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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戚嘉慧 

時間過得愈來愈快，今年我去參加過洛杉磯培正同學日、 首府沙加緬度

培正同學日， 又參加了在加拿大的世界培正同學日， 拜訪了卡加里、   

溫哥華和多倫多的培正同學會。不知不覺又到了三藩市的培正同學日，今

年的同學日是九月二十二日在 Millbrae 市的香滿樓舉行。今年有一個好消

息， 玆有一位熱心愛護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學長， 非常慷慨以無名氏之

名贊助美金二千元，為此鼓勵年長之培正學長來參加聚餐活動，所有培正

畢業五十年後的學長，報名時有 $10 元優惠， 敬請合格的學長們踴躍報名  

參加此盛會。 在此謹代表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多謝這位熱心贊助的學長。

不管贊助與否，希望在九月二十二日與各位學長見面。 

今年培正同學會痛失了兩位人瑞長輩，二月十七日我們失去了 100歲的張

春煦老師，六月四日我們又痛失了 106 歲的鄺文熾學長。我參加了張老師

和鄺學長的安息禮拜，拿到了兩位的生平，在本刊跟各位分享。 

 

無題               談雲衢 (58銳社)   

子日：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

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1958 年到 2018 年整整六十年的時間，1958 年級銳社的同學到今年是離校六十

週年的日子。銳社的同學在這個人生的舞台上，從生命第一聲笑啼開始，就經歷了

大約八十個春秋。在這些歲月裡，擁有着各個年齡層的親人、朋友、同學、同事，

大家都沉浸在蕩蕩漾漾，起起伏伏的生命交響樂中。在這生命中會有快樂，也一定

會遇到痛苦。有痛苦也一定擁有過快樂，快樂和痛苦在我們心中相互交替，同時也

嚐盡了甜、酸、苦、辣的味道。世事是艱辛的，不如意的事會經常發生，而我們都

盡量想做到遠離煩惱。所以要做到不惑，並非易事。因此我們要學會怎樣管理和控

制人生。管理和控制人生是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將生活中感到缺憾的事改變成完

美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健康和快樂是主要的。我們不但要有肉體上的健康，更重

要的是身心的健康。快樂不單是對事物環境的快樂，而是要在靈魂深處感到快樂。

只有這樣健康才能有快樂，而快樂才能擁有健康。健康和快樂是人生歷程中永遠的

主題，如兩者都能做得好，就會在人生中得到輝煌的碩果。 

    銳社和全體的同學們，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定有許多寶貴的經驗。故希望大家

於 2018 年 9 月 22日星期六一齊來參加在香滿樓舉辦的同學日。在同學日除了慶祝

有些社級的社禧活動外，大家可以用這一機會，聚首暢談一下個人對人生的體會和

經驗，相互相勉。希望各位同學踴躍參加，特別是有慶祝社禧的班級同學來參加社

禧的慶祝活動，到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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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同學會春茗                     79年榮社 戚宗棠 

