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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 惠（ 1 9 7 6 年 敏 社 ）

前言

首先，歡 迎 各地 培正同學會 會長、校 監、校長、老師、學長、學姊 和學弟們蒞
臨加拿大參加「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回顧溫哥華培正同學會於二零 零三年
主辦首屆「加拿大培正同學日大會」，協辦的六個同學會包括卡加利、亞省愛明頓、
沙 省、緬 省、安 省、多 倫多和加京渥 太華。想不到十五年後的二零一八年，是 溫哥
華培正同學會與安省培正同學會 ( 多倫多 ) 首度攜手合作，於二零一五年共同承接澳
洲雪梨「第四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之錦旗，確定於溫哥華及多倫多兩地聯合舉辦

「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對於溫哥華同學會而言，是十五年的回歸，意義非
常重大。

「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每三年 舉 辦 一次，由當地同學會主辦。首屆在洛杉機，跟著是 廣州、台山、悉尼，今
年八月就是在溫哥華及多倫多舉行。大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校長、老師與同學，共聚一堂話當年 ; 為聯絡同窗，增
進友誼，交流會務，關心母校，發揮紅藍兒女一家的精神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平台。

溫哥華方面的行程，為大家順 道安排了大會前後的阿拉斯加郵輪， 洛磯山班芙之旅，溫哥華市區，威士拿，域
多利等名勝景點，讓大家可以各適其適，自由選擇，希望大家可以 盡心欣賞美麗如畫的溫哥華，能夠在會議期前
後帶給大家身心舒泰之心 境。當然，我們也把八 月十三日的節目及議程安排得緊湊一些， 好讓大家可以 盡量利用
會後與親朋戚友聚會。

今天活動於酒店舉行，包括各地同學會會長聯席會議，講座，展覽及研討會，晚上也就是大公宴。除了為來自
各地銀禧同學加冕外， 亦安排了各級社禧年同學之紀念及「薪火相傅」儀式。這個承先啟後的活動意義，相信每位
培正人都會藉著「至善至正」的校訓，永續下 `去。誠然今後我母校所面對機遇及挑戰， 更為我培正人之關注所在。

大會亦為大家安排多 個學 術講座 及研討 會，大家可以根 據自己的興 趣，自由參加，選 擇不同的講座，對號入
座，我們盡力做到大家有如賓至如歸之親切感。

最後，不要忘記，溫哥華是大會西站之始，期待大家帶著愉快之心情，繼續邁向東站多倫多之旅。

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
籌委會主席（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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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永 輝（ 1 9 7 6 捷 社 ）

會長的 話

時光飛逝，在 2015 年往澳洲參加第四屆世界培正同學日時，很榮幸有機會與溫
哥 華 同學會 攜 手合 作， 在 2018 年一起去承辦這個 三年一度 的盛 典。 當 返 回多 倫多
後，立即聯絡安 省 培正同學會的理事，再加上 其他熱心 校 友的加盟，就 這樣，第五
屆世界培正同學日籌委會便 正式成立了，共 19 位同學，我們一起努力，大家義 不容
辭地務求做好這份工。

在我心目中，世界培正同學日，是一 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亦是培正歷史性的聚
會。全 球的紅 藍 兒女共聚一堂，與昔日同窗回憶當年 點滴，同時又可以 互訴離校後
人 生 路上的經 驗與心得，更開心是新相識舊知己一起 旅 遊 觀光，也許 是故地重 遊，
必另有一番 滋味在心頭。試 想想，各地的培正馬騮頭，來自不同的國家地 域，正可以藉此 機會，重 遇故 友，把一
些疏離已久的友誼重新連繫起來，正是人生一大樂事也。

今次多 倫多世界培正同學日，參與的人 數 超 過七百人。我們真的衷心感謝母校，香港，澳門及 廣 州學 校 方面
對我們的支持，亦非常感謝香港同學會，澳門同學會及廣州同學會與我們保持密切的聯絡。當然我們的感謝絕對
少不了其他各地的同學會及很多海外的校友遠道而來， 最後也非常感激一些默默在背後支持的朋友們。大會舉辦
的活動，有些事情上是超乎我們想像，每天都有新的挑戰，打不倒的籌委 們便費盡心思去迎合各種要求。在過去
這三年內，大家齊心協力，有時候 更會不眠不休 地工作，我 心存感激，因為我們誓要把第五屆世界同學日做 得最
好，發揮至善至美的精神。

