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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仁社金禧         黃如珍、黃淑清 （68 仁社） 

 
9/22/2018 是三藩市仁兄仁姐一個重要的日子，期待已久的仁社金禧，終於來到

第四站：三藩市。 

 

今年的培正同學日盛會，在 Millbrae 市的香滿樓舉行，參加的仁人十分踴躍，

共有六十六人。金禧加冕的仁兄仁姐，有四十四位，其中十二位來自南加州，

六位遠自香港、溫哥華、Portland、Denver 和德州盛況空前。 

 

仁社金禧加冕典禮，由敬愛的區次嫺老師，LA 的黃文輝會長，SF 的孫必興理

事主持。金禧活動，由黃如珍、解秀玲，趙天煜、朱麗萍、伍素玲、劉紀禮、

張明華、黃澤球、雷國沛、朱小華、黃淑清、陳杏林等精心策劃主辦。並有湯

必達、譚玉雲的熱心捐贈，黃希明、聶聘、王鼎華和仁社金𥛶籌備委員會的捐

贈，羅省吳秉銳、郭奕廣、齊維德捐出仁社紀念領巾，譚玉雲贊助仁社金禧紀

念杯，雷禮和、劉仲賜 帶來仁社帽，氣氛熱烈，順利完滿。 

 

特別感謝三藩市同學會戚嘉慧會長為仁社安排酒席、金牌和五十周年汽球。並

各位仁嫂、仁社姑爺的支持，仁社金禧的全程投入服務。感謝朱小華對所有仁

社金禧活動的支持策劃，並且拍攝精美的錄影，讓大家保留美好的回憶。 

 

在 Cafe Salina 的下午茶，由雷國沛夫婦送贈，同日晚，仁社在 Burlingame 的

Grand Harbor 舉行晚宴，並慶祝區次嫻老師九十大壽。共有六十三人參加，由

湯必達為各位外省同學做東主。 

 

第二日有午餐茶聚，共有五十多位同學列席，由 SF 仁社金禧籌委會作東主，

仁人君子，盡興而歸。 

 

 
                    黃文輝、孫必興、區次嫻與四十四位金禧加冕的仁兄仁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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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共此時 

                                   (區次嫻老師贈仁社同學)    

          
    浪靜風平海上升起一輪明月       披上一身秋色了，春天已遠去 

     仁社金禧相聚於灣區海隅 去日情懷揮之不去 

    瓊筵宴故人酒濃情重   記否唱過的歌做過的夢  

     仁者樂水宴會設在海旁   歌聲頌讚生命，夢想終會成真 

     海納百川友情浩浩蕩蕩                只要追求加上奮鬥 

    同窗都來了，來自四面八方  蘭薰桂馥紅藍兒女皆才俊 

     遠離擾攘的紅塵   未忘初心誓為真理之干城 

     月白風清追尋生命的純真  舉杯祝酒月亮缺了又圓 

     端詳端詳故人無恙   從容從容笑靨依然 

     乾杯吧！愿同窗友誼地久天長    在天涯守得一輪明月 

 

45 又 45                                                田鈞祥  73勤社 

   先旨聲明，容我打趣的說，頭 45 既不是我的年歲，也不是我的腰圍尺寸。  

其實頭 45 是我移居三藩市灣區的年日，在此我大學畢業，五子登科- 有了妻

子、孩子、孫子，車子和房子，人生雖然有起有跌，生活有苦有樂，但都能安

然渡過。一面感謝主耶穌基督的帶領和保守，弟兄姊妹們的愛心和照顧；一面

謝謝三藩市同學會的提攜和紅藍精神所帶來的團結和歡樂，增廣我的見聞，開

擴我的眼界。能與昔日的訓導主任陳啟潛，生物老師張春煦重逢、暢談、好不

高興！有機會在同學日之後，帶到訪的林英豪校長出去遊覽，也是賞心樂事！

作陪偶然蒞臨的鄺文熾老大哥並有幸日後隨他暢遊台山，品嚐當地可口的特色

餐外，也參觀他大力資助的台山培正校園，三百多位銀樂隊隊員及學生夾道歡

迎，掌聲樂聲四起，盛況空前！這些都使我回味、珍惜、難忘！也促使我每到

一處先拜訪老師、校友，後再遊覽、觀光！ 

 