今年春茗較遲，三月二十四日早上起床天色昏暗，還下了一場大雨，心

想真有點掃興。幸而天公做美，出門前雨停，太陽又出來了。十時許到達

香滿樓，在席上已放了幾份紙張，除了平常的更改地址外，今年還多了一

張校歌歌詞。心想校歌從小唱到大，何需貓紙，仔細一看，原來校歌有三

段歌詞，今天如穫至寶，散會後更帶了回家收藏。另一份是今年八月在加

拿大舉行世界培正同學日、溫哥華及多倫多的程序表和報名表。 

今天筵開十一席，十一點十五分開始。副會長范更生學長是大會司儀。

在李曉蓬學長領唱校歌後，范學長宣佈了張春煦老師於今年二月十七日息

勞歸主的消息，我們亦隨著默哀一分鐘。之後戚嘉慧會長致詞，她先介紹

在場理事，多謝了葉兆光學長千金 Sandy 送柑給各位學長，並歡迎剛從香

港來美旅遊的謙社甘汝昌學長夫婦，其實甘夫人袁潔貞也是培正學長，也

成了這次春茗賢社的代表。另一位副會長騰社江苑絳出差在外，但她的社

友亦有三位到來捧場, 是最年輕的校友。 

雖然是農曆二月， 但三月都是拜年時， 今年我們飯前玩了個遊戲， 兩

位會長每檯派了紅封包，但戚會長叫我們先不要開，因為為了製造氣氛， 

我們來個沒有音樂的音樂椅，原來每檯都有一個紅包比其他九個”大”，戚

會長說拿到大紅包的要請吃飯，大家歡笑一輪， 似乎都玩得很開心，飯後

我告訴戚會長這個遊戲好玩，問她是否年年都玩， 她笑了一笑¸沒答

我 ??? 多謝培道余艷芳學長替我們祈禱謝飯， 之後我們享用了一頓豐盛

的午餐。每次許永懋學長點菜，都是信心的保証，我們當然大快朵頤，期

待九月二十二日同學日許學長會點些什麼菜。 

飯後有幸邀請到大名鼎鼎的羅裕康醫生主講健忘症。多謝羅醫生推了原

有的講座來出席，他並印了健忘症的測驗試題，加上羅醫生的演說，風趣

而精簡，大家都如回到培正時代，用心聽書和考試。原來健忘症絕對可以

預防，即使得了也可以減慢病情惡化‧‧重要三點: 充足睡眠;吃得健康，

應多吃高蛋白質食物;多做運動，如能每天急行四十五分鐘為佳，如不能也

最好一天急行三次，每次十五分鐘。多謝羅醫生的教導，我們獲益良多。

飯後羅醫生又要趕往另一個講座主講，真多謝羅醫生百忙中抽空為我們主

講，希望各位學長讀完這篇文章不要忘記。我們九月二十二日同學日見。 

編者註：有相關上文的話題，區錫機同學(1960 正社)最近在香港舉行了一個用中

醫治療腦退化症的講座，整個講座的過程與問答，均已全程録像並放上了”You 

tube ”，如讀者對這個講座有興趣，請參看：https://youtu.be/hWQ2fe3Ozns 

https://youtu.be/hWQ2fe3Oz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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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記念梁錦琪伉儷乒乓球日簡報      朱啟鵬 1957 輝社 

第八屆記念梁錦琪伉儷乒乓球日如期在 Veterans Memorial Senior 

Center (1455 Madison Ave, Redwood City) 舉行 (12:00-5:00)。 

乒乓球日主要目標是鼓勵校友和賓友對乒乓球的興趣和強身健体。

是日節目的安排和往年相似，一共有八隊參加雙打，比賽分為兩組，

其中一張球桌是為技術訓練專用，由關教練 Johnny Quan 負責。謝謝

黃維廉理事和 Andrew Chang 在現場攝影，更多謝戚嘉慧會長勞心勞

力準備和帶來點心與獎品。雙打比賽結果第一名是袁慶和與 Steven 

Ma，第二名是 Andrew Chang 和 Jack Dong，第三名是洪楠麟和周治

平，賽後由周榮超理事頒獎。 

今年参加的人數比往年較少，大約有 32 位左右。但見到紅籃兒女

和賓友在賽場上各盡所長，大顯身手，不亦樂乎，感謝讚美神。下一

屆乒乓球日的賽場地點和時間或有更改，將由 SFPCAA 理事會安排

和决定。希望同學們常有運動和多關注培正乒乓球日的消息。 

 

 

       

 

 

 

          Steven Ma 

       

 

 

 

 

 

 Andrew Chang  Jack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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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林老板        盧遂業(1957 輝社)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香港總督葛量洪來到我們培正中學，全體

