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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後觀感                           梅剛銳  (53 誠社) 

2018 年五月三號， 我有機會與李君聰兄通電話，他說剛好從日本旅遊歸

來，我順口對他說我亦從香港旅遊歸來。他說你這麼久沒有到香港，最好把

你對香港的觀感寫下來。 我對他說你亦將旅遊日本觀感寫下。 他說我年老

了， 文筆思路遲鈍，老花眼鏡都要備多副使用，偶然放錯了就到處去搵，現

在確有執筆忘字之感。我說我亦有同感，況且我比你年長兩歲，不過我要用

的不是老花眼鏡，而是放大鏡，有時放錯了也要去搵。執筆忘字時，就借用

英文字典去找中文字， 故此寫作中難免有錯字，白字，或詞不達意，懇請讀

者原諒。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寫些這次我與內子羅雅生香港旅遊後觀感及

一些那裡的居民生活特色。 

 

是次香港旅遊假住於浸聯會浸會退休傳道同工宿舍， 因本人曾是旺角浸信

會主任傳道多年(由福音堂基址至成立教會後辭職移民來美國) 這住處位於培

正小學斜對面， 宿舍樓下及隣近餐館林立， 不過餐館食物對我們倆老的腸

胃不大適合， 反而每天要步行三個街口到麥當勞去食早餐，然後計劃該日行

程。超表哥年 87歲， 每天下午三時半必到香港蓮香茶樓飲下午茶。 我倆探

望他夫婦時就與我們同去那茶樓飲下午茶。他們雇用一年青女傭也同去。  

那茶樓使用古老式茶具，每件茶具都印有香港蓮香茶樓; 茶盅有蓋， 等’茶

博士’放入茶葉加入滾水蓋上盅蓋，等候五分鐘後便可飲用。 超表哥隨即示

範使用他三隻靈活指頭控制茶盅蓋沖茶到茶杯中。 我的指頭剛硬不够靈活， 

想沖茶到茶杯中時就是茶水不出， 或是荼葉與水一齊出來， 落到枱面上。 

弄到一團糟。 最後還是由表哥給我沖茶。 這次旅遊有機會參觀挪亞方舟。 

當日不是公眾假期， 所以遊客稀少。 所有塑像大小形像很似真的一樣。 方

舟尺寸是按照聖經所說的去建造，這確是旅遊美好景點之一。 

 

在旅遊中巧遇現任香港堷正中學校長譚日旭校長，並有機會拜訪香港培正

同學會總幹事蕭寅定(1955 忠社)。他們都提示我說今年是培正建校一百三十

周年紀念， 務請留意趁機會參與各項慶典及活動。我心想我怎會忘記培正建

校之事， 因我母親常提醒我，外公歐陽進寬傳道就是昔日十八位基督徒艱辛

勞苦地籌錢建立培正學校其中一位。所以讀書要勤奮以報答前人的苦心。 

 

香港我住宿之處及鄰近，除了餐館商店外，更有許多護老院，因而救護車

的響號常時聽聞。街上常見老人坐輪椅或手持拐杖而行。 有些人推着嬰兒車

而行， 奇怪的是嬰兒車內所載的不是嬰兒， 而是一隻小狗。 因現今世代醫

藥倡明， 食物營養豐富， 人的壽命延長了。 雖然人有長壽， 但有一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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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要歸回塵土。 我自幼就有心漏毛病， 1978年 Kaiser 醫院開始設立心臟醫

療手術部門， 那主持該部門醫生給我檢驗。 他將一絛檢驗線從我大腿血管

揷入直達我心房。 他驚喜地成功發現我的心壁有個洞孔， 像個 25 仙那麼

大。 他立即打電話給我太太報知此事， 他說 Kaiser 目前未能做開心手術， 

不過我會盡力推薦送他到士丹福醫院心臟手術部門， 主持開心手術醫生是當

時很有名望的森威博士， 可惜他已離世多年。 我的開心手術就由他主持並

定於那年(1978)十二月初早上舉行。 手術前要打痲醉針， 但是針頭卻弄曲

了要換－枝新針， 也許培正出身的太 ‘韌皮’。 連鋼針也被弄曲了。  痲

醉後的我就送入手術室， 我什麼都不知道， 只是覺得很寧靜， 從來沒有經

歷過這麼寧靜。 當我醒來時護士就要我用電鬚刨剃鬚， 隨後要我扶住吊着

藥水瓶的架在房間空處行走。 神很恩待我， 護士問我是否需要食止痛丸， 

我回答她說我沒有痛無須要食。 後來我才發覺許多經過開心手術後的病人， 

都在病房中呻吟叫痛， 要食止痛藥。 次日有一護士來看我， 她是有份協助

我的開心手術， 她見我心情愉快， 願與我分享當日開心手術過程， 這是我

所渴想要知道的。 她說我胸骨被鋸開， 接連各種喉管後將心取出切開， 見

到心壁那洞孔， 原計劃要縫補那洞孔， 但主持醫生說無須縫補，只要將那

洞穴縫合起來就可以。 手術後我的心臟被縫合放回原處， 胸骨被扣好並貼

上膠布保護着。 過了數天我就被送回 Kaiser 檢驗， 不多日就送我回家調養

手術後的身體。  

 

