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屆理事
會長： 陳文瑋（2007 驁社）
副會長： 關德深（1967 恒社）

Dear All Alumni,

A s you have known, we had 
an election for the President 
of our PCAA Midwest Chapter. 
Having been nominated by the 
Directors in June, the following 
2 alumni have been elected by you to represent our 
chapter and coordinate all our activities.

The President：
陳文瑋 Alessandro （Alex） ManWai Chan － 2007年驁社 
Alex came to the States in Jan 2014, was a M.S student 
in Biology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t IIT, currently a 
Ph.D. candidate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t UIC. He is 
married living in Naperville. He can be reached at 312-
646-8007.

The Vice President：
Because Alex is relatively new to our organization, the 
Directors asked me to take on the role of a Vice President 
providing Alex with a connection to the background, 
history and traditions of our group. Of course, both of us 
will continue to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our Directors.

We are very excited to have a new blood in our group. Alex 
is from a younger generation, bringing us new visions and 
energ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is leadership.

培正美中校友會
Samuel Kwan 關德深  1967  恒社
Mobile： 312-286-6077
Email： stk4007@aol.com

各位老師，學長，校友們大家好，

今年的中秋佳節是在十月四日，但
美南（德州）培正同學會已决 定 提
前在今年八月十二日舉行聯誼聚餐
晚會，原因 是 大部分校 友都 認 識
的陳健兒醫生（1971 剛社），已應
邀 並將於八 月底前赴中國廣東汕
頭大學醫學院（李嘉誠基金會創辨
之大學），就任該醫學院客座教授

（Visiting Professor），負責以英語教授基礎醫學課程！陳健
兒醫生能有此殊榮，在世界各地的萬千醫生中被選拔出來，
除了是他個人在侯士頓廾多年來的精湛醫術被肯定外，更是
他在藥理 及基 礎醫學上學有專精使 然。因此，這不但 是 他
個人醫學生涯上的精益求益，現在更上一層樓，堅負起作育
英才，嘉惠國內醫學院醫學生的使命，誠屬可喜可賀，正是
培正之光，也令我們美南（德州）培正同學會全體同學與有榮
焉！

出席晚會的同學，除了一如既往大家可以有機會與各校友見
面聚舊，談天說地，歡聚一堂，享用由有經驗的同學安排及
悉心準備之晚餐外，更可以與陳健兒同學進行交流，歡送並
預祝他旅途愉快及抵汕頭大學後，生活，教學等一切順利。
繼續為培正爭光，發揚紅藍精神！

正式的邀請，報名函，節目及餐點內容等，將會在七月再以 
電郵通知各位。敬請各校友期待並預留時間，屆時擁躍報名
參加。

專此
敬頌暑安

美南（德州）培正同學會
許國華敬上
六月廾六日

美中培正同學會
2017年理事改選

萬千醫生中
脫穎而出

匡社 楊東權
陳健兒醫生（1971剛社）應邀就任
汕頭醫學院客座教授，
美南（德州）培正同學會2017年8月12日
舉行聯誼聚餐晚會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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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華加京培正同學會今年中秋聚餐 , 在農曆八月十二
日即西曆十月一日的中國國慶日相約於由小夫妻經營家庭式
的小飯館“鈺怡閣”。食過月餅之後由會長劉永堂報告會務和
各地同學會的通訊 , 會長的一席話 , 引來大家共鳴 , 他說 : “在
座共叙的是由 50 到 80 年代畢業的培正同學 , 我們身在加國 ,
心繫祖國 ,不論從哪裏來 ,不論從事哪一領域的工作,不論年
齡,不論男女 ,不論退休或在職 ,不論單身或兒孫成群 , 一到同
學叙會都能有共同話題 ,暢所欲言, 無所不談 ,不亦樂乎。這是
培正獨有的優良傳統 , 紅藍兒女一家親 , 的確我們是這樣長大
的 , 我們是這樣一直走過來的。”他的話很有意思 , 尤其在人
月雙圓的中秋 ,令人倍覺親切。我們都欣賞着同一個夜空下的
皎潔明月, 我們都是來自培正這個大家庭的一家人。

中秋聚餐 ,30 多位同學出席 ,有培正同學 , 培正女婿 , 培正
新抱 , 培正朋友 , 培正第二代等,食物精緻 , 小夫妻為我們度身
定造中秋美食,有碧綠青菜 , 走地香雞 , 甜美龍蝦 , 秘制羊腩 ,
住家湯圓等, 月圓人亦圓 , 滿足 , 滿足 ! 我們以茶代酒 , 開懷共
飲 , 同時劉會長亦宣布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明年八月在北
美舉行, 由温哥華和多倫多合辦, 節目精彩,行程緊密 , 當中余
永康同學提議 , 我們可以在渥太華組織一團到多倫多會合其
他同學 , 以盡地主之誼 , 他的意見引來全場鼓掌 , 大家都正有
此意吧。當然 , 雖然大部分同學都已退休 , 但時間表安排緊密 ,
回去要再重新安排明年大計, 以配合我們培正同學日的北美
之旅。有關 " 當渥太華遇上多倫多" 這一浪漫旅程 , 詳情亦要
留待下回再續。我們已相約聖誕在城東 " 龍園 " 叙餐 , 到時自
有分曉。步出飯館 , 明月當空 , 此情此景 , 正合"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也。

