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創造傳奇，唯我培正人
剛剛 2016 年畢業的創社，愛用“創造傳奇”，作為他們

這一代培正人的口號，他們也真的值得驕傲，185人的中六
畢業生，入讀中大 38人（ 其中四人，入讀醫科），港 大45人

（其中四人，入讀醫科，科大 10人，浸大 5人，理大 8人，城大
11 人，嶺 大 2 人，教 大 2 人，公大 2 人，樹仁 2，恒管 7人，其
他 1 人，合共 133人，甚他外地升學也 27人，一次大學入學試
不能就將來成就論英雄，每每能在社會上創造傳奇，都是成
績一般的校友們，當然學術領域出類拔萃者，底子也必須早 
培養。

2016.11.2 出席同學會每月例會，主講嘉賓宋立功學長，
1971年剛社，同輩稱他”宋公”，想念書時代必定名列前茅，
故有此出位花名，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任教城大，題目”香港
進入高政治風險年代”，切合今日香港立選出風波，立論梁
游兩位必失議席，人大䆁法，23 條立法，特首選舉行程，台
灣愈台獨，香港管治愈緊張，2020 年後的中國，香港人看懂
中國政府的想法麼？培正人有着不同領域的人材。

2016.11.12 參加培正高球會鳳凰山紅藍隊對賽，出席各
級社校友外，重要是有家長和同學們參與，合共有 80 多人，
碰到 2015 年小五往悉尼遊學團兩位同學仔，也有叫聲徐會

長，少少年紀，已懂得尊重，我特別看好。

2016.11.18 有幸出席 1966 年皓社金禧，主持皓社社長英
汝興學長，任職 Band 5 校長，退休後出任義工，繼續服務社
會，皓社有著名的數學家丘成桐教授未有列席，但其中有從
事教育，科學研究，傳福音，數學家，測計師和體育精英，七
位精英跟在校中四、五、六同學們分享，講到精彩地方，在
座同學會心微笑，拍手稱許，培正人就有一份傳承使命。另
外顧明均學長，成功生意人，陳德華前會長和捐助培小大樓
命名 - 錢涵洲樓的錢世庸學長，悉尼同學會幹事林翠玲等都
是坐在台下，我培正 1966 年畢業班人材輩出，50 年後畢業生
2016 年級創社，一定更勝一籌。

2016.11.19，香港培正同學日，加冕班，跟我最接近，當
然是1976 年級的捷社和敏社，其中不乏歷任三社的老同學，
笑說遲一年畢業，年紀又年輕一歲，大家都是快登六之士，
其中表表者有陳之望校監，譚日旭校長和張廣德校長，張校
長更是當年向小五生說服用“勇”字造級社名稱，1991勇社，
今年銀禧加冕班，大家有着互相關心的情誼。今日勇社也有
教授級的學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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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黎藉冠會長，連任一屆後，2012/14，2014/16 退下
火線，由何浩元會長，領導新一屆執事們再義務為香港同學
會工作，也支持世界各地同學會大小事務，2018 年 8 月世界
同學日，將重任交給，温市章子惠前會長，李國揚會長及多市
施永輝會長，位位都比我出色，培正人 2018 年再創傳奇。

倫敦大酒樓大公宴，有機會同剛御任數小時的黎前會長
傾談，他任內出席不少校內活動，推介同學會功能，2015 年
世界同學日於澳紐，介紹熊暉學長製作 Back Drop 和 Poster, 
培正同學通訊的改革，令世界各地同學會入稿額大增，當然
他主政期間，不遺餘力地告之世界各地同學會，有關培小大

樓訴訟和各方所求，能夠在 www.puiching.org 有個大表，分
別用時間表列出，香港同學會，浸聯會及顧明均學長三方面
的往來文件，讓世界各地校友查閱，十分工整。不慍不炙，
正是今天香港太多歪理時代，必須站上來更正及詳細論述，
作為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真的不能模糊不清，並且要立場 
中立。

捷社桃紅色加冕 polo shirt, 最搶眼，我們昕社只有兩檯
人，叫曾念過昕社的同學上台合照，那便四
檯人了，這算不算傳奇，其他學校難了些，
上面三位培正領導，都有留班紀錄，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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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過昕社，一位念過捷社，因為領導們登位時，已經自爆，
用來勸勉成績差的同學仔，過去深受老師們和同學仔愛戴的
榮休葉賜添校長也從賢社轉勤社畢業，培正多傳奇。

