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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也，校友畢至，少長咸集。弟子三千，筵開二百八。
機場展館，道路遙遠。社會環境，風高浪急！紅藍兒女，迎風而去。
四十大巴，風馳電掣。開會如儀，校歌高唱。祈禱謝主，佑校平安。
薪火相傳，社旂高舉。一九廿四，至尊群社。後生可畏，新生超社。
七時開席，早開早散。大會主事，英明決策。校慶光輝，載入史冊。

林翠微於同學日在酒店偶遇Thomas�Askew,�

他於68-70年在培正任教英文，閒聊中我告訴他我父親是前校長，

他立即用純正中文回答：林英豪，有此超強記憶力，佩服不已。

2019.11.16 培正母校慶祝130週年華誕贊

林翠微於同學日巧遇 Thomas Askew

誠社吳漢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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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同學日

由昔日到今天，

銀樂隊都是一個好好

玩的地方，成班隊友

一齊，有得玩、有得

飲、有得食。

返 校 友 隊， 好

像回到中學返band�

時。把這份好玩的精

神，繼續傳傳傳，傳

下去。

130周年校慶音樂會－校友銀樂隊
林映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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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至11月，香港社會一直都動盪不安，五十年

一遇的昇社金禧慶祝活動能夠在11月順利進行，是上天�

眷顧！

正如培正建校130週年慶典面對嚴峻的考驗一樣，昇社

金禧在百般困難中不斷尋求應變，我作為社長多次向全級發

緊急通告，告知一切活動會如期進行，同時向同學提供風險

評估，再電話跟進一些尚在考慮出席的海外同學，建議回港

時避開[事件]地點便可，總之，務求排除萬難，最終，十一

月舉行的所有金禧活動總算圓滿結束。

是次出席同學90人，其中海外佔50人。陪同參加的社嫂

姑爺30人。昇社有百多人出席金禧，要感謝老同學們及家人

不懼艱辛和風險，以行動支持，而母校及培正同學會在所有

安排上都配合得宜，令昇社五十年一遇的金禧典禮得以依原

來計劃進行。

團隊與工作小組：
為了籌備香港金禧，昇社組織了兩個團隊及十個小組共五十

多位同學群策群力：

1.���金禧同學誌團隊�--�編輯/聯絡/資料搜集�(30人)

2.���金禧典禮暨活動顧問團隊�(20人)

3.���金禧典禮司儀/領唱/領禱/勵志分享/演出同學�(11人)

4.���金禧三項旅遊活動�(5人)�

5.���金禧加冕老師海外及香港支援小組�(6人)

6.���金禧背心設計生產�(3人）

7.���金禧旗幟及加冕金牌�(3人）

8.���金禧歌集彙編及印刷�(2人）

9.���金禧核數及各地同學付費收集�(6人)

10.�金禧背包選購及承擔費用�(2人)

11.�金禧慶典攝影及相片安排�(1人)

12.�金禧籌款�(1人)

*其中有多位同學身兼數個組別成員：

（香港）唐世煌、關湛機、蔡敏慧、李偉齡、馮靄娉、梁家

榮、譚毓智、鄧世熙

（美國）寇懷誠、寇懷信

（加拿大）楊光浩、羅衍深、夏潔

風浪下舉行的香港昇社金禧活動
唐世煌

最後排左起: 袁國輝、馮家聲、蔡助山、李志明、甘柏如、林奮初、何宜堅、劉兆濃、翁國明、杜漢鏻、梅正輝、周武屏、黃炎勳、姜偉宜、朱中憶、吳漢雄、許國華

前排數第四行左起: 勞天智、周平山、黃興誠、黃鳴浩、周漢銘、謝國機、張德銘、鄭家強、陳文剛、萬鈞中、寇懷信、譚瑞欽、羅衍深、曾浩平、朱經緯、陳仰博、李少明

前排數第三行左起: 胡冠傑、溫偉耀、寇懷誠、薛成宏、盧自強、李樹榮、梁家榮、郭耀輝、關湛機、朱鎮英、羅光凱、
戴剛、麥文中、黃源源、趙漢兒、任國信、楊光浩、李世碩、鄧世熙、張添屏、甄沛之、畢崇康

