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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共有四項活動; 

春茗 - 3 月 14日上午 11時在 Millbrae 香滿樓。 

梁錦琪伉儷乒乓球紀念日 - 7月 4日 12:30開始在 Milpitas ICC Table 

Tennis Center。 

同學日 - 十月十日 10:30在 Millbrae 香滿樓。 

今年我們將與首府 Sacramento 同學會合辦夏季郊遊。日期暫定 7 月

18日在Sacramento，因為日期沒有敲定，請各位密切注意我們年中發

出的 email。 順帶一提首府同學會的春茗／同學日是在４月 26 日舉

行。我們也將會在 email 中提醒大家。還未給我們電郵地址的同學， 

請盡早通知我們。 

 

同學會獎學金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歡迎各校友子弟申請，資格

限於 今年(2020)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欲申請，請與

陳淑賢理事 415-681-7309(H)或 415-939-4363(C)聯絡。填好的申請表

格及所有文件， 請在 8 月 15 日前寄達同學會郵箱: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   

謝謝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二零年度理事  

會  長：(暫空缺) 

副會長：許永懋 73 勤社  陳淑賢 73 勤社 

理  事：何汝顯 57 輝社  孫必興 57 輝社  鄭國輝 57 輝社  朱啟鵬 57 輝社  

        談雲衢 58 銳社  吳宣倫 58 銳社  黃維廉 59 光社  李威漢 61 善社           

        李曉篷 64 協社  范更生 64 協社  吳麗齡 65 耀社  周榮超 67 恆社            

        朱樂怡 67 恆社   李 健 76  捷社  勞錦儀 76 敏社  戚嘉慧 77 傑社              

        江苑絳 90 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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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情誼記同學日                     鄒國英(昭社 1944) 

       風和日麗的清晨，隨會長戚嘉慧座駕從東灣直達南灣香滿樓，

我們是到步的第一組員，進入華麗的餐廳會場，首先是香茶奉客，我

坐在擺設齊整的餐枱傍噗茶看着嘉慧會長和負責同學們立刻開動，半

小時內己佈置好慶祝會場，社旗處處，禧典紀念品陳列前台，望著赴

會的社友嘉賓陸續進來，他們滿臉興奮地握手問安，擁抱話舊，更有

頸項上掛着前有的社禧紀念金牌喜氣洋洋地多麽爽朗 ！ 

     今年是培正創校 130 週年，這應是慶會中的最佳精神。孫必興

學長忙裡抽空跟我打招呼，致意歡迎，更囑我在慶會後寫一些感想分

享。想到在基督教的青年培育中，使我們在全心學習與團契生活中成

長，記得當年教會學校如培正、培道、培英、真光、聯合的青年夏令

營活動中親切地彼此分享，珍貴的友誼，延續百多年的基督精神，教

育發展傳遞下去，讓我們深感榮幸能參與這優良的傳統教育培材榮神

益人。 

     至尊禧社的慶祝儀式中今年是榜上第一社旗，畢業七十五週年

的昭社可真是高齡幸運兒女還能參加慶典，同學日赴會的祇有趙國權

社友和我鄒國英兩人。副會長范更生致送紀念品捧着透明閃礫的金鑽

球，看到趙國權眼神裡閃耀著喜悅的亮光，而我確在心坎中洋溢了無

限的感謝上帝的恩佑，基督的培育愛勵，人生的成長與友情，我們應

該更珍惜上天的恩賜祝福，獻上感恩的心意繼續努力向前邁進！ 

 

 

 

 

            

 

 

 

                          左起: 范更生(協)、鄒國英、趙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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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社金鑽禧慶典留影 
 

 

 

 

 
                                              
                                                                                                                                                    

                               

 

 
 

        左起: 楊寵信、林學穎、王保羅、甄榮振、鄧漢湖 

 
藍星禧光照滿樓        楊東權（匡社 1954）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在三藩市國際機場附近的豪華酒家香滿樓歡

迎灣區培正同學光臨，齊心舉行每年一度的培正同學日，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九日十時開始報到。由於今年是培正建校一百三十年的大慶，