後排左起: 黃思博、黃世文、黃萬滿、郭原威、李錦定、羅應權 

前排左起: 田鈞祥、馬陽明、陳美玲、陳淑賢、許永懋、張谷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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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的 45年是適逢今年我勤社離校 45週年藍寶石禧，同學在工作、結婚生

子，添孫之中，彼此道賀，祝福，在人生暗淡甚至配偶離世，亦不斷鼓勵及關

懷，就這樣成為成長中的良師益友，好友、老友！因此除了灣區同學在本地及

多倫多，也有在香港大肆慶祝！回香港參加的人數，創記録達一百廿人之多，

熱鬧非常！有說不完的話、談不完的情、唱不完的歌；故此香港籌委們不辭勞

苦，悉心安排在同學日之前的日本之旅，之後的潮汕之行，叫大家盡情盡致的

歡聚、享受！ 

   如今我與愛妻移居中國廣州，回顧十一月這段精彩、美好的時光，喜悅上

眉梢，不禁唱起：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培正的愛！忘不了培正的情⋯ 

 

英社四十週年紅寶石禧慶加冕感懷        胡婉霞 1978 英社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這天是三藩市培正同學

會的同學日，亦是熱烈慶祝各級社社禧之紀念日。我們在 1978年畢業的英社同

學，近者來自加州灣區不同城市及加州首府沙加緬度 Sacramento，遠者來自加

拿大卡城 Calgary，以喜悅的心情來參加這四十週年之紅寶石禧加冕典禮和感

受其他社級禧慶的熱鬧氣氛。  

大概在 20 多年前我和外子黃德仁 (1973 勤社)曾到唐人街康年酒樓參加三藩市

培正同學會春茗之聚餐，  當時有點失望因我在春茗中沒有遇見一位英社的同

學。但開心的是我竟然巧遇曾教我中二自然科兼班主任張春煦老師，想不到她

一口講出我的名字，她還那麼好記性，真是使我佩服和尊敬。自此以後，我和

張老師 一直保持聯絡。多年來我因忙於家庭和其他工作事務也沒有空再參加三

藩市培正同學會之活動了。 

英社譚淑儀同學和我一直在二埠 Sacramento 居住。自 1985 年以來我們也參與

加省省會二埠培正同學會之活動和為同學會辦事。我們非常感謝三藩市戚嘉慧

會長多年來不斷支持我會，同時她也帶同其他學長長途駕車來捧場參加二埠培

正同學會之春茗和夏日郊遊會。並且推廣培正同學會之世界培正同學日及報告

培正同學在各地之動向和消息。嘉慧之勞心勞力和發揮培正紅藍兒女之精神真

是居功至偉。由於今年 8 月份她參加了在加拿大的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拜

訪卡城  Calgary 期間提及三藩市同學日加冕之事。何鐵樑及李婉莊夫婦，沈婉

華及丈夫 Harry 都一同答應從 Calgary飛來相聚。這消息一出，灣區同學更雀躍

不已。其實九月中我從香港探親回美已十天，時差還未適應。感謝譚淑儀和丈

夫鄺永光 Wayne 自願駕車一同出埠参加聚餐加冕。由於今年 11 月 17 日我不能

回港参加加冕典禮，難得李婉莊等同學也從加拿大飛來三藩市参與盛會。今次

也是我自中五畢業離校後第一次加冕，所以非常興奮。真想不到相隔數十年

後我有機會在 Millbrae 的香滿樓感受這盛典熱鬧的氣氛。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九十五期通訊 
 