前排數第二行左起: 蔡敏慧、甘卓玲、余伽俐、何詠然、黃瑞環、吳碧嫻、鄭慧慧、唐世煌、譚毓智、陳瑞年、湯華施、陳冰兒、朱婉玲、馮靄娉、陳瑞蘭、葉愛蓮、勞丹妮

最前排第一行左起: 鄺碧輝、楊美屏、劉紹其、陳力行、潘寶霞、ASKEW、葉秀芳、夏潔、丁琪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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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同學日

活動：
11 月 6 日：� 培正同學會講座，[解碼：出版一本成功的�

� 慶禧紀念刊]

11 月13/14 日：�中山美食之旅

11 月15 日：� 上午參觀培正小學及中學，下午於培小大禮�

� 堂舉行昇社金禧典禮，晚上於維景酒店唐宮�

� 舉行金禧晚宴

11 月16 日：� 維景廳金禧午餐，下午培正大樓梯拍團體�

� 照，出席培正同學日典禮，晚上參加亞洲博�

� 覽會宴會廳培正建校130週年慶典暨大公宴

11 月17 日：� 印洲塘吉澳/鴨洲/深涌海陸一天遊，晚上�

� 黃埔海福樓佳餚宴

11 月18-22 日：�桂林陽朔龍脊梯田之旅

（補充）北美慶祝活動：

（洛杉磯）3月16-17日：

第一天洛杉磯金禧暢遊及晚飯，第二天參加洛杉磯培正同學

會春茗暨加冕日

（三藩市）11月9日：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禧慶晚宴暨昇社金禧加冕

是次在培正小學大禮堂進行的金禧典禮，昇社很榮幸

得到四位昔日老師為老同學們執行金牌加冕，包括陳力行老

師、Mr�Thomas�Askew�(來自美國)、潘寶霞老師�(來自溫哥

華)、劉紹其老師。昇社金禧有兩個較突出項目：1.�金禧紀念

特刊：���這是昇社一項龎大的工程，由2016年開始準備，命

名為�《歲月鏤昇：昇社金禧同學誌》�的紀念特刊，共收錄了同

學個人稿件172篇。這本464頁的冊子，是三十多位海內外同

學，包括總編輯關湛機、文稿總編輯甄沛之、社長暨聯絡總

組長唐世煌、香港及海外分區編輯、分區聯絡組長、資料蒐

集及整理小組等全體協同協作，群策群力的成果。���特刋很

榮幸邀請到中學校監、校長及培正同學會會長作序，三位老

師賜稿。其中懷緬篇、團聚篇、禧慶篇有很多珍貴的照片，

以及大家合力撰寫的流金歲月篇。無數真摯的個人中文及英

文稿，包含了同學們幾十年來有趣的生活點滴，東奔西跑和

南漂北移的人生歷練，與及對培正日子和昔日同窗的懷念，

另有多篇極高水平的專業發表。有些文章更載著一些平常不

一定向家人朋友訴說的心裡話。《歲月鏤昇》會是培正歷史上

一份突出的，值得與校友、學弟學妹們分享的刋物。2.�金禧

典禮上老校友的勵志發言分享：考慮到目前培正學生生活節

奏急促，平時要應付課程、考試及生活需要，掌握的知識大

多來自教科書、課堂及同輩、網上媒體或電視，但他們却缺

乏社會歷練，我們希望透過八位昇社校友的輕鬆分享，簡介

離校五十年期間的人生經歷、興趣發展、學術科研或職業上

的成就，激勵及啓發年青學弟學妹們，為未來發展路向多作

思考、選擇和準備。

當天因香港社會事件，交通不暢，政府頒布全港學生無

須上課，導致培正金禧典禮首次沒有培正學生出席。八位來

自美加和香港的昇社同學在台上的勵志分享，臨時改為網上

直播。這八位發言代表是：蔡敏慧、夏潔(多倫多)、寇懷誠

(麻省)、楊光浩(愛民頓)、許國華(德州)、周平山(台北)、關

湛機、溫偉耀。我們希望老校友們的精簡發言對培正學弟學

妹有參考價值和意義，類似的分享在未來金禧典禮得以承傳。

金禧大樓梯團體照

金禧11月18-22日桂林陽朔五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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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社 寇懷信

北美昇社慶金禧  加州海岸樂悠遊

2019年是我們1969年級昇社畢業母校五十寒暑的一年，�

在香港方面準備工作，早在2013� 年11月已着手開始

了。而在加州灣區人數最多的昇社同學，�也在一年前就展開

籌備在北美三藩市的慶祝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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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香港同學日活動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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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板定案，乃以