也是我畢業的一九五四年匡社離校六十五周年藍星禧的賀日。本來我

考慮由加州首府沙加緬度至香滿樓酒家要近二小時車程，但 80 號高

速公路經常擠塞有時需三小時才能到達，儘管是大喜也打算不參加算

了，但多位灣區同學鼓勵甚至住在香滿樓附近的常廣原同學建議我留

住他家，避免當日來回駕車的勞苦，於是下定決心參加這次盛會。今

年家中後院兩棵日本甜柿樹大豐收，提早盛裝一大包柿子放車上給灣

區同級同學嘗新，早上六時多便急匆匆開車出發，計劃順路 80 號高

速到 Davis 女兒家幫她家餵兩隻寶貝貓，因她全家已到南加州探親家

未回，可惜我忙中有錯把她家大門號碼鎖按錯而無法入屋，只能繼續

開車直到香滿樓酒家。當日早上沿路有大霧故車輛也不太多，很順利

約上午九時十五分便已到達目的地。 

     香滿樓剛開門不久，我趁早駕車直入底樓停車場泊車在直上三

樓電梯附近的殘疾車位，乘電梯很快便到了三樓同學日報到處。只見 

一位女義工坐在剛鋪上桌布的枱旁，等待聚會餐桌的編枱名單，當我

詢問戚會長何在？回答是在餐廳內開會而要我夫婦坐在外面等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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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戚會長出來和我夫婦寒暄並告知她見過匡社的編位，但要等到拿編

位名單的人到了，才知道具體餐廳枱號的安排，同時她送給我一張她

複製的培正名校一百三十年視頻光碟並說這是第一張送人的。很快名

單到了立即知道匡社同學編排是一號枱，戚會長又發給我夫婦每人一

個用黑筆寫上 1字的甜桔作報到收據。當我夫婦步入餐廳內發現近廰

內門邊枱坐著輝社的孫必興理事，孫理事要我寫藍星禧前奏曲後再繼

寫一篇藍星禧稿文，他會幫匡社拍攝得紀念品後合照傳給我。我又看

見他鄰位坐著很久未有聯繫的匡社鄧合義同學，我告知他我坐的 1 號

枱應已滿座，鄧合義同學告知他昨日才報名，幸李宗愷同學夫人今日

不能出席就讓鄧合義補上。 

     今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日熱烈慶祝有至尊禧昭社至銀禧頌社共十

二級社，按順序藍星禧匡社排第四，由於文稿篇幅有限我只著重報導

匡社得紀念品情況。輪到匡社時戚會長要我逐一介紹匡社同學姓名

給會眾認識(圖一)，圖二為三藩市培正同學會頒發每人一顆晶瑩藍星

紀念品後合影，但很可惜梁永超總低頭看手中藍星不願抬頭看人美中

不足矣。另外我們要多謝某位不留名的培正同學的尊老愛心，補助在

培正畢業超過五十載的培正同學每位美金十元午餐費，使我們得享香

滿樓的高擋美食，當日美味菜肴人所皆知不用細説。這次盛會有感如

下：藍星禧光照滿樓，花白七翁贈奬留，楊鄧余何梁常李，感恩培

正育名流。結朿本文前要感謝戚嘉慧會長不辭勞苦，親自預訂購買

各款慶祝獎品而不怕行李沉重，自遠方萬里携帶歸來美國，我們再次

致謝並祝她參加今年十一月中旬後香港、澳門、廣州旅途平安! 

