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踏入十一月的週末，穗港澳三地都有同學日讓世
界各地校友參加加冕聚會，非加冕班，也各自召集

社友出席晚宴和回母校校慶，今年2017正是香港同學總
會成立90年，故此在九龍灣會展中心訂一百席讓大家一
起歡聚。

2017／11／01香港培正陸運會
去年在灣仔運動場舉行，今年改在將軍澳運動場舉

行，分兩天在一號和二號，二號有重頭戲，各級社加小六
啦啦隊比拚，在183期通訊已經報導過。

將軍澳新市鎮，之前未去過，今天市價也過萬多元一
呎，地鉄出來，穿過人流不俗的商場過行人天橋直達運動
場館，旁邊有世界級單車競賽場館，也值得參觀。�不用單
車比賽時，場中可以分界出八個羽毛球場。�

培正陸運會，入口有培正童子軍站崗，登記處詢問你
是校友或家長，會替我們貼上貼紙，我進場便給鍾偉東
副校（培社）逮捕了，故此未有貼紙便放行，再遇外事部
的潘嘉衡主任（1984，智），他是香港同學會副會長，曾
率領港澳學生團到2015年悉尼世界同學日，大家當然熟
絡，做培正領導和教師一點不簡單，不論你住港九何區一
律比同學仔早一個小時到場，打點一切，負責體育運動如
總裁判鍾靈秀老師，鄭景亮（King�Sir）�副校長�等更早些，
最後叫同學仔清完垃圾才回家，出動老師多達六十多位，
也正是老師們受同學仔們愛戴的原因，此外同學仔幫忙
紀錄，拍攝，召集，電子計時，裁判，播音，發令，後勤，
獎品，救傷，風紀員等不下八十位。�

剛剛的百米賽跑，有同學仔等齊跑得慢的其他同學
一起衝線，被田徑老師裁判全體DQ，（取消資格），老師
們裁决英明，小小年紀，已懂得玩嘢，但一齊衝線的相
片，廿五年後重温，一定回味，如五十年後再看，美麗的

回憶，令人長壽，培正馬騮頭，後繼有人。�蔡承殷中一悅
社，女丙八百米破大會紀錄，快了十三秒，造出兩分四十
秒，比女乙組更快，培正自呂麗瑤（2012翹社）後，又出英
雌。�

譚校長終於出現，他馬不停蹄開幕儀式後往開會，中
午前回到會場，大家都曾在昕社待過，但是未有同班，後
來他變“捷”後，成了優異生，最後入讀中大，又中大田徑
隊，成了永隆中學校長，再回到培正大家庭，任職校長，
明年退休，我倆一起午餐，細說當年往事，世事真的不
可預測啊，也各自娶了協恩的美女做太太，有眼光吧，哈
哈。�

午餐時間巧遇何力高副校（1991勇社），和五位老師
一起用午餐時間開會，商討明年往Geelong,�Victoria,�
Australia,�“positive�education”學習班，回來後幫助同
學仔更加進取，老師們平日各有不同時間課節，真的一起
坐下來談一談時間少，老師們時間管理佳，傳到同學仔身
上，終生受用，招待老師們的責任，交給唐逸堯（1962旭
社）墨爾本會長和同學會了。�

回歸主題，今天的同學仔，每個級社都有他們的主
體思想（北韓金氏皇朝），中六臻社用“卓而承哲，再臻盛
世”主打黑色社衫，我用心推敲，卓社畢業於2012，哲社
2015，臻社2018，而下面兄弟社，盛社2021，包含培正
紅藍兄弟社精神之情，再跟同學仔証實，妙絕。

中五君社“君臨天下，Majesty”用白色，中四奕社“奕
流而上”用櫻紅色，中三盛社選用灰綠色“盛世再臨”，
中 二 潔 社，“ 潔 冠 洪 荒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purity”用深藍色，中一悅社“遇強越強”採用黃色。�看台
左至右，中一，中四，中二，中五，家長校友主禮嘉賓席，
中六，中三，小六（2024，恩社），大家兄弟社互相打氣，
培正紅藍兒女精神，孕育而出。�

