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5月6日悉尼培正同學會
燒烤大食會

早上先往 Meat Emporium，購買 grain feed angus porterhouse，（幼牛用谷
糧餵食長 大的牛扒），主因年長校友多。肉質要多油及易嚼，再加有味羊 ribs，
gluten free 牛肉腸和豬肉腸，區尚勇副會長的沙律，張淑明副會長的特式意粉，會
長的 Lasagna，足夠五十人份量，可惜衹來了三十四位校友及好朋友們，大家總覺
盡興，各人都有手信回家。

有人拿礦泉水，有人掃香腸，有人取柑仔，有人提杏仁硬果，有人包未吃，但
烤好羊骨，茄汁醬，燒肉醬，牛扒醬也分了，未燒靚牛扒，餘下八塊：便由會長帶回
家跟同學會對數，替同學會省錢 $80，總之零損耗。

難得仇乃超同學， 推輪椅也和太太及女兒參與，盧定濤伉儷自駕遊而來，其中
也有多位住悉尼南區的校友們出現，選址接近大自然，讓各人可以開懷，盡訴心中
情，由在校生活，兒女家事，孫兒近況，話題不斷，大陸，台灣，澳門和香港時事
都被擇中，反而澳洲太平，只是屋價一個小話題。

有三位副會長和一位執行委員，足夠人數五位，順利可以開一次悉尼同學會會
議，因為會長今年出埠時間長，故此定七月晚飯，和十二月悉尼同學日，也很久未
曾在聖誕期間，辦項目，讓悉尼校友們和家人一起共興佳節。

出席人士共 34 位
盧定濤伉儷（鋒），仇乃超伉儷（毅）及女兒，鄧璟伉儷（雁），關秉權（建），凌東
生伉儷（明），李少君（偉），蕭偉明伉儷（誠），鐘明生伉儷（輝）及兩位友人，黃奕
榮（光）及四位友人，李世洪，區尚勇，張淑明伉儷（皓）及兩位友人，徐兆敏（昕）
及 Hugo，葉喬生伉儷（敏），區文成伉儷（勁）。

悉尼培正同學會
徐兆敏會長

1st Jun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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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0日悉尼同學會茶聚

各位紅藍校友們，會長遊吧日本（六月）和智利（四月）歸
來，該做正事，本來預算七月晚飯，大家聚聚，但是悉尼冬天
晚上太“熱”，誰會出動呢。

2017.07.30，天氣總算和暖，攝氏 20 度以上，兒子 Hugo
和我首先將廿多本 182 期和 183 期的培正同學通訊帶往鴻之
星酒家茶聚，。那是十五公斤，因為知道有不少廣州校友會出
現，但他們連廣州培正通訊都未收過，大家多少也離校超過
四十年，有機會看到，摸到，都是親切。

在聚會中，遇到岺永祥學長（剛），以後廣州通訊有着
落，他們的兒子、新抱在悉尼工作，生了內孫，岑同學每三個
月過來一次，他有不少空磅，回東山母校，跟廣州同學會取
回來即可，也省了郵寄費，有勞。

認識了三位賢社學長，黃節學長，鋼琴老師，照顧和教
授各級考試，並在澳亞文化管弦樂團和悉尼歡樂合唱團中伴
奏，本來正擔心羅慧莊同學（昕），八月回港定居後，同學會
音樂人材凋零，好彩又有生力軍，梁小敏學長，考入悉尼博物
館做導賞員，主攻油畫，太好了，同學會下年年節目多了藝術
元素，參觀博物館，梁展達學長，中學年代的領袖生，解釋