李君聰兄說得對， 前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 聖經神人摩西也說我們一生的

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强壯可到八十歲(詩篇 90:10)。 現今因醫藥倡明可以

說人生八十很普遍，活過了九十不稀奇。我們知道人雖有多麼長壽， 但總有

一天仍要歸回塵土。 所以詩人又說:“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呌我們得着智慧的心”。因此懇請全球培正紅藍兒女們把下垂的手， 發酸

的腿，再次挺起來，同為真理發揚光大!  
 

       

 

 

 

 

   現任香港堷正中學校長譚日旭校長(         香港挪亞方舟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九十四期通訊
 

 

10 
 

張春煦老師生平事略                           77 傑社  戚嘉慧 

我們敬愛的張春煦老師於 2018 年 2月 17日辭世， 她活了一百年半， 是

高壽， 是笑喪， 只是心中不捨。2月 23日是老師的追思會， 雖然是星期五， 

參加人數有九十三人， 儀式簡單而隆重， 本人有幸讀出老師的生平， 故想在

此分享: 

   張春煦老師原籍廣東順德， 於 1917年 8月 15日生於廣州， 父親張慶芳先

生， 母親戴佩瑤女士。張老師為家中長女， 上有一兄， 下有一弟與兩位妹

妹。張老師的父親任職於中國海關， 因為工作需要而經常調任於各省， 也因

此張老師自幼隨父曾居住過東北哈爾濱、漢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張老師

在學時，品學兼優、名列前茅。初中一年級、肄業於浸信會崇德女子中學， 

在一次佈道會中， 聽到福音後， 因為感動而信主。張老師自信主後， 每天祈

禱、與神交通，蒙主恩典。中學會考畢業後，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 主修化

學，副修生物。於 1942 年畢業後，隨即任教上海培成女子中學。1943 年與相

識多年的廖師沅先生成婚。婚後繼續在培成中學任教。張老師於 1945 年搬回

廣東梅縣，1946年到 1948 年，兩個女兒芷瑩和芷玲相繼出世。  1950年舉家

遷往香港，並於次年在培正中學任教，最初教英文， 後來轉教化學及自然科

學，包括生物、化學、物理等科目，直到 1981 年秋退休。張老師與其夫婿廖

師沅先生於 1987年 1 月 18日在 Hilltop Gospel Church 同時受洗。張老師終生

教育英才，三十多年的教育生涯，桃李滿天下，為青年學子們最愛戴的導師。 

老師一生愛培正，愛教會，故此兩位千金告知我們與其買花紀念她，不如

捐贈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或是她的教會。有鑑於老師重視教育，我們三藩市培正

同學會把收到的捐款成立了張春煦老師獎學金。 

鄺文熾學長生平略述 
 

1933年奮社鄺文熾學長於 2018年 6月 4日在洛杉磯與世長辭，享年高壽達 

106 歲。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仝人聞噩訊後萬分悲痛。鄺學長人稱鄺伯，一生熱

心支持世界各地培正同學會，愛護母校，扶掖後進，誠紅藍兒女之典範。鄺伯

性格豪爽，風趣幽默，平易近人。他在年逾古稀後的 25 年，不顧年事已高、

舟車勞頓，每年幾次奔走于太平洋兩岸，令人欽佩。 

 

回顧 2011 年十一月本會同學日，是年鄺伯高齡已達九十有九，看他在講台

上致辭顯出體力充沛，聲響如雷，贏得全場掌聲。 

 

6 月 15日在洛杉磯追思會上，鄺學長的兒女等致辭，略述鄺伯生平如下: 
 

    父親 1913年出生于台山市白沙鎮三八洞美村。曾祖父鄺迺倉早在 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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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70 年代就被"賣豬仔" 到了美國修鉄路，後開辨洗衣館，成為家族第一代移