2017／11／01 如何面對哀傷
晚上出席同學會月會，由陳淑清校友（1992，義），

“如何面對哀傷”，剛剛外母在港去世兩個半月，她對我們
一家相當好，是突然發生的那一類，故此用心去聆聽和紀
錄，對自己造一個測試，張學長說哀傷有反應在思想和行
為上，歷程，臨終者的需要和心聲，又喪親者的哀傷，孩
子的哀傷，近日香港人愛用“移民了”，來代表至親的離
世，某天班主任說某某同學仔移民了，是小孩子的好友，
小孩子會誤解，出現哀傷。�

哀傷期的有長有短，最後用台語兩套保險公司的故事
作終結，老夫老妻，如何面對失去另外一半和父女關係，

卓而承哲 再臻盛世 培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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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死前教導女兒如何面對未來十年，捉迷藏的遊戲及如
何安慰母親，很觸動人心，領人熱淚盈眶。��我個人經
驗，寫一封信給往生的親人，盡情傾訴，當然睹物思人，
我想我的哀傷期平靜地遛去了。��

2017／11／07 紅藍科研展開幕 

主打極地研究，大家在中學部瑩社展館可以看到各級
同學們紅藍科研展，有幾高深，中四班，海藻酸鈉粒對銅
離子的生物吸附性，藻類生長研究，中二，中三有，以光
制污，以光觸媒去除空氣污染物，中一有，海藻能不能清
潔污水?�降温海藻，切合今天地球暖化問題。��

何建宗中學校監（1975，昕）�1993年認識了李樂斯博
士，開始了他四次南極，十一次北極研究，問得仔細些，
何博士，1993年冬天聖誕，第一次出訪南極King�George�
Island,�是香港科技協進會組織的第一次南極考察，進駐
中國長城站，再在1995年五月組織第一次北極科研考
察，他的成名作是發現南極企鵝神秘死亡，是吃下有毒甲
藻類，兒子何韶博（2005，廉）和數位昕社校友也在今年
10月在Svalbard� Island�北極考察，主研酸雪和恆久性有
機污染物，也步父親後塵，主修環境科學，五北一南，論
文數篇了。��

2017／11／11 培正高球
第十四屆香港培正高球會暨會長杯，年中大賽，順利

舉行，有賴各執事跟鳳凰山高球會多年合作，打球時間，
大合照，午餐晚餐恰到好處，現在少吃自助餐，因為年紀
關係，但是食品豐富，還是多拿些，唯有多打幾個球入叢
林或下水，可以多揮幾捍，減肥膏去，大會用申申貝位亞計
算成績，我倖拿到淨桿亞軍，但總桿冠軍，就是要有真材
實料，84桿，一個球打畢十八個洞的黎藉冠前會長贏得。

2017／11／17 恒社金禧 

去年替皓社金禧寫了一小段，反應不俗，故譚校長特
邀我參加，因為有中四、五、六同學仔齊集會堂，難得與
今年金禧班各出色校友們分享成功經驗，入到後台，喜見
周榮超和朱樂怡伉儷握手相迎，周是前三藩市會長，今天
恒社司儀代表，當年要辦第四屆世界同學日而認識，大家
都愛咖啡飲料，劉安乾前台灣會長，大家有一起在台山市
酒店房間滅蚊，大年初一一起在台北找吃的經驗，恒社社
長星加坡鄭保卿會長，因為同學會和星市昕友余俊傑而認
識，其實我認識恒社這個級社早在自己唸小四年級，陸運
會共三天在花墟，大哥哥大姊姊中六生，為自己社打氣，
小四生也感受到紅藍精神。

恒社特色，唸書勁，博士多，時間關係祇出六位，坐
在台上一字排開，從左至右，陳炯林，天文，張偉犖，電
腦，郭新，天文，楊斯敏，化學，何宜中醫生，陳桂恆，藥
劑。�由兩位女同學做代表發問，陳教授主理航空科學，
深空探測，其實在176期，“誰的叫座力最強”，已經介
紹了陳教授另一類絕學，八卦拳跟太極和形意拳分庭抗
勵，也正如陳教授自己所言，培正成績紅藍都有，月會介
紹他是昇社學長，在培正多唸兩年，才有此成就。張教
授，港大理學院院長，香港政府的醫健通及近年造基因分
析都做出成果。郭教授太出名，但他用恒社的恒心作為座
右銘，做研究要有好奇心，懷疑權威，做他的博士後研究
生，天天提新証據，不會反臉，哈哈。�私下一談，才知電
腦發達，已經不用天天晚上伏在智利ALMA,�觀星測試數
據。��楊教授愛留知識在中國土壤上，但是也要有外國經
驗廣闊視野，何醫生，身體力行，終生學習，多唸多記，
自身健康，對病人有愛心，以病人優先，最後一位陳桂恒
教授，是位企業型大教授，台灣製藥業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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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7
2018年世界培正同學日工作會議