日本高田防撞氣袋失誤的原因，再多謝以上四位同學都捐出
$30 作為今年同學會會費。

席間有幾位同學詢問 2018 年世日事宜，因為會長從前
念書在加拿大，故此可以略為介紹，但是費用在溫哥華要多
少，已知，12/8/2018 中式歡迎晚宴 $70，13/8，中午酒店
午餐 $35，13/8，晚典禮及聯歡晚會西式 $120，可以分散參
加，參加全套 加元 $200。近日澳元升值，大家一對一，多倫
多用度多少未知 ? 查詢 2018puichingworldalumniday@gma
il。com 截止 31/3/2018。

出席人數 33 位
鄧 璟 伉儷（ 雁），朱光凌（ 堅），鄧 善炳（弘），凌 東 生伉儷

（明），楊自宗 伉儷（瑩），Betty Wong（培），區尚勇伉儷
（皓），芩永祥（剛），黃節，梁小敏，梁展達（賢），鄧麗虹
（勤），云小安，劉古彥，戴繼雄，陸寧強，曹碧容，劉建平，

徐兆敏（昕）及 Hugo，陳 珏，吳小珊，葉東誠伉儷，黃玫瑰
（敏），單聖樑，孫海波，黃健萍（英），冼孝慈物理科老師

悉尼培正同學會
徐兆敏會長

4/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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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 七年五月六日晚在沙加緬度市麗華 樓酒家舉行
了美國加省省會 培正同學會第四十九屆春宴晚會，出席晚
宴 的 嘉 賓 有 來 自 灣 區，Davis 及 Elk Grove 地 區 的 同 學 及 
親 友 六十人。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會長 戚嘉慧 從 遠 道灣區 來
參加晚宴，並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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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麗寶樓酒家共有三
個盛會而使同學會晚宴進餐的過程不夠理想，而且環境更
加 喧噪 雜亂，幸副 會長 周達 堯（ 昇 社）從 家中帶 來卡拉 OK
音響，使講話在會場都能聽清楚。今年春宴著重要舉行加
省省會培正同學會職員選舉，現任會長楊東權同學（匡社） 
講述經過職員會議討論，提出了本地培正同學會職員結構及
選舉議程的提議。結構由原先的七人增加同學會總務一人至
八人，即正會長、副會長、總務、文書／財務／網頁各一人，
康樂二人，顧問二人。任期為二年，每二年選舉一次，可連任
多次。

晚六時四十五分 賓客 絕大部分安排落座，司儀胡婉霞
（英社）宣布晚宴開始，請會長楊東權領唱培正校歌、領禱及

講話。楊會長請全體同學和賓客起立唱培正學校校歌，隨後
向天父禱求宴會蒙福及謝飯，並請各位落座。因酒家當晚要
及時送菜到三個不同聚會各枱，只能稍早向我們晚宴進餸，
會長的講話在送菜過程中仍然響亮而聽眾都很安靜傾聽。楊
會長首先致歡迎辭，介紹本地培英校友會康會長伉儷，及三
藩市培正同學會戚會長，大家以熱烈掌聲表達歡迎。另外又
向來自灣區每年都積極參加本地培正同學會活動的偉社梅漢
泉伉儷表示歡迎鼓勵，這次他夫婦還帶來了幾個月大的孫兒
來助慶。培正仁社同學在朱麗萍及趙天煜的策劃下，今晚共
有同學親友十三人到慶賀。

今晚有一件喜事是同學會設立的大學優秀學生奬學金的
首次頒發，得奬者是周達堯副會長的千金周藹怡同學，奬金

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
第49屆春宴紀要
楊東權（匡社）

會長頒發獎學金給周藹怡的父母

楊會長講話

2017年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職員，左起：朱麗萍總務，趙天煜副會長，
張杏超康樂，周達堯會長，楊東權顧問，胡婉霞康樂及文書兼財務譚淑儀