11 
 

加冕日當天我六時多已起床準備，晚上只睡了約四小時，可能因為太興奮和時差的

關係輾轉不能成眠。7 時半便駕車到了淑儀夫婦  Elk Grove 家中。 我們 7 時 45 分便

出發，駕車需時約二小時才到 Millbrae 香滿樓。沿途交通順利，約十時正已抵達目

的地。在地下入口我們已見到有些年老的培正學長，男的學長打了紅藍校呔，而女

的學長也以紅藍色作為衣服配襯。我們雖然不相識，但大家也互相打招呼問候 一

番，感覺非常親切。我們上到二樓，見到嘉慧已在打點酒席一切。我們向職員報名

交款後便到一樓英社的餐枱位置安坐。一樓共安排五席，英社有兩席共 22 人。據

嘉慧說以往通常有十四或十五枱酒席。今年報名踴躍約有二十三枱之多。真是盛況

空前。因二樓沒有空間，我們被安排坐在一樓，但是仍感覺很歸一，同學更可醉心

傾談。酒席期間我們英社到二樓参加加冕，加冕的同學共有十七人 (見下圖)。由三

藩市培正同學會學長為我們每人掛上紅白藍仿絲帶的古銅紀念牌。紀念牌設計精

美， 外圍以紅白藍之花形圖案環繞，內圍是可轉動之白色圓形牌。圓形牌內亦以

紅白藍三種色來配襯。正面以紅色字印着“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形狀似校徽，中間

印着藍色字“紅藍兒女”，下面還有三藩市金門橋的圖樣。白色底轉動紀念牌之後

面，是紅色印字“情繫培正”及“紅寶石禧紀念”，設計非常別緻。當時學長還講

笑說我們這級是最年青的一群， 各同學不禁大笑。 而同學之家眷及工作人員亦互

相為我們拍下全體紀念照。當時我也看見一些高班的學長，頭上戴著不同款式的加

冕帽子。坐在旁邊 1968 年仁社黃澤球學兄也戴着 一頂精美的加冕帽子。我們講笑

說要等多十年我級才有資格戴這頂帽。在此感謝這位學兄，為我們英社同學拍下一

幅完整的加冕照片。之後我們返回一樓坐位，互相自行拍照留念。大家同學繼續暢

所欲言，興高采烈。約二時多聚餐慶典圓滿結束。我們互相擁抱和握手說聲再見，

真是依依不捨，希望後會有期，日後有緣再聚。 

 

           後排左起：何鐵樑、何英偉、黎世嚴、羅志傑、陳仲思、傅賢亮 

        前排左起: 戚嘉慧、譚淑儀、李婉莊、黃可英、胡婉霞、莫凌芷、何潔瑩、譚蕙芳、 

                          孫掄、沈婉華、邱婉雯   
               
因 Calgary 同學遠道而來，我們當然作地主之誼與他們繼續暢聚。感謝孫掄和丈夫

敏社陳學恒已一早安排了到 Napa Valley 暢遊和享受本地之下午茶和晚餐。那麼我

們部分英社同學仍可繼續餘慶的節目。我們到了著名的 Bouchon Bakery 品嚐西點

和咖啡。大家還一同分享無花果批 (fig tart) 和其他西點，真是美味可口。之後又到

了有名的 Rutherford Grill，幸好嘉慧和黎世嚴及時趕到與我們一同共進晚餐。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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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精力充沛，仍然互相高談闊論，總之有停不了之話題。可是歡樂的時光過得太

快，夜已深了，看見嘉慧也非常疲倦。同學日加冕的活動，她何止忙了一整天，事

前事後勞心勞力為培正同學會四處奔走，真是功不可沒。於是我們各同學互相祝福

對方說聲再見，踏上歸家之路途。 

筆者對這次加冕盛典感慨良多，真是畢生難忘 。寄望有緣千里能相會，希望能以

年長的學長作為學習的榜樣，能保持身體健康，才可發揮培正紅藍兒女的精

神， 繼續邁向更多次的禧慶紀念慶典!  

 

