的同學日及加冕 日，加冕日是培正中學級社傳統，最先
有資格爲畢業離校廿五年的畢業同學們，在我們名單上有多
位校友合乎資格。

網上流行，中國女泳手傅園慧，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之
力”，悉尼同學會辦兩日午餐飲茶也出“洪荒之力”，方便年
紀大一些校友出席，也給一些不便返母校領取章牌的校友們
小小心意，敬請各位盡量抽空出席。

2016 悉尼培正同學會同學日，悉尼培正同學會同學日，
加冕級社有：

1941 磐社，1946 雁社，1951 明社，1956 瑩社，
1961善社，1966 皓社，1971 剛社，1976 捷社，
1976 敏社，1981 勁社，1986 晶社，1991勇社

非加冕級社校友們，當然歡迎出席，嘗嘗茶點和談談網
上有四十億點擊的“寶馬”事件後續情節，也讓會長報告一些
母校近况。

午餐飲茶(1)

Time : 2016／09／19, 11:30 14:00

Venue: 偉洋酒樓,

opposite to Auburn Railway Station

Fee : $15pp

RSVP : 2016／09／16

午餐飲茶(2)

Time : 2016／9／24, 09:30 11:30

Venue : 同樂軒，China Town

Fee: $25pp

RSVP : 2016／09／16

此外想再回母校參加加冕和參觀的校友，請在下列開放
日子回校，見見老師和校長，各級社同學們。

2016／11／19 香港培正同學日
2016／11／26 澳門培正同學日
2016／12／03 廣州培正同學日

徐兆敏會長，
SydPCAA 悉尼培正同學會

2016/08/25
Email: chuibenjamin@msn.com

0410568827 or whatsapp or wechat

32

各地同學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