楊東權歡迎戚嘉慧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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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五百元。奬學金基金設立得到了朱永朝、梅漢泉及羅根
合夫人等人的率先贊助，會長代表同學會向他們表示謝意。
並拍照頒發奬狀及奬學金。會長接著沉痛告知，同學會顧問
及前會長羅根合已在今年一月二十日逝世，對到會的羅夫人
及兩千金表達慰問平安。並宣佈關於同學會職員選舉的提議
如下：提出了今屆選出會長周達堯，副會長趙天煜，總務朱
麗萍，文書譚淑儀，康樂胡婉霞及張杏超，顧問黃開旺及楊
東權。這提議立即有附議並無反對，最後培正同学鼓掌通過
提議。接著發下只有培正同學有權投票的選票，並等待收集
統計後宣佈選舉結果。今晚同學會顧問黃開旺（輝社）有事在
灣區不能參加。

盼望很久的席間的抽獎活動在繼 續 進餐時開始，多謝
各位帶來很多小禮物助慶。為了保證每枱至少有一人得到獎
品，首先把每枱的抽獎券集中再抽出，剩下的大批獎品則看

今晚誰是幸運兒得禮曲最多，把歡樂的氣芬推上高峰，無論
得獎者和未得獎者都笑顏大開，都興奮拍手歡呼！這時培正
同學各自己填好職員選舉選票並收集統計後，由楊會長宣佈
今晚選舉結果如下：

會長：  周達堯（昇社） 副會長：趙天煜（仁社）
總務：  朱麗萍（仁社） 文書：  譚淑儀（英社）
康樂：  胡婉霞（英社）及 張杏超
顧問：  黃開旺（輝社）及 楊東權（匡社）

今晚拍攝照片承蒙多位同學親友協助，各式精彩鏡頭和
多幅集體相照作紀念，並登載培正網頁，可入網頁自已選擇
下載。

全體培正同学集體相照留念

梅漢泉的千金及新生孫兒 前排為羅根合夫人及二千金後站立者為戚會長 張杏超送獎品給培英康會長

31

各地同學會消息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午在加州沙加緬度市南部的
Garcia Bend Park 內，一座四周大樹環繞的大涼亭中，有約
六十餘人分別坐在八張舖上白塑膠布的長枱旁的長凳上，舉
行了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每年一度的郊遊野餐會。當天
陽光普照，氣溫高但幸有附 近多棵法國梧桐的大樹葉的遮
蓋，使培正同學及其親友們，不受烈日的暴曬而感到份外蔭
涼。參加者先後陸續到達，相熟的便高興地握手問安，同時
也互相介紹給 他人，大家都沉醉在溫馨的同學 和友誼親情
中。這時康樂張杏超從餐館取來還有餘熱的大盆各種中式菜
及炒粉麵等以及由總務朱麗萍同學（仁社）母親做的芋頭榚
及甜糕，鹵水雞蛋，購買的西式炸雞塊，琳琅滿目地擺在兩
張長方枱上，每年野餐譚淑儀同學（英社）負責準備的飲用瓶
水、各式飲料都早就放在兩個盛有冰塊的大型冷藏箱內，預
早就運到大亭附近，甜美的大西瓜也在冷箱內，當然還有各
式小包 Chips 供應，引人禁不住取包先吃吃，我們應該謝謝
譚淑儀夫婦，倆人每年為同學會野餐的辛勞奉獻。