2019年11月9號為今年度的灣區同學日，以銜接11月16日

在香港的慶祝活動。在此，要特地感謝戚會長和同學會幹事

們的熱心配合及協助安排場地和慶典所需獎牌等事誼。

除了同學日慶典，我們籌委會也决定同時舉辦一個北加

州景點四日三夜遊來助興，讓外州不辭舟車勞頓前來參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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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棄了一般遊客會常去的如優深美地，巨樹

國家公園等景點，而取了沿海岸線北上遊覽一些小城，紅木

森林區，再去Redding城附近的Barney瀑布等景點遊覽。如

此，這些平時同學們很少去到的北加州名勝景點，就可以差

不多都函蓋到了。事後，同學們的反應亦是如此，特此為文

記下，或許可以用做以後禧慶班的參考。

這次参加加州金禧慶典活動的北美同學總共有二十伍

位，�如下

多倫多：夏潔 愛蒙頓：羅衍琛夫婦

温哥華：杜潔儀，張超傑夫婦 波士頓：寇懷誠夫婦

維珍利亞州：湯紹銘 華府：楊美屏及夫婿

新澤西州：謝國機 休士頓：梁兆明及夫婿，黃婉怡、丁琪珊

落杉磯：吳桓灼 二埠：陸偉立、周達堯

三藩市及灣區：程定婉、伍翠燕、程定婉、郭瑞偉夫婦、寇

懷信夫婦、王紀壯、李倬儒、李國權、汪大成夫婦、馮家

聲、張偉星

昇社在北美慶祝金禧的活動是在11月4日展開序幕，當

晚在�Millbrae�的彩蝶軒酒樓擧行晚宴，負責籌備的同學，首

從 Millbrae 出發

霧靄朦朧的金門大橋

參觀 在 Myers Flat 的 Giant Shrine Drive Through Tree



63

2019同學日
先將紅藍校旗、昇社社旗，為金禧各項活動而特別設計、製

作的金黃色昇社金禧大旗，高懸在大廳棗紅色的布簾上，十

分醒目。同學陸續到齊後，席開兩圍，飯前依循培正傳統，

由新澤西州前來的謝國機同學做謝飯領禱，灣區的李焯儒，

郭瑞偉特別捐助兩隻燒豬助興，好不熱鬧，來自美、加各地

的同學，許多是多年未見，飯食間川檯互相問候，美酒（郭瑞

偉同學捐出）佳餚之際，驚嘆大家童心未泯，只是朱顏改。

11 月 5 日（週二）

北加海岸遊展開序幕，一夥廿二人清早八點於�South�

SF�的�Park�Pointe�Hotel�前集合（相片二），一輛可容納四、

五十人的旅遊大巴，緩緩的帶著我們離開三藩市市區，駛

過蜚聲國際的金門大橋，在大橋北端的�Golden�Gate�Vista�

Point，下車拍團體照以為紀念。當天天色晴朗，蔚藍的天

空，加上舊金山海灣濃濃的霧氣，將大橋點綴的半遮半掩，

「猶抱琵琶半遮面」般，倍增幾分嬌媚。西行不久，就來到加

州1號公路的海邊，一望無垠的太平洋呈現在衆同學眼前，

令大夥身心舒暢。巴士沿海岸線開始北上，近午時分，到達�

Bodega�Bay，稍事休息並進美式海鮮午餐，有鮮蠔供應，眾

「蠔」客當仁不讓，大快朵頤。飽嚐美食後，旅遊大巴繼續北

上，約一小時後到�Pointe�Arena�Lighthouse�參觀，該燈塔

建於1870年，塔高35公尺，濱臨太平洋岸，幾位欲窮千里目

的同學，不辭艱辛，沿螺旋樓梯而上，令人佩服這群近七十

歲的老翁、老太，尚能有如此體能。「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之說，令人懷疑。近夕陽西沉時分，到達�Fort�Bragg,夜宿�

Emerald�Dolphin�Inn.

11 月 6 日（週三）

早餐後，前往參觀�在�Myers�Flat�的�Giant�Shrine�Drive�

Through�Tree，車程兩個多小時，途中各人自我表述過去

五十年中生活體驗。大家用詞幽默無比，聽者無不捧腹，笑

到淚流兼肚痛。到

達目的地果然見到

有一高聳入天的巨

木，底部自然裂開，

其寛度足以令一部

私家車駛過，園主

特別著其公子駕駛

一部白色賓士敞蓬

跑車，穿過此巨樹，

大家都嘆為觀止，

紛紛影相留念。中

午到達�Fortunate，

在一間日式壽司自助餐廳進午餐，隨後啓程前往聞名的「紅

木國家公園」(Redwood�National�Park),�園中巨大的紅木參

天，嘆為觀止。天晚到達�Blue�Lake,�夜宿�Blue�Lake�Casino�

Hotel.