施永輝會長和章子惠大會統籌，馬不停蹄約會三校代
表和三地同學會，並在184期，登出節目和收費細節，今
次三校穗港澳中學加東山小學，西關小學都派學生出席，
將會十分熱鬧，並決定2021年在台北市舉行，溫市和多
市有四小時飛行路程，三個小時時差，徐會長已經購票，
15/8/2018零時從溫市飛多市，早上七時半到達，省了一
晚酒店費用，而且零時飛機位多又平些。�此外，其中一位
特聘表演嘉賓，香港中四馮載欣同学，悉尼，温哥華及多
倫多三地會長已有協議。

2017／11／17 培正音樂會
培正銀樂隊成立六十週年，晚上7:30，小學李思亷大

禮堂，家長，同學，校友，蜂擁而至，主禮嘉賓周松崗爵
士（1968，仁），也在門外候着，禮堂內各隊員再作最後
彩排，今晚的指揮棒，交到蔡國田老師手中，最年長校
友的演出者陳志成隊長（1961，善），善吹單簧管，上半
場有現屆中學銀樂隊和小學管樂團演奏，下半場才是精
華所在，中學組和校友合奏，有各前隊長帶著，音色更完
美，樂曲也難道高些，大家有時間必須細讀場刋，每篇
專訪都各有特色，包括介紹蔡國田老師，陳志成學長，
鮑寅學長（1968，仁），屈啟修學長（1973，勤），屈啟

鳴學長（1980，穎），林永權老師，梁志成學長（1983，
凱），林映秋學長，周琬君（1986，晶），葉展漢副校
長（1995，健），黃素雯學長（1998，鷹），陳嶺暉學長

（2004，雄），江穎怡學長，陳穎麟老師（2007，驁），現
今銀樂隊負責老師，陸偉琛學長（2009，軒），朱曉惠學
長（2015，哲），及今年的雙隊長，周文軒，周朗軒同學�

（2019，君）。����

2017／11／18 香港培正同學日
今年同學日，十時正已回到窩打老道80號，準備幫

幫手，因為冇校工敢幫同學會手，主力搬枱，禮品和通
訊等的工作，主要倚靠中學部同學仔及幸小姐和伍思琳

（1983，凱）�等職員，及臨時工，姚偉國（1990，騰），劉
詩韻（1986，晶）等，最不愉快的是小學部員工霸佔至善
至正大路，搶佔同學會每年用作各級社回校校慶的位子，
掛他們培小春茗的海報大橫額，用意明顯，搶頭啖湯，校
友誤打誤撞，簽了名後又送番瓶水。�

後來天公不造美，雨毛毛，他們才搬回有蓋的位置，
而同學會靠潘嘉衡副會長召集中學部同學搬大篷，移枱，
在十一時半回到大路入口附近設席放簽到簿，通訊和紀念
品出售。

義社今年廿五週年銀禧，穿藍色Polo衫，搶眼，集合
百四校友回來加冕，大禮堂要分兩輪入坐，主因加冕的各
級社，大家都人數衆高，回來的各地會長也多些，美南，
多倫多，溫哥華，廣州，法國，候任澳門，墨爾本，坎培
拉，悉尼及前三藩市，前奧克蘭等

晚上，歡宴於九龍灣會展中心，聽聞明年也在此處，
主因地方寬闊，聲浪都是很糟雜，主因老同學聚會，大
部分都是每五年才聚首一堂，近年以捷社群體聚會最多，
可能我有他們的臉書網頁而羨慕不已，近有謙社2017年
11月，69人澳紐精華遊，可惜本人已回港出席本地同學
會精彩的十一月節目，未能盡地主之誼。�2019年，培正
一百三十週年校慶將在飛機場會展中心舉行。�又台山培