中小學生列隊熱烈歡迎，港督以金鎖匙象徵式的把中學 D 座新校舍正式

開幕啟用了。 

這座新校舍樓高四層，有課室，高、初中老師的休息室，可容九十

人的音樂室，圖書館，更有一流設備的生物、化學、和物理實驗室，千

多人的高中和初中學生都在這兒上課。校舍是黃汝光博士設計構成，他

設計建成的圓樓梯，由行人道沿螺形樓級而上至六層的陽台，同一時間

數百學生上落，毫不動搖，穩如泰山。加上漂亮明麗的窗戶，在九月建

成時，引來不少攝影名家拍照，是當年香港黑白照片比賽中的上佳作。 

五二年我們兄弟三人都是在培正下午班上課，那時學校發了不少書

訊和捐款部據給學生，要替培正建校籌款。好不容易，五四年九月註冊

上學，高、初中全部是全日班，星期一至五，八時上課，四時多下課，

中午休息一小時，星期六下午則不用「上堂」，同學們在課後可留在課

室作各種自由活動。我由初二真班進了初三善班。同學四十五人是單倫

理老師當班主任。另外學校加聘了吳華英當體育主任，其太太馮老師則

負責女同學們的體操活動。另外請了剛在美國貝勒大學獲碩士學位的劉

光昇先生任宗教主任，主持每日的早會，傳播基督教的福音。這些新的

師資加上所有一切都花了行政當局和專業老師的精心設計，叫我們一班

學生都很用心上課聽講。另外一件我們學生學費都是每月繳交，新校舍

和全日課，培正把每一學生每月的學費增加了五元(這可不是小數，那

時天星小輪過海頭等是兩毫，樓下三等是一毫)，同學中多認為這是培

正賺錢的機會，因此把當時的校長明目張膽的叫「林老板」。 

五四年十月中，林老板在早會上宣佈了三個決定:(一)我們星期一至

星期六都在課室中聽教師們授課，時間太長和枯燥，沒有讓個人有空間

和時間去思維及獨自修習，因此每星期三下午也不用上堂了。(二)每星

期三的早會各宗教講員全都用「普通話」傳道，這對我們這代 100%「廣

東話」環境中有了一很大的改變，減少了對不是廣東出生同學的歧視。

(三)我們各人得購買周記部一本，每星期寫上七天來的活動見聞交給班

主任去查閱，此舉增加了學生中文寫作能力和與班主任溝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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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旁聽了兩位數學老師的對話，他們

很羨慕年終所有中學部的國文老師們都被請到校長的豪宅晚宴。這是林

老板特別尊崇和注重教讀中文的重要性。這些明智的決策和行動加上他

是義務的當校長一職，分文不取，使在眾多學生中油然生敬。 

高中一時培正開始增建 E 座教室給小學部、體育館和宗教館。高中

二落成開幕，我們升高中三，香港浸信會聯會已借培正中學 D 座四樓三

個課室和音樂室作為浸會學院一年級新生上課之用，而我們輝社信望愛

光四班則遷往 E 座四樓上課。為甚麼要開辦學院? 在那年代，香港只有

一所正式為英國和香港政府承認的香港大學，每年收一年級新生二百多

人，加上入學試英文必要合格，挑選很嚴，普通中學畢業生實在不易進

讀。五零年初「林老板」有見及此，透過了美國南部浸信會傳道牧師們

的幫忙，聯絡上數所在美國的浸會大學，協助組立科系和承認將來在香

港學院就讀的學生學分和學位，這樣經數年的籌備，1956 年浸會學院正

式開課，招收學生修讀數理系，土木工程，工商管理和社會學系，借了

培正中學課室作為正式授課，林子豐更義務挑上了當學院院長的重職。

就這樣為每年千多名的中學畢業生開拓了一條容易進攻大學的道路。 

一九五七年我在培正高中畢業，在浸會學院讀了一年後獲一美南學

院 Belmont University 助學金來美就讀，就這樣在美國和加拿大生活了六

十年。二零一七年春在溫哥華蒙培正同學鄧漢謀(1967)介紹認識了杜錦

鴻博士，杜博士是香港出生，中學畢業後在加拿大 McMaster University

攻讀機械工程，畢業後回港在香港機場作了一番有意義的工作。1993 年

他來加拿大 Regent College 攻讀神學，再在荷蘭的 Vrij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攻 讀 神 學 博 士 ， 他 的 博 士 論 文 ； Lam Chi Fung’s 

