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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6日悉尼培正
同學會同學日加冕大會
徐兆敏會長

各位悉尼培正校友，今年十月二十六日，悉尼培正同學

會，�會舉行每年同學日加冕大會，加冕日是培正中學級社傳

統，合資格為畢業離校廿五年及以上的畢業同學們，在我們

名單上有多位校友合乎資格，故此，敬請盡量抽空出席，午

餐飲茶也方便年紀大一些校友出席，也給一些不便返母校領

取章牌的校友們小小心意。�

2019.10.26�悉尼培正同學會同學日，加冕級社有

1944昭社，1949堅社，1954匡社，1959光社，1964協社，

1969昇社，1974基社、昕社（廣州），1979榮社，1984智

社，1989禮社，1994頌社。

非加冕級社校友們，當然歡迎出席，嘗嘗茶點和聚舊.�

Time�:�2019.10.26,�10:30-12:30

Venue�:�鴻之星酒樓，opposite�to�Auburn�Railway�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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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20pp

Deadline�:�2019.10.22

今年正藉母校建校一百三十週年，回母校參加活動人數

特別多，故此，想再回母校參加加冕和參觀的校友，請早各

自安排，在下列開放日子回校，見見老師和校長，各級社同

學們.�會長將會出席以下三項活動，希望見到大家。

2019.11.16�香港培正同學日，晚宴於香港國際機場亞洲博覽館

2019.11.23�澳門培正同學日，晚宴於澳門漁人碼頭

2019.11.30�廣州培正同學日，晚宴於廣州花園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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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well,�五年才一次，值得。