20

總會消息



正廿五年校慶，各位校友如未去過台山培正中學，預留三
天，值得見識。���

有小插曲，同學會在加冕後，下午六時有車安排各校
友往九龍灣大公宴，根本上，公車坐滿便開出，好似過去
澳門坐何生的噴射船，每班盡裝，又有後補位，船期未到
又想早走，便在旁邊站著，有空位便上，每班船坐滿人，
乎合經濟原則。�當日同學會執事大叫有五個位剩，前排，
賢社冇人上，中排義社又各自高談闊論，我們四位會長在
後排便自動走前上車，身後有人大叫會長打尖，我們知道
是說笑的意思，�因為仇人（朋友）多。�

今年大公宴，主力由銀樂隊担任，陳穎麟學長擔任
指揮，玩了三首樂曲，這次台上大聲過台下，大家算是靜�
了些。�

2017／11／22 顧明均學飯局
能夠從一個滴水不漏又小圈子的浸聯會（HKBC），打

開缺口，過程充滿戲劇性，
首先，顧學長上法庭追討，二千萬捐款，主因當年楊

國雄校監話建培小大樓需要校友支持，但是後來發現，是
浸聯會動用培小儲備，建成十五層大樓（有消防煙霧，走
火通道不合格，大判要求賠償過億元等問題），經黎籍冠
前會長及培正校友專業團隊幫忙，才出到入伙紙，但卻給
浸聯會用作培正專業書院，24公尺以上不可作小學用途，
2014年，被揭發，其間更再想用大樓作資產，向銀行貸
款，以作為培專日常開支，觸動全球各地校友神經:�原因

一早冇預你玩。
之後，顧學長在法庭對浸聯會勝訴，並要負方比堂

費及利息，合共HK$14,284,627.00及�二千萬捐款，�到了�
14/9/2017� 顧學長再勝訴要求HKBC,� 交待賠錢從何處
穫 得，9/11/2017�case�HCA1339/2014的 判 詞 更 清 析，
HKBC,� a�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and� trustee�of� the�
assets� of� pcps,� had�blatantly� utilising� the� funds� of�
pcps� to�pay�BCHK's�own� liability� is�a�breach�of� trust,�
簡單講培小成了HKBC的自動提款機。�培小是最大的受害
者，訟訴也持續三年多了。

另一廂，陳之望現任培小校監，身為浸聯會領導人，
卻用各種方式向外界曲意解釋，培小要加學費，培小有沉
重負擔都是同學會和顧學長引發，遠有2014年十一月同
學日加冕，用已聘請林鄭作大樓剪綵為由，而跟加冕同學
日同日同時，金禧加冕班彭守柱（1964，協）最清楚，後改
曾鈺成立法會主席，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才比各級社加冕，
2016年同學會春茗，故意同日打對台，今年18/11/2017，
更在至善至正大路掛橫額，要各返校校友參加他做校監
培小的春茗�23/2/2018，又比同學會�2/3/2018，早了一個�
星期。

專造小學雞事的人，不難領人懷疑他的博士學歷，根
據顧學長所言，主因他本人想參加宗教界選位一席，而自
報學歷，被發現學歷及論文抄襲等問題。�近有九龍塘非
牟利奧基幼稚園校長控告，陳之望利用四位影子職員，作
為交租給他。�

顧學長算是商業奇才，用百萬港元造賞金的徵文比
賽，我未有查証，但是也應該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勁，分小
學，中學，家長和校友四組，再用多過百萬廣告費，給各
大報和免費報紙登廣告三個月，評選及頒獎嘉賓粒粒巨
星校友，大家都傻了眼，非也，列出來的參考文件，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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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內容，法庭判詞及所告內容，好好給大家明白來龍去
脈。�此外，陳之望又爆圍標新聞，如上庭，也會觸犯香港
法例。

總括來說，顧學長並非出自私心或想跟誰結怨，早
年有培正花都商學院事件，被梁尚立等人搶註冊，培正之
名，2009年回歸穗港澳三校，顧學長就放手了，今天他也
七十歲之年，待培小有了健全制度監管和透明度，誰去管
理誰負責。