Transformation Role in Hong Kong Baptist Life During a Time of Transition 

Between 1950 and 1970。 我蒙他見重，電郵了他論文中有關五零年代關

於林校長與香港政府的交往有詳細的記載和分析。論文中談及 1951年培

道女子中學獲政府撥地七萬四千一百三十平方英尺及免息貸款港幣三十

萬元，翌年培正中學獲政府撥地十二萬平方英尺及免息貸款三十萬元作

為擴建校舍之用。當年何宗頤副校長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政府

免費撥地給私人機構最大的一幅城市工地。1957 年林校長和其子思齊往

見葛量洪總督，要求政府在獅子山隧道口撥地興建浸信會學院和醫院，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九十四期通訊 
 

7 
 

葛督在力排眾議之下，決定了撥地一事，在他退休後 1958年香港政府正

式宣佈免費撥地十七萬平方英尺給浸信會建大學和醫院之用。1958 年後

這樣大的免費撥地給香港浸信會再也沒有了。 英政府十八世紀稱霸對

殖民地的擁有一直是要「年年追債」，鴉片戰爭清廷割讓香港，歷任香

港總督都在香港和九龍的荒地上開建公路，然後把土地分割讓建築商投

標，高價者得，後者建樓宇，出賣獲利。這是殖民地政府的主要財政收

入來源。1948 年英廷選派葛量洪為香港總督。葛氏出生於 1899 年，先

後在軍校和劍橋大學就讀，畢業後便在殖民部任職，1941-44 Governor 

of Fuji， 1945-47 High Commissioner of Western Pacific，對管理和利用殖

民地增進英國政府財庫和經濟，另一面和殖民地的人民融洽發展，有豐

富的經驗，他到任香港正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人民政府，國民黨撤退到台

灣，國民黨軍隊和反共人士逃來英國統治的香港很多，人口由 1947的一

百八十萬，在短短三年中，增至二百二十四萬。在居所、就業、教育和

醫療上，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和挑戰。 特別是當年大批貧下階級的居住

問題。葛量洪有靠私人慈善和宗教機構在人力和財政的幫助，才不影響

對英國的財政收入。林校長是代表基督教浸信會，教師會出力的超卓人

士。這些活動杜博士在他的論文第七章有很詳盡的記載和分析。五零年

代林校長已是當時成功的富豪，手下有龐大的工商業和金融公司，每天

都需要他全神的專注。即如是，他仍分出時間作義務的教育、醫療、宗

教和有意義的公益事業，而自身卻分文不取。林校長的為人英明和忠誠

的行動上，充份表現他篤信基督教的精神，贏得了葛量洪總督對校長的

敬佩，因而兩人成為好友。1956 年校長偕子思齊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世界

浸聯會大會。葛量洪總督同時也在英國渡假，他以平民的身份搭乘公眾

巴士往校長下榻的酒店相會。 葛量洪卸任總督後，倆人常有書信往來。

葛氏在信中以“old friend”稱校長。葛量洪在港當殖民地總督是一人之

下萬人之上，卻和一華裔商人成為好友，這在香港殖民史上，是絕無僅

有的。 

林校長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便在香港，為培正，為浸信會「開宗立

派」，他的為人導至了葛量洪總督的信任和決策，使七十多年來，數萬

多的培正學生有一優良的教育環境。我有機會讀到這些歷史，對「林老

板」更有很多追憶和敬意。特寫此文與同學們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