今年七月一日是加拿大 150 周年國慶 , 從年初起全國都
歡騰起來 , 期待迎接這個愉快日子, 雖然天不太造美 , 國慶日
下了一天的雨 , 但在晚上煙花發放的時刻 , 雨停了, 讓首都居
民可共享美妙時刻 , 見證國家的大日子。我們住在首都渥太
華 , 更能感受那分喜悅和自豪 , 雖然加拿大是百多年歷史的
國家 , 文化底蘊不及五千多年的中國 , 但她是多元文化 , 加拿
大人平和友善, 世界各地移民和諧共處 , 相互尊重 , 包容, 學
習, 我們都以加為家 ,祝願國家更進一步, 再邁向下一個十年 , 
五十年 , 一百年。

我們的夏日燒烤樂逍遙 ,也在國慶月舉行, 7月16日約在
遊艇俱樂部公園 , 藍天白雲 , 良朋共叙 , 食物豐富多樣 , 難得
的是聯繫交流。的確在電子科技的年代 , “一機在手, 無所不
能”, 可即時接收世界各地的資訊 , 不受距離和地域限制 , 在
機上無所不談 , 群組亦是一個接一個 , “圈”中朋友多了, 可能
從不見面 , 機上講的只是隻言片語 , 客套說話而矣。我們的叙
會是面對面的談天 , 有即時的表情 , 從會心微笑到大笑 , 有即
時的共鳴和應 , 這是我們同學一直的珍惜的友誼 , 正是“點只
食嘢咁簡單” 。

每次叙會都有 30 多位同學和家眷, 朋友等出席 , 雖然近
年移民到渥太華的培正同學少了, 但無減我們的熱情 , 正是幾
十年如一日, 每次同學聚會均傳閱由各地同學會送來的通訊 ,
同時亦接待到訪及移民到渥太華的紅藍兒女。如有任何聯系 ,
請聯絡劉永堂會長 :Robin Wing-Tong Lau

21 Acklam Terrace Kanata, Ontar io Canada K 2K 
2H1  Tel: 613-591- 0395(H), 613-709 -2318(Cell); email: 
robinwlau@gmail.com

加拿大渥太華加京培正同學會通訊
明日話今天
梁蘇珍（敏）

2017 七月郊外BBQ 野餐 十月中秋聚餐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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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在六月茶擋結束時大家查了月曆，共同確定今年七
月十三日星期四中午是培正七月茶擋聚會時間，但曾昭權同
學仍然記錯在七月初提醒陳秉鈞同學七月八日是培正茶擋聚
會，急使他打電話給我要我寫電郵給曾昭權再次通知他茶擋
應是七月十三日。當七月九日星期一我再發電郵給曾參加過
茶擋的同學，朱麗萍因要在灣區照顧孫子不能參加，曾昭權
回電郵告知他一定參加，但突然在七月十二日電話告知他太
太被老板通知臨時休假一周，而他太太希望在這難得的假期
中，要求和他到加州一零一公路的海邊渡假區渡假，因此他
奉太座之命要在七月十三日晨開著他的 Jeep SUV 新車作車
夫渡假去了，走前打電話告知不能參加茶擋，同時肯定七月
二十九日會和太太參加培正同學的野餐。陳秉鈞同學提早到
達在餐館大門見到我們夫婦剛下車，立即要求我們先去餐館
安排枱位，他要去附近買報紙。趙天煜副會長準時來到，餐
館老板送上香片茶，在等待其他人到來時，我告知副會長增
加我的朋友何青萍母女二人參加七月尾的野餐活動，這可使
曾昭權太太在野餐時有熟識的人交談。趁此機會我用我的平
板電腦而趙天煜用他的智能手機上網，進入二埠培正同學會

網頁，查找同學會通訊資料，並順便令趙副會長更熟悉及方
便獲得我們培正同學會的最新消息和資料。培道的袁錦霞同
學因在醫院等待大兒媳婦的臨盆不參加茶擋，但可喜的是陳
秉鈞請來了老朋友培英的高智民學長，他經常參加培英或培
正的同學會活動。所以這次也請高學長領禱謝飯開始喜樂的
聚會，在進餐期間談及同學們的新舊事，陳秉鈞談得興起急
忙回家，取回他珍藏的香港培正匡社初中畢業同學錄及匡社
離校十五週年特刋和大家分享。我沈痛的吿知曾參予匡社編
輯離校四十五年特刋負責設計特刋各分頁版面的梁施鳴玉女
士，不幸在七月四日因血癌逝世，我將在七月十六日星期天
到拉法葉市參加她的安息禮拜，梁夫人將和其夫梁錦琪同學
合葬同一墓園，大家都感到這是同學會的損失。高學長表示
願意參加七月二十九日野餐。而且陳秉鈞同學也主動提出他
以後負責帶在一九三一年出生年長的高智民學長參加每月的
茶擋。趙副會長也和高學長交換電話要加強聯系。高學長善
吹奏口琴，去年他曾在培正野餐郊遊活動時，吹奏幾首口琴
詩歌助慶並博得大家好評。陳秉鈞同學這次搶著付款，他說
因他六月記錯時間缺席現要請大家補過。