2017／11／25 澳門培正同學日

今年澳門同學會派車來接香港兩位副會長，劉詩韻
和陸效民，再加溫哥華章子惠前會長，南美許國華會長和
我，輕輕鬆鬆到達澳校，另外，郭秀山副會長太太是澳門
長大，故此自行安排。

我們五位自行午膳，再步行回澳校，如果你們是首
次踏足必須先參觀歴史長廊—中華文化館和創新科教
館，FABLAB,�世界上有五千所學校有此類創科教室，澳校
代號5868A，每年大會出題目，各地學校學生便依題目創
造機械人參賽，澳校多次獲一等獎，其設計和建造是位中
四女同學，好勁啊。�

從前澳門不發達，澳校生在高中多升唸港校，這個叫
做順流，我們昕社狀元蘇靈超學長，便是當年澳校精英，
來香港唸中四、五、六，拉高大家成績平均分，哈哈。�
但是也有逆流，故事主人翁，坎培拉龍基逸會長（1957，
輝），但是他叫我不能寫，要他過了九十歲後才可以，大
家唯有期待著。

高錦輝校長，簡報澳校成績，比港校一點不遜色，入
讀世界名牌大學劍橋，倫敦帝國學院，多倫多大學，英屬
哥倫比亞大學，墨爾本大學等，其他體育和學術成績，更
手握牛耳，無敵是最寂寞，我們寂寞的高校長，大家要多
回來參加同學日，悉尼同學會劉維張學長（1976，捷），

最積極，我到澳校八次，由2010年開始，每次都見到他有
帶靚Canon相機，替大家拍下美好回憶。

澳校大公宴於聯邦大酒樓，培道中學旁邊，熱恰恰
的，大家十分熱情，再遇張廣德校長的前秘書林月英小姐

（1974，基）已退休回澳照顧母親，和立法會議員黃潔貞
學妹，帶著小兒子出席，正為最低工資立法而奔波，姚頴
珊院長（1992，義）�是初級法院及行政法院，黃慕貞學長
介紹，知道曾入選澳門小姐。�羅永祥校監（1974，昕），
物理博士，跟我最熟絡，主因悉尼招待過他和太太Kitty,�

（1977，傑），有兩位出色的兒子都是澳洲畢業的醫生和
建築師。������

2017／12／01廣州培正何安東紀念音樂會

何安東老師，著名音樂家，生於1907年，愛國主義歌
曲由他創作多首，1928年從冼星海老師手中接手培正銀
樂隊及嶺南大學管弦樂團，並且以單管編制的管弦樂團介
紹海頓，貝多芬和莫扎特等西方作品與當代中國音樂。

今晚出席嘉賓有何安東音樂基金會榮譽主席蔡建中
先生和何安東老師兒子何東先生及親友，另一位頒獎嘉賓
是石濟民學長，（1954，匡），我們香港培正管弦樂團和
澳門培正的管樂團，不辭勞苦，將大小樂器，搬家過關，
跑上來三地紅藍交流是值得的，大家都要放棄一天返校
上課學習的時間，在晚上表演三首音樂，也難怪培正中學
銀樂團六十週的表演，前後相隔六十歲的隊員多齊心，每
次演出都一點一滴積累起來。��

西關小學，余嘉瑩同學以粵曲“頌羊城”和東山培小雷
紫唯小五同學唱出“閃亮全世界”這兩位小同學最觸動人
心，全場耀目，有驚喜，希望她們有機會到2018年世日大
會中表演，但是路途頗遠，必須小心策劃。�或許2021年
世日在台灣，屆時她們也年長些，地點相對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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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2 廣州培正同學日及商討
2019年，培正130校慶細節

廣州黃達雄會長（1986，晶）的邀請在中午大公宴
前，有機會出席三校校長和校監的工作會議，依120週年
作藍本，將在三校同學精英一起舉行水運會，陸運會，球
類友賽，音樂會，港校同學日2019 ／ 11 ／ 16，澳校2019
／ 11 ／ 23，和東山2019 ／ 11 ／ 30，此外邀請廿位世界
著名校友返校作學術演講。�校友參加三地慈善競步賽等