 

  

                                                                                      (圖一) 

  楊東權學長(站) 

 介紹匡社同學:  

                                        左起: 

 李宗愷、常廣原、 

 梁永超、何榮新、 

 余則誠、鄧合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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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頒發晶瑩藍星紀念品後合影 

 

 

 

 

  

  

  

  

  

 

 左起:李宗愷、常廣原、梁永超、何榮新、余則誠、鄧合義、楊東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鑽禧慶的喜悅            黃維亷 (光社 1959) 

 2019 年 11 月 9 日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同學日聚會，每年這次

聚會是一年裡活動中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今年對於光社同學是特別

有意義的一年，因為是畢業 60週年的鑽禧紀念。  

孫必興學長事前曾叮囑我統計廣卅校友能參加的人數，我以為

會超過十個人參加。本來生活在灣區的廣卅光社校友巳不多，加上這

兩年有幾位身體情況欠佳，其中一位去年年底離世，使得能參加的人

數大大減少。 後來獲悉何平略夫婦早早訂下十月底的機票回香港省

親，另外葉文雅、譚務强两位預約了 11月 8、9號做手術和體檢，看

來只得我兩夫婦做代表了。正在不知如何之際，欣聞廣卅銳社有三位

校友報名，又難得居住二埠沙加緬度的鋭社林潤棠同學陪同光社居住

二埠的譚婷茵同學遠道驅車前來，更可喜的是，居住香港來二埠探親

的廣卅光社校友梁家麒夫婦也一起前來參加，加上最後報名亦遠道

LA 前來的廣卅光社校友盧詠慈同學一共十人，剛湊一桌，不算稿難

堪了，終於鬆了一口氣。至此，連同香港光社同學 5人，上台接受洛

杉磯培正同學會會長黃文輝學長授鑽禧紀念章剛好也是十人。 

       歷年來三藩市同學會同學日的級社禧慶活動都辦得很好。今

年也一樣精彩，在正副會長主持下，各級社校友的共同協力，使禧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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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完滿成功。我們在此感受到滿滿的同學情誼，不分地區，不分班

級，世界培正校友是一家。 

 

 

 

 

 

 

 

       後排左起:  盧詠慈、梁家麒、譚婷茵、湯娥容、黃維廉 

       前排左起: 黃雄耀、余濟林、高子煒、陳炳璋、陳文端 

 
協社翡翠禧                           廖芷瑩（協社 1964） 

    十一月九日是三藩市灣區同學日的好日子，是協社離校 55 週年

的翡翠禧，地點是眾所歡迎的 Millbrae 香港香滿樓海鮮酒家。 

    我社是素來出席人數最高的級社之一，剛巧今年這周未有很多同

學回香港母校參加 130 週年校慶盛會，但仍有這群忠堅份子(鐵桿粉

絲)：黄雄熙及社嫂 Amy、范更生及社嫂 Dora、梁卿、何宇登、周亞

美、吳慧君、廖芷瑩、李曉篷，還有住在 South Carolina 州的周英强

及社嫂 Pauline 特意在回港前趕來參加我們的慶會，可惜梁汝坤因病

缺席。 

     光社鑽禧慶典之後，由孫必興學長為我們翡翠禧的九位同學掛

牌。在午餐期間我們這班粉絲一邊欣賞豐富可口的美食，一邊滔滔不

絕地交流玩孫之樂、旅游經歷、退休後計劃 downsizing 等。 

   席中還有抽獎節目，當我們得悉 幸運兒吳慧君贏得的獎品是社嫂

Dora 精心特製的核桃撻，我們立即要求她全部交出來“共產”，共

享超級甜品。席後我們還是依依不捨，“ 雞啄唔斷”，大家都很珍

惜相聚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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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排左起: 黄雄熙、周英強、李曉篷、何宇登、范更生 

          前排左起: 吳慧君、周亞美、梁卿、廖芷瑩 

 
三藩市昇社金禧記盛             寇懷信 (昇社 1969) 

 
今年 2019 是我們 1969年昇社畢業母校五十寒暑的大年。 

 

其實早自三年前， 在英明的永遠社長唐世煌引導下，我社已經開始對金

禧活動做了全盤計劃。經過熱心的書友們洽商後，就決定了涵括下列幾

方面精彩的提案: 
 

1) 金禧特刊的制作(並邀請到香港設計公司蒙一設計坊創辦人及設計總

監，我社的關湛機同學為總編輯人)。 
 

2) 香港金禧活動籌劃 - 禧前廣州三日美食團，禧中大鵬灣一日船河遊及

禧後經典桂林山水五日游。 
 

3) 北美金禧活動籌劃 - 三月洛杉機及十一月三藩市同學日慶典。 

 