沙加緬度培正茶擋二零一七年七月聚會
匡社 楊東權

36

各地同學會消息



1972 年 9月一群旅居加拿大亞省愛民頓市的培正校友本
著維繫彼此友誼，發揚紅藍精神的宗旨，在趙汝旺醫生帶領
下創辦了亞省培正同學會。當年出席創會典禮者有（見創會典
禮相片）：

前排左起：曹學華，趙汝旺，呂少華，陳隆聲，陳太，羅廷
珍，許榮光。

後排左起：姓名不詳，曾濤，姓名不詳，陳國強，姓名不詳，
姓名不詳，梁作榮，劉玉珍 （屈太），屈衛銘，黃立生，馬朝
樞，陳建白。

至今 45 年來本 會 經 歷了6 位會長。繼 創會 會長 趙 汝 旺
（1939 鵬社）之後，有謝清華（1956 瑩社），鍾兆芳（1953 誠

社），楊光浩（1969 昇社），羅慧嘉（1958 銳社）及現任會長
顧錚（1970 謙社）。各會長都得到校友們的頂力支持和協助，
使會務蒸蒸日上。數十年來，除了舉辦以吃喝玩樂為主的聚
餐和每月的點心茶聚外，還有結伴出外郊遊，參予其他同學
會的活動，為各地天災籌款，到安老院探訪，結隊支持本市
文藝活動等。本會活動主要是團結校友，但亦為社會的褔祉
盡一點綿力。

加拿大亞省培正同學會
慶祝成立45週年

2017年 6 月 4日本會假座高朋滿座大酒樓舉行慶祝成立
45 週年晚會，筵開四桌。 本會創辦人趙汝旺醫生已是 98 歲
高齡，剛好病癒不久，本應在家休養，但由於今天是重大的
紀念日子，所以雖然只可逗留片刻， 也堅持由女兒 Christine
陪同出席。他在全體校 友掌聲中進 場，跟著分別與出席者
拍照留念。又一起唱校歌及致賀詞。他除了送來精美蛋糕之
外，臨別時還贊助會費 $1,000 加拿大元。 

晚會繼續由會長顧錚致詞及歡迎新會友黃子超（剛社），
吳叙仁（仁社）和介紹因事未能出席的劉金城（匡社）。之後由
財政黃楚珊作財務報告。接著是各人期待已久的晚宴。當大
家享用美味佳餚時，由楊光浩主持的遊戲節目亦隨即開始，
各勝出者都獲獎大利是一封。壓軸節目是抽獎，獎品除了有
多封大利是之外，還有 Anna Tsang 送出的曲奇餅，和羅慧嘉
送出四套她精心設計的枱頭裝飾擺設，是一對代表培正紅藍
精神的紅藍色玻璃樽，在樽頸上分別掛著印有培正和 45 字樣
的小牌，代表亞省培正同學會成立45 週年，很有紀念價值。
各得獎者都笑逐顏開，盡興而回。

 
當 晚 出 席 者 計有 陳 惠 娟（ 剛 社）及 夫

婿，趙汝旺（鵬社）和女兒 Christine，王敏

1972 年創會典禮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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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剛社），顧錚（謙社）和兒子 Howard，妹妹 Virginia，羅
衍深（昇社）夫婦，周衍慶（捷社）夫婦，沈夢文（謙社），陳
康年（昕社），陳潔明（捷社），曾劍平（真社）夫婦，楊光浩

（昇社）夫婦，Anna Tsang，黃楚珊（昕社）及夫婿，譚杰（銳
社），鍾兆芳（誠社）夫婦，曹學華（鋒社），周述忠（偉社）

夫婦及兒子 Leon，祝定聰（偉社）夫婦， 羅慧嘉（銳社）及夫
婿，劉淑琪（謙社）及夫婿，黃子超（剛社）夫婦，鄭凱文（耀
社）夫婦，吳叙仁（仁社）和麥勝珍（晶社）。曹學華和趙汝旺
兩位當年都有出席創會慶典及今次45 週年慶祝晚會，至為 
難得。

歷屆會長合照 （謝清華缺席）—前： 趙汝旺（鵬）
後左起： 鍾兆芳（誠）、羅慧嘉（銳）、顧錚（謙）、楊光浩（昇）

出席者合照

現屆職員合照—前左起： 顧錚（謙）、趙汝旺顧問（鵬）、
陳康年副會長（昕）、顧問兼秘書羅慧嘉 （銳） 
後左起： 秘書羅衍深（昇）、財政黃楚珊（昕）、楊光浩顧問（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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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培正同學會
郭若蘊會長伉儷訪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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