民。祖父鄺祖孟是大學教授，曾在廣東大學（現中山大學）任教。他育有四男

二女，爸爸是長子。 

父親跟隨祖父到廣州讀書，上世紀三十年代畢業於廣州培正中學，後

考入廣東無線電專科學校，成為該校首屈本科生，為求深造續繼供讀於倫敦城

市工藝學院及紐約電視學院無線電專業。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全

面抗日戰爭開始。父親參軍報效祖國，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十二集團軍，任無線

電通訊站上尉站長，1945 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父親及媽媽遷往香港謀生。

1946 年創辦東南無線電專科學校，親任監督兼校長，耕耘 40 載，桃李滿門，

學生遍佈香港以至海外全世界的電子企業，澤播香港、譽滿海外。父親 76 歳

退休移民美國與家人團聚。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父親致力於家鄉公益事業，資助過台山教育電視

台 、台山政協大樓、嶺背中學、公益大橋等二十多個項目，重點辨好三所

學校——1986 年創辨溯源電子學校、1988 年獨資創立迺倉中學，1998 年帶

頭新建台山培正中學，以後又為了完善各所學校而操勞，更發動同學及親友

捐助。父親有個信念、教育令人脫貧，令人明辯是非。 
 

父親連任台山縣、市、第六、七、八、九 屆政協委員。廣東省兒童少

年協調工作委員會、和獎勵基金會向父親頒發 [熱愛兒童獎]。1993 年被授予

江門市榮譽市民，1997年授予台山市榮譽市民。 
 

 父親育有三男四女，我們七兄弟姊妹在父親悉心教導下，各人都學有所 

成、家庭幸福。父親晚年兒孫滿堂共聚天倫。每朝早耍耍太極、中午嘆杯茶食

籠蝦餃及週末與家人共聚晚餐便是爸爸最大的喜悅！ 
 

父親在 2003年信主，同年 11月在洛杉磯國語浸信會林來慰牧師施浸加 

入教會。 

 

      

 

 

 

 

 

 

 

      

        張春煦老師                   在講台上的鄺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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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同窗良友謝鴻基，深情綿長憶寫難盡期！               匡社楊東權 