今年因為早了一天到廣州，不會遲到，12 ／ 01�跟同
學仔午餐於廣州培正中學飯堂，是當年吳琦校長主導，
從地面轉地下室，冬暖夏涼，兩個大入口，空氣對流非常
好，一次可以坐五百個同學仔一起進餐，照明和去水位照
顧得非常好，因為廚房也在地下室內，地面騰出空間作學
生羽毛球場和籃球場，花園種植等。������

中午大公宴在半島太子酒家舉行，不再是大魚大肉
了，用健康食饍，廣州市又擴大了，過去七年的變化真
多，提議世界各地校友都來逛逛，廣州培正及周邊地區。�
中學呂超校長和林建書記都是健談之士，男學長找呂超，
女學長找林書記，東山小學有叶志丹校長和張淑華書記，
廣州市第一名校，智慧校園，上次2015年世日，張書記
和丈夫一起來支持，玩得開心，故此2018年兩位領導都
參加，不對，三位才對，張書記一定帶同丈夫來。�西關培
小更是貴族學校一位難求，和香港培小數千人排隊，差不
多。��

今屆廿五銀禧加冕義社，十分熱鬧，操場上全部是
他們的白衫加紅藍頸巾，另一廂是坐擁六百人的勤社社
友，映大合照也要十五分鐘人齊站好，薪火相傳最年長是
1942年，斌社至2024年恩社。

後記
1.�培正中學，能夠矗立128年，就是不隨波逐流，“有好
奇心，恆心和懷疑權威”，Quoted� from�郭新教授，今天
顧學長是位成功商人，和郭教授不同領域，所作的事，大
體方向一樣，聖經約翰福音第二章十四和十五節，耶蘇用
繩代皮鞭，驅逐在聖殿外賣牛，羊的小販，當時的猶太人
祭司，容許用犧牲畜口作為贖罪，也從中歛財。�又聖徒彼
得在雞啼前，三次不認耶蘇基督，希望陳之望校監，能夠
重返正軌。�
2.� �今天（27/11/17）重遇有分隔四十年的老朋友，劉永堂

（1976，捷）渥太華會長，他是飛機噴射引擎設計師，後
轉政府工作，做飛機失事調查，說得好，一定要两班人，
因為會有利益冲突，我們各地會長也希望如我們2015年
世日宣言，有一個真正幫培小的辦學團體和一個正常浸聯
會監察團體。������
3.��轉述美南許國華會長是九龍塘浸信會弟兄之通信
a）�陳之望已經在十月向九浸執事會請辭並即時生效
b）�陳之望原來一直擔任奧基的校董和校監，但亦已於十
月向奥基提交辭任信件（由九浸轉交）
c）�因為已辭去奧基校董，校監及九浸執事會主席職務，之
後陳之望乃拒絕親自回答雙方向其提出的任何有關問題
d）�陳之望多年來利用職權之便，單獨與奧基所簽訂的所
有協議，完全沒有向九浸執事會報告。�若非奧基提出訴
訟，九浸根本不知有該等影子職員協議存在。
e）�明年起新任九浸執事會主席為林港生，乃是1971年級
剛社校友。
4.�呂麗瑤同學的不快遭遇，鄭景亮副校長有對傳媒作合
理正確解釋，請大家支持呂同學和母校。�今天的香港培
正運動員能夠在學協排名前列，因為改變了訓練模式，中
學體育堂全校早上八時開始，入校隊的同學，由專業外聘
教練跟進，因為培正的體育老師團不夠應付每一個田徑項
目，又排球、籃球、足球、射箭、劍擊、泳隊等等。��
近日有美國荷里活明星們指控製片業大亨，英國國會議員
性騷擾女下屬，又美國體操隊醫，性傷害女運動員，呂同
學今年廿三歲，十年前，當年是初中學生，年少的運動員
對教練有絕對的信任，相信教練所作的，一定為她好，而
這位當年外聘教練利用信任和權威而作出不道德的行為，
跟今天浸聯會某些委員，利用信衆對他們的信任，並利用
大家付給他們的權而謀私利，用神的眼光來看，都是不合
法的。

徐兆敏會長��澳洲悉尼培正同學會
4/12/2017�

23

總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