正午十二時半同學會會長周達堯（昇社）高高地站在長枱
上，宣佈野餐會開始，顧問黃開旺同學 （輝社） 也跳上長枱

揮手帶領全體起立唱培正校歌，在高昂歌聲結束後，顧問楊
東權（匡社）立即高聲禱告感謝神的恩典賜給各式美食，並使
曾就讀於基督教在省、港、澳各地的培正學校學生，有機會
在海外沙加緬度歡樂的同聚一堂禜耀神。謝飯代禱後，各人
自動排隊分別到長枱前選取自已喜愛的食品，除了從餐館中
預訂仍然溫熱的菜、炒粉麵、炸雞塊外，大家都喜愛朱麗萍
同學的母親特制的芋頭糕及甜糕，這位熱心的母親雖有腰痛
不能像去年一樣參加野餐，但仍然支持同學們的野餐活動，
在此同學會特表敬意和感謝。從灣區遠道而來的三藩市培正
同學會會長戚嘉慧同學（傑社）及孫倫同學和陳學恆同學（英
社）給予這次野餐活動極大的支持，從灣區 Pleasanton 遠道
而來的培正偉社梅漢泉伉儷及親友每次都熱心參予本地培正
同學活動，培正仁社一群同學更是引人注目，有住在本地的
朱麗萍夫婦及他們年幼坐在嬰兒車的孫兒、趙天煜和從灣區
來的黃澤球形成仁社同窗的小聚會，也是本地培正同學會中
的榮幸及新生的中堅力量。

今年已逝世的前同學會會長及顧問羅根合夫人及女兒們
一家都高興地參加野餐，康樂胡婉霞同學（英社）預早辦妥野

二零一七年美國加省省會
培正同學會郊遊野餐會
楊東權 （匡社）

二零一七年野餐會後部分同學及來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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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會公園涼亭的登記手續，但她因近期要處理出租屋的裝修
及出租事宜，非常忙忙碌碌， 原計劃不參加這次活動，仍然
抽空來到涼亭送出多把美麗的中國摺扇作抽獎禮物。譚淑儀
同學得到朱麗萍的幫忙，也很快完成登記新同學會員資料，
兩位女同學同時也提前把大家帶來的小禮品收集，準備抽獎
活動。圍繞在亭內八張固定的長桌而坐的人群，在享用豐盛
午餐時，分別找到感興趣的話題和朋友，有些談論認識的培
正同學近況，有些曾參加培正茶檔的陳秉鈞（匡社）和曾昭權

（謙社）同學，談及曾太太因已知她想見面的朋友未能參加野
餐而不願參加，使我們大失所望，隻能談些繼續上次飲茶時
未談完的故事。

我和戚嘉慧會長在七月十六日在灣區拉法葉市參加梁施
鳴玉追思禮拜時見過面，因此也談到上次未完的話題，提出
將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每年夏季舉辦的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
錦標賽改名為紀念梁錦琪夫婦乒乓球錦標賽，她亦同意此建
議，這將在今年九月十九日在位於 Moraga 市梁施鳴玉故居
的眾匡社同學聚會再和戚會長進一步討論。在進餐時也有拿
著手機或相機到處拍攝，尋找難忘鏡頭的攝影愛好者。接著

每年野餐時都有的抽禮物活動，更帶給大家很多笑聲和喜
樂，特別搶眼的是得到不同顏色及圖案的中國摺扇，獲扇時
都想留下美好的相片留念，最高興的是得禮物較多的幸運兒
們，最後陳雁鶯同學（恆社）獲得大獎 25 元禮券。野餐結束
前，義務攝影師們為我們拍了團體合照，留下美好的記念（見
附圖）。

正當同學們陸續離去時李雅各同學（勤社）夫婦因在教
會為處理一個追思禮拜會的收尾工作直到下午二時才趕到。 
他們問及明年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世界培正同學日活動？ 
還未離去的戚會長提出考慮組織從三藩市坐游輪直到溫哥華
的設想， 正好趙天煜副會長和黃開旺及楊東權兩個顧問在場， 
大家覺得這是個好主意， 這樣灣區及沙加緬度將去參加世界
培正同學日的同學， 在游輪上有個世界同學日前的熱身活動，
戚會長當即答應和旅行社詢問其可行性如何？ 感謝趙天煜副
會長，朱麗萍總務，譚淑儀財務文書，及周達堯會長的收尾
工作，便野餐盛會在大家感到非常開心時
圓滿結束。

圖右者為康樂胡婉霞送來摺扇

筆者夫婦看望朱麗萍的孫兒

穿白衣者陳雁鶯得大獎!

兩位得獎者的笑容，右為戚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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