輓林英豪老師                                   鄭國輝 1957 輝社 

昔日程門三尺雪，桃李春風偏厚我 

此後交誼六十載，緬懷往事總傷情 

 
  一九五三年秋第一段考過後，我便正式終止中文學校教育，於十一月十四日

移民來美。我在培正初中時有三科興趣甚濃，因而取得優異成績，都是得力於

名師啟導指點。博物(生物)科的黃悅和老師、國文科的麥道方老師、數學科的

林英豪老師。尤其是幾何，林老師將歸納法闡釋得淋漓盡致。以後我將此法則

引用到人生處世上，確實獲益匪淺。林老師兼任初二愛班主任。因數學考試成

績名列前茅，獲得他青睞。他覺察到我興趣廣泛，借給我二本民初白話小說

「啼笑姻緣」和「金粉世家」作課餘閱讀。那蕩氣迴腸的情節，光怪陸離的社

會，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給十四歲的少年，只能領會到一知半解。當時我受

寵若驚，非常感激林老師的慧眼。 

  十年後林老師赴 Oregon 大學修讀教育碩士學位，途經三藩市，女同學廖春柳

(已故)電話告知我，本地同學會設歡迎宴，這是一很難得重逢機會，我當然抱

着興奮心情參加。我就藉此機緣，和林老師續上以後五十年的珍貴高誼。 

  在他攻讀碩士學位時期，曾南下三藩市多次，每次都找機會和我聚首。那時

家母還健在，他們有同宗之連繫，更顯得敬重和關懷。他亦曾在寒舍作客，我

們發現有很多共同興趣，如文學、歷史、音樂、旅行……。他領取學位後，在

三藩市小停便赴倫敦，會同師母羅懷玉同遊歐洲。  我陸續收到他從各地如巴

黎、法蘭克福、馬德里、羅馬、雅典、曼谷寄來明信片，報導旅行的樂趣。一

九六四年家父逝世後，我和家母返港，曾往在梳椏道府上拜候， 會見了林老師

及師母和令尊， 和讀中學的公子康榮(謙社)及仍在幼稚園的千金翠微(敏社)，

我們更成了通家之好。他是我的亦師亦友。他在培正中學從教導主任晉升為校

長。一九七四年我回港旅行，被邀請至初中集會演說，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敏、

傑、英三社同學。他替我聯絡到留港的輝社同學，將我投回紅藍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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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家母遽返天家，林老師很記掛着我孑然一身生活，在參觀洛杉

磯世運後，來三藩市寓居寒舍短期，並參加了在金亭酒家的鵬社藍寶石禧

(離校四十五年)。我被邀請出席並作說話嘉賓。我用「鵬飛萬里」和「鵬搏

九霄」二成語闡述鵬的深意。社長王北海學長大受感動，勸說我參加三藩

市培正同學會。直至今天我仍和三藩市同學會有密切關係。 

  此後林老師曾到三藩市不下十次，二十年前我仍駕駛汽車，知道他喜歡觀

光，曾帶他遊覽各地名勝，最遠的是幽深密地國立公園 Yosemite National 

Park。 有一次師母和他同來。 林老師很念舊，   忠社李英懷君患病失明截

肢，我陪他同去訪問。好友招炎基女士的丈夫余先生病故，他電話請我去

慰問並詢查需要援助的可能。 

  他對三藩市同學會情深款款，除每年捐款和投稿給通訊外，還參加了同學

日多次，如覺社鑽禧、鵬社金鑽禧、毅社鑽禧、輝社金禧…… 鵬社金鑽禧

是我負責設計節目。我用古典音樂配合，並請善社余光源、仁社馮景生兩

對夫婦表演探戈舞助慶。在輝社金禧中林老師授章給各社友。我們紅寶石

禧出紀念刊時，他撰文祝賀，是輝社寶貴的文獻。 

  他也是我遊記的忠誠讀者，每一篇讀畢後都寄予一些反應。最後一篇他讀

過的是「龍歸古堡」，還說可惜他沒有到過瑞士。以後因為身體衰退，再

沒有閱讀能力。 

  我和他最後一次會面是四年前，他已屆九十四高齡。他來三藩市處理胞妹 

Barbara 的遺物。他精神飽滿，行動自如。一天下午我請他到 Washington 

Square 旁的 Victoria Bakery 品下午茶，他很欣賞西點 Black Forest。他準備

寫篇「告別三藩市同學會」。我回應將「告別」改為「重聚」。他很達觀

說: 「國輝，你要面對現實，幾年後你不會再聽到我的聲音了」 。 言猶在

耳，一別竟成永訣。 

  當我收到香港梁麗雲同學傳來林師去世噩耗，難過中絕不驚異。在理事會

中孫必興說寫此懷念文章，非我莫屬。近來此類文章寫了好幾篇，難免傷

感。於是流下眼中的淚， 淌着心內的血， 寫此悼文向林老師作永遠告別。

莎士比亞有名句: “Out ! Out ! brief candle. Life is but a walking shadow.”      

不錯， 人生不過是一行走影子， 在這燭光熄滅前，  能照耀一部份人的前

路，這生命便有意義了。給林英豪老師一「良師益友」美名，他是當之無

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