今年七月七日接匡社好友黃振墀電郵，獲知我們同窗好友謝鴻基(Ken)在二零一

八年七月六日逝世，享年八十五歲。急致電鴻基嫂 Dorothy 不在家，很幸運很快她

由大女兒 Pam 家中晩飯後回歸她家，聼到我的電話留言後才和我及小蘇通話。在

一小時半的交談中了解鴻基逝世前後情況，鴻基七月五日從醫院轉送至芝加哥晩期

癌症治療中心， 在港時幼年同窗好友振墀急訂機票由加拿大多倫多七月七日飛赴

芝加哥，但鴻基不幸在七月六日因腎癌擴散不治回歸天家，因此取消飛芝而相識七

十年的好友未能見最後一面。Dorothy 告知將在七月十二日追思火化，骨灰由子女

攜帶至三藩市金門橋太平洋海邊灑落飄回香港及中國台山，這是她和丈夫生前的遺

願。唯一遺憾是大外孫女目前仍在參加在加州洛杉磯的音樂夏令營，這位外祖父母

最疼愛的大外孫女要求追思火化延至七月二十九日，她在結朿夏令營後飛回，但恐

難如願要請假一天趕回芝加哥。 

謝鴻基是香港培正中學匡社同窗中最早移民美國的，他在初中畢業升入高中約

一九五二年因父親在芝加哥的生意要他移民美國。他在港培正的玩伴壘球隊友都依

依不捨送行，難解難分的落淚相向，他和振墀七十年來在香港到美國和加拿大常有

來往，比親兄弟還親。我曾幻想鴻基帶我和振墀，在芝加哥唐人區離謝家不遠的一

個有河灣及橋的公園，三人坐在河岸邊有楊柳樹蔭下優閒地垂釣，每人都大有所獲

地釣得幾條大魚，忽然鴻基的大外孫女跑近前來，用她幼小的童聲大叫公公們快回

家喫飯，打破了我們幻想的美夢。 和振墀相比我深感愧疚，我是直到來美二十年

後，在公元一九九九年匡社在賭城拉斯維加斯的畢業四十五週年盛會重逢，才恢復

在港少年時的舊交互有來往。加上隨後到芝加哥參加美國化學學會年會和幾次全美

華人福音大會，那時鴻基的二女一子均已成人相繼搬出，我到芝城不住旅館而選擇

謝家。他二女曾住的房間成為我到芝城的常住客房，Dorothy 的熱情好客及高超廚

藝，更令我們享盡口福贊不絕口。更可喜是已嫁培正誠社石守仁的公子的大千金，

常送幼女及愛犬羅密歐到父母家要他們照料，使我們客人嘗到了充满溫馨和樂融融

的幸福一家的氣氛。值得一提是在公元二零零一年在九一一紐約世貿大樓事件發生

前幾天，我到芝加哥，認識鴻基夫婦的好友國畫大師陳老師夫婦，陳大師正在趕畫

幾幅巨大的山水國畫，送往台灣記念國父孫中山壽辰展出，我欣賞陳大師的出色傑

作後， 陳大師夫婦及鴻基夫婦都喜愛麻雀牌，我夫婦入鄉隨俗在主人的盛情邀請

下，只能在四方城旁坐下玩牌。打牌時談起宵夜我說很久沒有嘗過田螺美味，陳大

師說在芝加哥中國城有新鮮田螺出售，當即吩咐陳夫人去購買作宵夜美食。玩牌不

久鴻基大千金 Pam 到來要請我夫婦到芝加哥最高大廈 97 層喝咖啡，她說來芝城一

定要去那最高層看看夜景。我夫婦及鴻基夫婦只能停止玩牌，陳大師要我們快去快

回並將炒好田螺等我們歸回。Pam 開車帶我們至當時美國除紐約世界貿易大厦外第

二高的芝加哥 97 層大廈，乘電梯登上最高的咖啡廳飲昂貴的咖啡，廳中早已差不

多坐滿遊客，大多為了看看從最高環視芝城的美景。我們看了十多分鐘後，突然陰

雲密佈雷電轟鳴閃電振耳的落起大雨來，打破了我們快去快回的承諾，幸咖啡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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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沒有時間限制，直到夜間十時多風雨才停息，急忙趕回陳大師家已深夜十一時

多，陳大師夫婦已在客廳大枱上備好炒田螺及肉粥等著我們，這種誠信的友情溫暖

深藏在我們心中值得永遠懷念。 

Dorothy 年青時由港至台灣讀書，後單獨一人到美國時身上只有二十美元，但努

力做工勤奮的生活，鴻基從商開過餐館雜貨中藥等，和 Dorothy 相識結為連理，她

在内持家有方在外幫丈夫使生意興旺，後又從事鏡框字畫諘畫行業，成為芝加哥商

會成員。鴻基是芝加哥中國商人中最早支持新中國的，中美建交後不久大部僑商仍

有對大陸觀望態度，他卻組織芝加哥華人青年籃球隊訪問中國大陸，得到中國大陸

政府的歡迎。自公元 2000 年後我倆家互有探訪，鴻基次女 Emily 在一間美國航空

公司任空姐，常飛到三藩市的航線，因此鴻基在三藩市日落區附近購有一屋準備給

次女居住，但 Emily 在父母家附近已購屋，屋內傢私皆為北歐風格簡單美觀。鴻基

晚年膝關節疼痛在芝加哥冬季零下溫度對病疼不利，我曾勸他搬到三藩市居住，他

也曾想過遷至大女的親家的佛羅里達州，但考慮到該州常有台風而作罷。他居住在

芝加哥現在快七十年了，女兒 Pam、Emily、子 Kevin 皆住在父母家附近，最後也

打消遷往別州的念頭。謝家現在二女早已結婚並有多個外孫子女，原打算最近結婚

的兒子 Kevin 因慈父的逝世而把婚禮延後了。 

謝鴻基熱愛培正及培正同學會，曾仼在芝加哥的美中培正同學會會長及核心成

員多年，積極參與培正同學會一切活動，曾參加遠至中國台山培正的黃啟明校長纪

念堂落成，也曾參加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培正同學日，當然培正匡

社組織的各種活動都親臨支持。美中培正同學會廣泛聯絡廣州及香港的基督教學校

學生如培道、培英、真光等校友一同活動，填補當地培正校友不及美國加州眾多母

校校友的不足，這種精神值得表揚。他夫婦原想參加這次在加拿大溫哥華及多倫多

兩地舉行的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可以和更多的匡社好友見面，但天不從人願未

能成行，現只能祝鴻基在天家和幼年故交簫濟鵬及黃榮基再玩壘球娛樂了。心中的

回憶甚多無法能用筆墨寫盡，只能在此停筆和現附上一些鴻基夫婦積極參加培正同

學會活動相片，供匡社同學懷念和珍惜欣賞吧！圖一為參加廣州培正母校復名二十

周年盛會左為謝鴻基右端是本文作者；圖二在港相識是少年，現皆各擁賢內助，坐

右一為 Dorothy,後排右起三為 Ken. 

      

 

 

 

 

      圖一: 左起為謝鴻基右為作者楊東權   圖二:培正初中玩伴現各已成家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