最後，我 希望 所有本 地 及 海 外校 友有一 個非常愉 快 的 2018 世界培正同學日。你 們 的參與，是 給 我們 所有 籌
委過往三年努力的認可。我們在這裏，定會作地主之誼，冀能令你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希望三年後繼 續薪火相
傳，期待再聚。

多倫多培正同學會會長
第五屆2018培正
世界同學會日(多倫多) 籌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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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國 揚（ 1 9 7 3 年 勤 社 ）

會長的 話

人 生有幾多 個十年是香港一套很 受歡 迎電視 劇的名句，意謂人 生苦短，對年長
的人來說，回首前塵，時日無多，對年輕的人來說卻是商機無限，前程似錦 ; 不論如
何，過往的日子我們 都會有失 敗 過，錯過，成 功 過，開心過，這 些種 種 都成 為我們
生命成長的一部分。

溫哥華培正同學會非常榮幸能夠成 為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的主辦單位 之一，
在此謹代 表溫哥華同學會歡 迎 來自世界各地的師長，校 友。溫哥華人傑地靈，在此
預祝你們有一段美好的時光。

當各位籌委會委員忙碌地 為著大會籌備工作而努力的時候，同時也是世界杯足球比賽 得如火如荼的時間， 每
天早晨都有各國勁旅在拼力的競技以圖爭取冠軍寶座，但冠軍袛有一 個， 亦即是說其他的都是失敗者。感謝母校， 
在我們還年輕的時候教會了我們不單能夠面對成功， 更重要的是教會我們怎樣 直對失 敗，因為人生路上不如意事
常八 九， 使我們在成長 過程中面對挫折， 面對不如意事時能夠有能力去勝過，能夠處 之泰然，使我們成 為一 個更
好的我，因為我們深深知道所追求的不是暫時的，乃是有永恆價值的。

今次的聚會精英雲集，在學術界，醫學界，商界和在社會各方面滿有成就的學長們願意抽空來到我們當中分
享他們的專業和成就，實在是我們的褔氣，為此 我們感謝 ! 我們也記念到在世界各地緊守崗位，為人 類的福 祉努
力不懈不能來到我們當中的同學而感恩，祈願他們身體健康，繼續堅持努力下去，為人類創造更好的未來。

母校對我們的恩情我們不會忘記，也不能忘記，祝願母校校務蒸蒸日上，
繼續作育更多的英才，使他們成為世界的鹽和光，培正的紅藍精神， 我們為您而驕傲！

溫哥華培正同學會會長

何 浩 元 會長（ 1 9 8 1 年 勁 社 ）
培正同學總會
各 位 紅藍學長：

今年欣逢 2018 年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由加拿大溫哥華及多倫多兩地培正同學
會聯合舉 辦，本人謹代 表培正同學會同人向兩地主辦同學會致以衷心祝賀與謝意。
世界培正同學日之構想由培正同學 總會 創會 會長 1933 年奮社 鄺文 熾 學長 倡議，旨
在聯繫散 居世界各地 培正校 友，共聚同窗情誼，互為慰問，交流推 動同學會 會務經
驗，並 集思共商協 助母校 持 續 發展 之 策。鄺文 熾 學長 並 於 2006 年一力促 成 於美國
洛杉 磯 舉 辦 首屆世界培正同學日，歷 經 廣 州、台山、澳洲，至今已到第五 屆，選址
加拿大亦能照顧定居北美洲的校友。

本屆世界培正同學日籌備經年，行 程 豐富，安排週到，實在十 分感激 溫哥華與多 倫多兩地同學會籌委會，出
錢出力，任勞任怨，尤其章子惠學長和施永輝學長兩位籌委會主席應記大功 !  