梁同學，土木工程畢業後，因為喜歡吃，現在夫妻各自

管理兩間餐廳，分別在Chatswood�和Gordon，女兒12歲，

兒子8歲，跟當年會長九十年代移民，又生意又家庭，一個星

期下來，有空也是想睡覺去或家庭樂.�

2019.10.27�到輝社潘文熙家中，打網球，閒樂，廿多年

來，都是美事，難得女主人�Dora，用心招呼我們一班ball�

牛，Ball�嫂，又要先掃樹葉補沙，用新網球，場地A�grade，

可惜會長球技�C�grade�未入流，唏唏哈哈一個下午，晚上一

起吃中餐，嚐了不少悉尼中餐館，有坐得舒服或不太舒服，

大家交談培正逸事最開心。�

今天香港政情，又有不少年輕校友想移民，或唸完書後

留下來，澳洲是民主和自由言論的國家，但稅重，悉尼同學

會歡迎大家來。

出席人數，48位，Apology:�丘愫（榮）

羅秀群老師，冼考慈老師，盧定濤伉儷（鋒）,鄧璟伉儷

（雁），鄭潤生（建），朱光凌（堅），仇太及兒子（培），凌

東生伉儷（明），李少君（偉），羅煒甜伉儷（誠），李桂榮伉

儷，楊自宗伉儷（瑩），鍾明生伉儷，潘文熙伉儷（輝）及友

人Lily�&�David�Tan，黃奕榮,司徒逢,司徒政（光）,張淑明及

友人，區尚勇伉儷（皓），鄧麗虹（勤），郭燕萍，韓松青，周

桂榮（基），徐兆敏（昕），葉喬生伉儷（敏），陳德華（英），

區文成伉儷（勁）,葉榮豪（健），梁樹培伉儷（鷹）及女兒

Jessey�and�兒子Charles，Alvin�Lo�（哲）

徐兆敏會長　悉尼培正同學會　2019.10.27

今天，2019.10.26，天公造美，穗港澳三地校友們都踴

躍出席，也有為照顧中風母親而不能來加冕的校友，但能有

一位金鑽禧畢業七十年及三位鑽社畢業六十年的校友出席，

實屬難得。此外，年紀最輕的廣州培正，哲社盧同學，正在

悉尼科技大學上課，首次加入我們悉尼紅藍園地大家庭，十

分歡迎，未知有否遇上臻社王烜燁，大家同一校園。周桂榮

學長，只帶來廣州培正通訊乙份，僧多粥少。�

區文成副會長又再帶回廿本第187期，500gm�一本，總

算人人有份，大家開心閱讀，問會長�第�2�至�11�頁，那麼多

料，又第57，63�至�66，76頁，都有會長照片，Well，悉尼同

學會每年都支持香港同學會印製費，故此，要物有所值，哈

哈，又會長做到2020年，2021年你們有新會長區文成，當然

要寫盡些，才封筆.�哈哈哈。

會長知道以下兩位校友都想出席聚會，但週末要上班，

主因自己的餐廳太忙而不能來，故此，茶聚後，會長駛車往

他們的咖啡店,�Tim�Cafe�Hornsby，健社葉榮豪及鷹社梁樹

培，維記茶餐廳，Chatswood，探訪，並且留下培正同學通

訊，第186，187期給他們閱覽。

葉同學兒子剛剛六歲，明年出席銀禧加冕有少許困難，

再見廿五年前一起唸書的同學們，實在難能可貴，會長十分

鼓勵，那怕週五下班後上機，周六加冕大公宴，週日晚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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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PCAA 2019
中秋節晚會 for HKPCAA
許國華

自去年中美貿昜協議談判以來，加上今（2019）年6月

後，香港正值多事之秋，全球各地香港人，包括我們在侯斯

頓的培正校友們，都心繫香港，更關心母校動態，然而美南

（德州）培正同學會一本初衷，保持傳統作風，仍然在9月28

日星期六晚，借用侯斯頓中國教會（HCC），舉行的—年—度

中秋節聚餐晚會，是晚共有43位同學（包括老師、社嫂及姑

爺們）參加。當中還有三位'新'同學第—次參與，他/她們

是:

1965�耀社　李仲謀及杜寶松夫婦

1970�謙社　�廖耀香同學

當晚除了令人垂涎的精美菜式及甜品外，餘興節目中的

餐館介紹、開車特殊技術演講、有獎燈謎等，都精彩萬分，

而壓軸、也是首次試辨的賓果�Bingo�有獎遊戲，更吸引了全

場師生同學的參與，因為時間關係，原本只準備玩最多三、

五個回合，同學們卻意猶未盡，因而多玩了四至五個'三重'

的特別回合。最後因為時間已晚而不得不告結束。只好留待

下次！

大伴幫忙完成收拾清潔後再合拍團體照，之後才正式結

束這次的盛會，興盡而歸！以下是當晚所拍攝部份照片及團

體照！

值得—題的是這次有三數位同學將其多年珍藏的—些音

樂（古典、流行、兒歌等）CD，中、港、台、美的電影�VCD,�

DVD�等共200多張�donate�出來，送給所有有興趣的同學，

大部份同學因而取得很多他/她們及/或其家人合宜的禮品！

美南（德州）培正同學會
2019 中秋聯誼聚餐晚會出席師生校友

同時亦歡迎日後若有校友們欲�donate�其收藏品，可以與同

學會職員們聯絡！

前排左起：張景燊（1952偉），溫威廉（1955忠），
馮奇彬（1956瑩），何永康（1955忠），林春榮（1952偉），
林春榮夫人，張惇佑（1954匡），唐介明（1954匡），
唐介明夫人

中排左起：陳紹綸（1970謙），杜寶松（1965耀），
姚秀萍夫婿，劉應德夫人，張景燊夫人，劉應德（1964協），
林德全夫人，林德全老師，阮壽彭夫人，阮壽彭（1965耀），羅
達威（1974基），何永康夫人，詹秀華（1976敏），
陳之信（1974基），溫威廉夫人，陳健兒夫人，馮奇彬夫人，
溫綺蓮（1968仁），蘇寶禮（1964協），張惇佑夫人

後排左起：李仲謀（1965耀），姚秀萍（1963真），
陳健生夫人，陳健生（1970謙），許國華（1969昇），
廖耀香（1970謙），李志明（1969昇），袁紹華（1972賢），
戴家強（1976敏），關德沛（1968仁），陳健兒（1971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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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培正同學會八月活動
徐兆敏會長