2016.11.20 飛往台北，昕社有四位大國手在台灣，代表
當年我們中文中學一段歷史，培正人 只有中文 大學學位一
途，當年台灣升學是不錯選擇，王英偉醫生，今年升任台灣
健康衞生處處長，家庭醫學專科，台灣近日爆核食，有幾頭
痕，大家心照，鍾志豪醫生，長庚醫院麻醉科主管，見盡各
大手術凡四十年，郭蔭庭醫生，老人神經科顧問醫生 , 每週都
打著紅藍呔上班，培正畢業生見到這位教授，自己不上前打
招呼，自己蝕底，當年，他自己也是得道於基社前輩，他下邊
也有捷社陳祖裕，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梁繼權醫生，家庭
專業以退休，可惜小弟病病未能一起聚餐見面，聞前輩寇懷
誠學長，對當年七十年代的培正學弟妹們相當照顧。延續培
正傳奇。

2016.11.26 澳門培正同學日，今屆澳門皓社有悉尼同學
會副會長區尚勇、張淑明、幹事李世洪，會員王小莉和莫婉
芬出席，做會長當然要坐噴射船去支持，他們四圍枱，一起
遊雲南，順德，東山培正參觀，得到沈志華廣州同學會會長，
親自招呼，參觀同學會大樓並在學生飯堂吃學生餐，早上才
過拱北口岸，到澳門培正，社友有從非洲，Madagascar, 和 
Philadelphia, USA 等地回來參加，看見他們在飯桌上高談闊
論，兩週共處，還是有着說不完的話題，大家知道過了今晚
大公宴，又要相隔五年再敍首一堂，培正加冕班，年年的傳

奇，級級都珍惜每一刻。

澳校大樓，地下為文化館及 Fablab 設施 9/F，給加冕班
和加冕老師們共聚茶點，給我遇上班好老師，有伍華佳、鄧
景濱、鄺幸泉和翁松光，其中鄧景濱教授中文科，知道我當
悉尼會長後，寫了六年培正同學通訊，有感江郎才盡，他問
我兩個問題，是否有興趣繼續寫和是否有需要，大家萍水相
逢，但也樂意幫忙，有老師如此，培正人定能創造傳奇。再
往下一層便是加冕禮堂，堂中用上 LED 大螢光幕，省了不少
設計費和環保，學校能夠如此，學生活動更見方便，小小傳
奇由此起。

澳門培正今年升格為全國十佳科技教育創新學校，由羅
永祥校監，理大物理科教授，高錦輝校長、陳敬濂副校長及
眾老師共普“紅藍科普夢”，創建 Fablab, 地下停車庫，讓出
空地建水厙，作水底機械人實驗場，另外今年主打 STEM, 理
念 融 入 課 堂 教 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跟 大學 industrial engineering 概念相吻合，
掌握知識技能，因應社會發展，出產創意產品，配合規章制
度，進度管理，費用預算，應急處理，團隊合作，和技術宣
傳推廣，培正有這樣出來的學子們，那會不創造傳奇。

2016.11.29 跟鄺伯及家人沙田第一城午飯，當然有大食
大，蕭總幹事在鄺伯眼中是年輕人，我等比
他的最少兒子低二班，送上台山培正中學
德育校本 教材，“ 培正精神，培正人”，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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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和陳偉中學長及多位校友捐獻成就台山培正廿載，2019 年
建校廿五年，真的是我們紅藍精神—薪火相傳的傳奇。

2016.11.30 香港培正第七十屆陸運會，灣仔運動會場，
譚校長 網上吹 雞，當然出席，有幸參 觀 各級啦啦隊比賽及
評分，入場遇何副校，當然照顧周全，見到愛社和臻社學弟
妹，倍感親切，他們中間有出席 2015 年澳紐世界同學日，我
每級都有錄影，生怕錯過了精彩一刻，啦啦隊，分數有舞蹈
和團隊合作，今天的啦啦隊比我們當年小規模操作，大大不
同，全社皆兵，有靚社服，音樂和強勁節奏感，小六悅社有中
三兄弟奕社幫忙，中一潔社有中四君社參與，中二盛社進步
中，最有經驗的中六愛社和中五臻社，自然最有苗頭，要看
可以到培正 youtube, 級社更見凝聚力，對他們將來融入社會
更易創造傳奇。午餐跟譚校長捷社一起，在潮江春吃，喜見
2008 年希社校友也來支持。

2016.12.3 廣州同學日，早上八時半才進 入中環地鐵 站
出發，十一時坐上和諧號深圳往廣州東站列車，十二時半才
到達今屆主辦單位的東海灣酒家，花地灣站足足遲了一個半
小時，幸好正在進行加冕，敏、勁、晶、勇社等大級社未上
台，人生路不熟，擵到去，好過去不到，沈志華前會長和王達
雄會長追云 call, 又收不到，心中特別抱歉，這次改了五年的
規範，主因東山口站的酒樓大裝修，吃過午飯，下午回校加