謹祝本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完滿順利，參與的校友滿有得著，紅藍兒女更為團結，培正母校日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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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首長致函祝賀

THE LIEUTENANT GOVERNOR 
OF ONTARIO
ELIZABETH DOWDESWELL

CITY OF VANCOUVER
MAYOR GREGOR ROBERTSON

CITY OF MARKHAM
REGIONAL COUNCILLOR 
NIRMALA ARMSTRONG

CHAIR，ECONOMIC 
DEVELOPMENT TASK FORCE
COUNCILLOR GODWIN CHAN

THE SENATE OF CANADA
THE HONOURABLE VICTOR OH
SENATOR-ONTARIO

CITY OF RICHMOND
MAYOR MALCOLM D. BRODIE

CITY OF MARKHAM
COUNCILLOR ALEX CHIU

TOWN OF RICHMOND HILL
COUNCILLOR CASTRO LIU

PREMIER OF BRITISH COLUMBIA
HONOURABLE JOHN HORGAN

CITY OF TORONTO
MAYOR JOHN TORY

CITY OF MARKHAM
COUNCILLOR
AMANDA YEUNG COLLUCCI

TORONTO POLICE SERVICE
DEPUTY CHIEF PETER YUEN

CITY OF BURNABY
OFFICE OF THE MAYOR
MAYOR DEREK R. CORRIGAN 

CITY OF MARKHAM
MAYOR FRANK SCARPITTI

CITY OF MARKHAM
COUNCILLOR ALAN HO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BRITISH COLUMBIA
ANDREW WILKINSON

CITY OF MARKHAM
REGIONAL COUNCILLOR JOE LI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TORONTO)
DIRECTOR K ATH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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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長校監致函祝賀

香港培正中學校監
何建宗教授

香港培正小學校長
張廣德先生

廣州東山培正小學校長
葉志丹先生

香港培正小學校董（候任校監）
王寧添博士

澳門培正中學校監
羅永祥先生

廣州西關培正小學校長
簡建鋒先生

香港培正中學校長
譚日旭先生

澳門培正中學校長
高錦輝先生

台山培正中學校長
黃北健先生

香港培正中學候任校長
何力高先生

廣州培正中學校長
呂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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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同學會
何浩元會長

澳門培正同學會
黃漢堅會長

廣州培正同學會
王達雄會長

台灣培正校友聯誼會
池永昌會長

美國西北 ( 西雅圖 ) 培正同學會
關潔群會長

美國加省會二埠培正同學會
周達堯會長

美國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戚嘉慧會長

美國聖地牙哥培正同學會
梅蘭芬會長

美南 ( 德州 ) 培正同學會
許國華會長

美中 ( 芝加哥 ) 培正同學會
陳文瑋會長

美國紐英崙 ( 波士頓 ) 培正同學會
陳振煥會長

美國大湖區 ( 密茲根 ) 培正同學會
蔡宗磐會長

美國加州 ( 洛杉磯 ) 培正同學會
吳秉銳會長

美國美京( 華盛頓 ) 培正同學會
吳堉洲會長

美國美東 ( 紐約 ) 培正同學會
常健會長

美國夏威夷培正同學會
劉立環會長

加拿大溫哥華培正同學會
李國揚會長

加拿大卡加利培正同學會
許少榮會長

加拿大亞省 ( 愛明頓 ) 培正同學會
顧錚會長

加拿大加京( 渥太華 ) 培正同學會
劉永堂會長

加拿大安省 (多倫多) 培正同學會
施永輝會長

加拿大緬省培正同學會
吳拱明會長

加拿大沙省培正同學會的
曾梓會長

澳洲坎培拉培正同學會
龍基逸會長

澳洲悉尼培正同學會
徐兆敏會長

澳洲墨爾本培正同學會
王端兒會長

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
徐德輝會長

法國培正同學會
郭若蘊會長

英國培正同學會
許永慈會長

泰國培正同學會
劉冠慶會長

新加坡培正同學會
鄭保卿會長

馬來西亞培正同學會
江尚鈺會長

菲律賓培正同學會
陳仁倫會長

北京培正同學會
潘漢典會長

中山培正同學會
唐啟恩會長

江門培正同學會 
冼賓虹會長

台山培正同學會 
林欽崇會長

上海培正同學會 
陳灝珠會長

珠海培正同學會 
梁鴻佳會長

梧州培正同學會 
江愛平會長

恭賀2018
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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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施永輝 （捷社）