各 位 悉 尼 培 正 校 友， 我 們 的 八 月 活 動， 訂 在

2019.08.17，上海旺旺，但是其中一台升降機正在維修，故

此等候時間，要多少許。

Time�:�2019.08.17,�11:30-14:00

Venue�:�上海旺旺,�Sydney�RSL�club,�2/F，565�George�Street�

過去兩個月（六、七月），大家多少也為香港政情而

擔心，台灣�2020.01.11� 又總統大選，日韓反目，中美貿

談，未有解決方案，美方又單方面宣佈加10%關稅，要在

2019.12.15，開始執行，美伊問題正在膠着，英國有硬脫歐

這一手準備嗎?美蘇中程導彈協議將無效，敘利亞內戰不

斷，平民有難，悉尼高廈爆建築不合格，澳洲出了一位祖藉

潮汕的廖姓女國會議員。歐洲今夏高溫，大家來聚聚，話題

不缺。

可能會長提出太多議題，嚇怕校友們，故此今次人數減

少，本來報了名的，怕會大吵大駡而不敢出席，大家生活在

澳洲，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國度，2019.08.17，香港天馬公

園，有愛國人士集會，在悉尼，Belmore�Park，有撐警和支

持中國大會，2019.08.18，香港”和理非”維園集會及流水遊

行，同一地點，Belmore�Park，也有反送中，支持香港加油

集會，培正人必須兩邊看，自己分析，求真理。生活在澳洲，

大家算是各方資訊不缺，不要太偏聽，偏看。

一位香港市民，李嘉誠先生的全版廣告，在大公報，

“我之前講過”，“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和在明報，“反暴力-

最好的因，可成最壞的果，愛中國，愛香港，愛自己，愛自

由，愛包容，愛法治”，“以愛之義，止息怒憤”是否他的前

中文秘書楊慶安老師之作，因為大家釋出藏尾詩－因果由

國，容港治己，個人十分佩服李超人的胸𦡞，其後回覆傳媒

查詢“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之說法，”“投資在青

年工作，就是投資未來，不要讓今天的激情，成為明天的遺

憾”，總括言之，做人要有小愛，才能成就大愛。

出席人數25位，
冼孝慈老師，李少君（偉），羅煒甜（誠），李桂榮伉

儷，楊自宗伉儷（瑩），鐘明生伉儷（輝），黃奕榮，司徒逢

（光），張淑明伉儷（皓）及�3位友人，徐兆敏（昕）及Hugo，

葉喬生伉儷（敏），丘愫（榮），區文成伉儷，張慕明（勁）及

John�Au.