冕程序不便，故此一切程序都在這所新酒樓造，下午不回校
了，和我想像下午二時才到東山培正出席加冕活動不妨，不
吃午餐又如何，有出入。吳琦前校長見到我，特別關照坐他
旁邊，沈、王兩位會長忙著，朱素蘭前會長叮咐我多吃點，大
家畢竟相識六年，每年都準時，今天失禮了，往後才知何浩
元會長和郭秀山副會長坐七時十五分直通車才能在十時半到
會場。我成了遲大到的傳奇會長。

廣 州回 港， 就由譚 校 長 照 顧， 他 們 2/12， 晚在 廣 州培
正表演，全國教育台轉播，住了一晚廣州酒店，吃過大公宴
午飯，坐專車回香港。校長和我，坐上香港培正銀樂團的大
巴，跟中樂團大巴一起回酒店上行李和樂器，他們年級由中
一至中六，師承弟效，自己照顧自己的小樂器上車，大樂器
和行 李放 在車下，井井有條，巴士司機 也讚 這班學生的紀
律，銀樂隊明年創立六十週年了，各前樂手想大製作一翻，
訂 2017年 7月 6日，又中樂團建 立六年了，由陳伊 汶老師領
導，1995 年健社，也曾服務銀樂隊，英國十級鋼琴演奏級，
古琴、琵琶等十分精通，她四歲小女兒在廣華出生，患血腫
瘤病，一在心臟附近，二在臀部，初期以為是胎記，後轉瑪
麗醫院，由葉校長介紹陳志峰教授兒科權威，親自斷症，培
正捷社校友也，他問那位培正老師女兒有病，護士長也奇怪
有誰請得動兒科教授看病，對一位剛𧩙下女兒，坐月未過，
又冇丈夫在身邊支持，唯我校老師團隊精神，互相幫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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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葉校長和 King Sir 副校愛惜人才，造就柏斯數碼音樂實驗
室的𧩙生，吳天延學長博社捐贈，2012 年 11 月28 日，正式啓
用，培正音樂堂，領先香港各所大學的設備，回顧今屆創社
畢業生，最頭十五位，都是玩音樂能手，聞說來屆愛社，愛音
樂劇者眾，培正人又創另一類傳奇。

2016.12.7 香港同學會例會，主題 Pashmina, 高山羊絨，
纖 維 直 徑10-12 (1/1000 millimetre), 可 以 分 成 五 大 工 藝，
Jamawar, Kalam Kari, Gulaabdar, Papier Mache and Kaani, 
主講者李旭輝學長，1994 年頌社，Scarfesia, MD, 培正另類
傳奇，獨自往印度採購，每片Scarf, 都經數年人手手工而成，
上文提到纖維的幼細和輕，顏色花紋不能錯，不然有洞便全
張作廢，故此每張都獨一無二，成了城中富太，名流和明星恩
物，動不動幾十萬一條，手感分出人工和機製電腦圖案的分
別，我們在澳洲真的脫節了。

被邀請出席飯後例會，何浩元新會長，有感極需要跟校
方和辦學團體保持正常合作關係，宗旨明確，聯繫校友，支
持母校持續發展，對全世界校友負責，香港培正同學會祇得
一個。

 
後記：
陸 運會 4 x 100m 男子接 力，愛社有四 個肥仔，專組一

隊，志在參與，用意明顯，製作笑料，但沒有包尾，因跑得
快的一隊跌棍，他們跑得滿頭大汗，尾二過終點，培正多傳
奇，25 年後重看當年 2016 年運動會，肥仔變型男了。

2016.12.9 下午三時半，CY 宣告不參加選下屆特首，因女
兒身體不適，我們總括都與人為善，特首之路，真的好看過
金庸武俠名著，但近年世界被沖擊的問題多如恒沙，中國人
的地方，民選出來，有台北柯文哲、柯 B，台灣蔡英文總統，
遠有特朗普美國候任總統，都是眼高手低之士，唯望下一代
人，創造傳奇。

2017.7.6 銀樂隊成立 60 週年表演，自培正校歌和詩歌集
外，培正音樂歷史由此起，音樂陳老師引見今年銀樂隊隊長，
謝雋騏同學中六愛社，果然出眾，體力不錯，又是泳隊，我看
可以之前多表演兩場，七月六日壓軸表演，都是賣票支持培正
母校音樂更不錯 . 希望香港及各地校友們支持。

  
徐兆敏會長 
悉尼培正同學會 
20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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