三藩市金禧活動是由  MOB (Monkey of Bay-area)  的郭瑞偉、 李倬儒、 

張偉星、蔡助山及寇懷信五位同學負責籌劃。 很快的，大夥就決定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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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香港同學日活動做一條龍銜接，以方便北美洲計劃返回香港同學

的行程，並在 2018 年同學日就已經和戚嘉慧會長喬定了，以 2019 年 11

月 9號為今年度的灣區同學日(這裡也要特地感謝慼會長和同學會理事們

的熱心配合及協助安排場地和慶典所需紀念品等事誼)。 
 

除了同學日慶典，我們籌委會也决定一道舉辦個北加州景點四日三夜遊

來助興，讓外州不辭舟車勞苦來參加的同學們更能盡興。經過和一些外

地的同學協商及討論後， 我們決定了行程，捨了大點如優勝美地、巨樹

國家公園 ... 而取了沿海岸線的小城，紅木區路線，再去 Redding 城附

近的 Burney 瀑布及 Lassen 火山岩景點遊覽。如此，一來大點是絕大多

數的同學已經去過了，再來， 这些北加州的名勝景點也是平常同學很少

會有機會去的地方。這樣，北加州就可以說是玩透了(事後，書友們也

真是如此反應的， 特此記下或許以後禧慶班辦活動可以參考)。 也順便

值 得 一 提 的 ，  是 那 日 我 們 去  Redding 經 過 299 號 公 路 上

叫  Weaverville 小鎮時，  導遊安排了我們去參觀一個 200 年前的古

蹟， 竟然是個以前清朝光緒年代的寺廟 (雲林廟 Joss House)，是當年

淘金熱年代來羣居此地的廣東省四邑地區移民建立的道觀， 這也已列入

成為加州政府重點保護古蹟之一，維修的十分美好。觀內保存了很多當

時的宗教，文化及生活的遺物，給了我們不小的驚喜和人生的感觸。                        

 

 

 

 

 

 

 

 

 

 

 

 
 

從 Millbrae 出發 霧靄朦朧的金門大橋 
  

雲林廟裡面拍的照片 汽車可以穿過的紅木樹洞

樹洞樹洞樹洞洞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九十七期通訊
 

 

10 
 

11 月 9 日三藩市同學日昇社金禧慶典當然是我們的高潮， 這次一共

有 22 位書友來赴盛會，有幾位同學竟然是母校畢業以後 50年第一次

相見的， 實屬難得可貴。 我們特地為這次慶典訂制了金禧旗幟，再

由港方同學會借得本社社旗及我校校旗，典禮時由這三面旗幟帶領眾

書友列隊進場，更能繞場一週。在眾學長們的鼓掌，歡呼及祝賀下，

我們完成了由會長先進為我們的掛牌儀式。 由大會集結、唱校歌、祈

禱、各禧慶年級典禮以致筵席，那份歡樂，那份熱情，那份感

恩.. 都深深的烙印在大家的心中，至為感動。 

是次參加的書友英雄榜: 
多倫多: 夏潔               波士顿: 寇懷誠 
温哥華: 杜潔儀、張超傑     休斯顿: 黃婉怡、梁兆明、丁琪珊 

華府:  楊美屏、湯紹明     洛杉機: 吳桓灼              

二埠:  陸偉立、周達堯 

灣區:   程定婉、王紀壯、汪大成、李倬儒、余庭光、李國權、張偉星、

寇懷信、郭瑞偉、馮家聲            

 

 

 

 

 

 

 

    

   後排左起: 寇懷誠、陸偉立、郭瑞偉、寇懷信、湯紹明、張超傑、王紀壯 

   後排左八: 周達堯、李倬儒、李國權、汪大成、張偉星、黃婉怡、丁琪珊 

 前排左起: 馮家聲、吳桓灼、余庭光、夏潔 、程定婉、楊美屏、梁兆明、杜潔儀 

 

再次為這次完美的三藩市培正同學日金禧慶典活動感恩。我校紅藍精

神是實在的，是珍貴的，是長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