15

悉尼培正同學會
4月至5月活動
徐兆敏會長， 悉尼培正同學會

2019.04.07	
悉尼同學會網球小組聚會和晚飯，從前每兩個月一次，

大家聚在一起到潘文熙伉儷（輝）家中的網球場，互抽近三十

年了，孩子們也大學畢業出來工作了，也從以前四個小時雙

打，變成每三個月一次兩小時，每人發球一次球的雙打，年

紀最大是鄭潤生（建）�，今年89歲，此外區尚勇伉儷（皓）�，

羅浩源伉儷（勤）�，區文成伉儷（勁）和我（昕）。�2019.05.04,�

更是熱鬧，慶祝潘學長八十歲大壽，他兩位女兒，一位在波

士頓，一位在身邊，六名外孫，昇社陳均智學長是他的會堂

主任牧師，悉尼培正同學會多謝潘學長伉儷過去五十多年的

不斷的支持，因我翻看歷史，潘學長1960年代已經是同學會

骨幹。

2019.04.27	
悉尼同學會的燒烤大會，是我們另一類的戶外活動，人

人話香港物價高，悉尼也跟上來，澳洲和牛,�G5,�也是龍蝦價

$110/kg，或更高，看是牛牛那個部分，唯有改Angus�Beef、

加香腸、雞翅、牛舌、香芧豬扒，幸好學長們都滿意，下年

還可以再辦，區文成副會長伉儷主持，Bingo,�大賽皆大歡喜。

出席人數:	37位
盧定濤伉儷（鋒）、仇太及兒子（培）、鄧璟伉儷（雁）、

凌東生（明）、蕭偉明伉儷、羅煒甜伉儷、李少君（誠）�、

Petty�Wong（培）、黃奕榮、司徒逢（光）及友人、區尚勇

伉儷、張淑明伉儷及兩位友人、Lilan�&�Virginia、林翠玲伉

儷、李世洪（皓）、徐兆敦（昕）及兒子Hugo、葉喬生伉儷

（敏）、陳震威伉儷、陳德華（英）、楊瑞英伉儷（穎）、區文

成伉儷（勁）、趙慧芬（騰）及兩女兒。�����

2019.05.31
各位悉尼培正校友，我們六月的聚會需要提早些，因為

香港培正來了兩位傳道人，他們接受了悉尼基督教更新會的

邀請，在市內各大教會有六天事工，工作排得滿滿，但是他

們兩位都想在事堂外，有機會跟培正校友們見面，何志滌牧

師（賢）是剛剛完成了神學博士，退休前為播道會主堂牧師，

羅乃萱師母（昕）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在谷歌Google打入

她的名字，可以搜尋到她網頁“愛是一種勇氣”，”愛一生學

不完”，“心靈加油站”，”甜酸人生”…等等,會長自己也是

讀者之一，他們下榻的地方離Auburn不遠，故此選擇了平日

紅藍茶敍地點。

明白地點和時間對上班校友有些不便，但是他們倆也是

盡力擠出時間，連續六天傳道工作也十分勞累，請大家盡量

抽空出席。

Venue : 鴻 之 星 酒 家 , opposite to Auburn Railway 

Station 

Time : 11:30-13:30, 31/5/2019, Friday

Fee : $15pp

RSVP :  27/5/2019

31/5,�早上十一時到達，羅同學下榻處和何志滌牧師一

並接走，因為同班同學，瞭的話題，竟然是追問，為何校友

聯署反送中，又為何不用同學會名，我想今天香港和中國政

治氣氛，香港同學會中立些好，因為還有廣州、澳門和台山

三地，雖然是大是大非的命題。

羅同學和何牧師分坐兩枱，一枱九女兩男，另一枱十位

男士，半場他們搬座，跟另一枱對話，點心前有祈禱環節，

羅同學做了培小校董，席間報告港校近況對培小王寧添新校

監及培中何力高新校長讚不絕口，這兩位過往寫的文章也有

提及，都有接觸過，預祝今後香港培正中小學，再創高峰。

也謝謝羅老師的花和劉維張校友沙龍攝影，並代悉尼同學會

預備禮物送羅乃萱伉儷。��

出席人數	: 	21位
羅秀群老師（廣州）、朱光凌（堅）、羅煒甜伉儷、李少

君（誠）、潘文熙、鍾明生（輝）、黃变榮、司徒逢（光）、林

翠玲伉儷（皓）、何志滌（賢）、羅浩源（勤）、羅乃萱、徐兆

敏、曹碧容、劉建平（昕）、劉維張（捷）、黃玫瑰（敏）�、區

文成、陳偉明（勁）�

8月25日與渥太華同學會各同學聚餐
由前排中左一起:梁蘇珍SUSANA (澳門 76 敏), VICTOR (余耀康 SUSANA'S 
HUSBAND), 黃裔光 (PETER 58 銳), 陳瑞娟 (SUSAN, 58 銳), 馮渭太太 (PUI 
KING), 馮渭(TIMOTHY 58 銳), BEN CHUI (75 昕), ANTHONY WAN AND 
WIFE ANNIE, 劉永堂 (ROBIN 76 捷), 馬綺文 (CHRISTABLE 76 捷), 張啟
輝 (K AI FAI, 70 謙) JAMES TAM (譚華沾ANGEL A’S HUSBAND), 鄺智群 
(ANGEL A QUANG 澳門 76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