副主席：
莫詠嫺 （傑社）  朱起疆 （謙社）

成員：
李根田 （忠社）  解  仁 （正社）  程慶生 （旭社）  韋潔貞 （耀社）
劉植勝 （耀社）  江大惠 （仁社）  吳旗鼎 （謙社）  冼鎮江 （捷社）
曹  敏   （敏社）  林翠微 （敏社）  陳詩蕾 （敏社）  戴家瑩 （傑社）
麥均榮 （穎社）  王中強 （勁社）  陳燕清 （智社）  高恆志 （晶社）

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多 倫多的正式 籌備工作，早在兩年前便已開始，在會長帶 領下，籌委 們首先 忙着構想
大會的活動內容，考察場地 和議價，跟着便製作預算，定出日程表和各項收費。籌委會亦分別宴請各級社的多倫
多地區代 表，向大家介紹大會活動和收集意見。在與班代 表交流的時候，我們亦意外地召募了幾位非常有能力的
新血，加入籌委會工作。籌委會開始的時候，是 每個月開一次會。一年前便在開會外利用手機加設群組，方便即
時溝通。到最 近半年，我們已累積在報名、推廣、晚會氣氛、場地佈置、編輯 紀念特刊工作方面，成立了十多 個
群組。所有的籌委 們，都慷慨 地出錢出力。忙的時候，會長和籌委 們甚至工作到凌 晨二時，但 大家都樂此不 疲，
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做好這個同學日，希望讓各位參與的同學，留下一個難忘的回憶，盡興而回。

主席：
章子惠 （敏社）

副主席：
陳保宇 （學社）

秘書：
林綺莊 （剛社）  陳展雲 （勁社）  黃麗明 （晶社）

財政：
梅綺文 （榮社）  楊慧兒 （勤社）  劉玉蓮 （昕社）

接待：
李國揚 （勤社）  顧曾輝 （傑社）  陳保宇 （學社）  
林兆庭 （真社）  章子惠 （敏社）  楊慧兒 （勤社）  
顧寶瑤 （曦社）  文廣渠 （謙社）  林建華 （敏社）  
林綺莊 （剛社）

講座及展覽：
林兆庭 （真社）  文廣渠 （謙社）  李玉華 （敏社）  
吳善強 （皓社）  趙錦榮 （駿社）  盧美青 （恆社）
文智發 （仁社）

文娛節目：
勞康慈 （敏社）  陳堅倫 （勤社）  鄭淑玲 （恆社）  
黃麗瓊 （捷社）  孫潤蘭 （賢社）  方凡明 （賢社）
陳麗雅 （敏社）  黃美然 （捷社）

香港師生團：
盧美青 （恆社）  顧寶瑤 （曦社）

交通接送：
林玉晶 （恆社）  鄭淑玲 （恆社）

註冊登記：
顧曾輝 （傑社）  梅綺文 （榮社）  楊慧兒 （勤社）

特刊編輯：
章子惠 （敏社）  顧曾輝 （傑社）  陳保宇 （學社）  
趙錦榮 （駿社）  伍汛源 （勤社）  陳展雲 （勁社）
黃麗明 （晶社）

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
大會籌委會(多倫多)

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
大會籌委會（溫哥華）

英國培正同學會
許永慈會長

泰國培正同學會
劉冠慶會長

新加坡培正同學會
鄭保卿會長

馬來西亞培正同學會
江尚鈺會長

菲律賓培正同學會
陳仁倫會長

北京培正同學會
潘漢典會長

中山培正同學會
唐啟恩會長

江門培正同學會 
冼賓虹會長

台山培正同學會 
林欽崇會長

上海培正同學會 
陳灝珠會長

珠海培正同學會 
梁鴻佳會長

梧州培正同學會 
江愛平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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