11 月7日（週四）

今日開始向東行駛，進入加州內陸，由於稍北方向，尚

有山火，我等均可聞到一絲絲的燒木焦味，稍有膽顫心驚之

感。車內則進行眾同學粵語能力的測試比賽，發問的同學準

備了近二百條「諧後語」，以搶答方式進行，結果這些去國多

年的「老華僑」，雖不至全軍覆沒，但十問九不知，成績「不

甚理想」，眾曰是因為當年在培正時上國文堂，老師沒有教

過，何其誣耶。

車向南行駛近兩小時後，到達�Weaverville,�去參觀一

間被保留的古蹟�～雲林廟，原來是一座道觀，乃先民在公

元1874（光緒年間）建成，當時華人移民到此多為礦工，開

採金礦，有的經營洗衣行業，廟中大堂除了保持一個道觀應

有的神傢，香燭，旗幟外，也保存了先民生活起居的簡陋「設

備」，令吾等心慼慼然，不勝唏噓。午餐後，旅遊巴士帶我

等到�Redding�市附近，造訪一座造型優美的單臂式懸橋�～

Sundial�Bridge，該橋橫跨�Sacramento�River,�僅供行人及

園中巨大的紅木參天

雲林廟裡面拍的照片 Shasta Dam 水壩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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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使用，橋身為全白色，襯以蔚藍的天空的背景，更能顯

出其線條之優雅，該橋已成為�Redding�市的地標。�離開此

橋後，探幽訪勝，去到山區內觀賞一個「攣生」瀑布，Barney�

waterfall，�兩條瀑布，並排左右，十分特別。晚餐則享用越、

寮風味的中南半島菜色，美味可口。

11 月 8 日（週五）

該日行程是到訪位於北加州中部的�Shasta�Dam,�該水

壩建於1938-45，高度�183�公尺，寛度1050�公尺。一行在訪

客中心觀賞建壩過程的記錄片，瞭解此壩對生態，能源供應

的情況。隨後前往�Anderson�参觀�Coleman�National�Fish�

Hatchery�沙文魚繁殖塲，將沙文魚用人工受精後，在機器內

孵化成小魚（以數十萬尾計），再在魚塘中養大到一定大小，

放回太平洋中，其中一些魚以後會游回來產卵，再做人工繁

殖之用。見到這麽多魚被飼養成大魚，真不可思議。

夜幕低垂時分，我們回到了三蕃市，在皇城飯店晚餐之

際，濶別了五十年的湯紹銘同學，從LA趕來相會，大家均

無比興奮，洋溢之情毫不保留的現在各人臉上。近九時許始

散去，準備明天的另一個高潮�～�三蕃市同學日及慶祝金禧�

大典。

2019年三蕃市培正同學日訂於11月16日在香滿樓海鮮

酒家擧行。昇社的「先遣」部隊，在前社長夏潔同學帶領下，

十點許即到聚會地點，參與會塲佈置，將昇社金禧大旗與三

蕃市同學會會旗同時掛起,�時近午時，二十二位昇社同學在

校旗（湯紹銘同學持掌）、社旗（夏潔同學持掌），金禧旗（張

偉星同學持掌）前導之下，列隊入塲，並繞塲一週，贏得在塲

來賓熱烈掌聲，在司儀介紹出席的高班學長後，昇社的金禧

大典開始。由寇懷誠代表出席盛會的眾昇社同學，首先多謝

三蕃市培正同學會戚會長及同仁的安排，

令我們能遠在美國的三蕃市可以有如此

盛大的慶祝畢業五十週年的儀式，接著

介紹史無前例的昇社金禧旗之設計及其

含意，一新大家耳目，並逐一唱名請同學

上臺，在唱名到夏潔同學時，他特別報告

夏同學在1968年培正第二十二屆陸運會

所創下的女甲鉛球記錄，在半個世紀後的

今天，仍然迄立不搖，再次得到大家的掌

聲。金禧大典的儀式，是由戚會長及德高

望重的幾位學長，輪流為我們掛上一塊三

蕃市同學會所贈送的金禧金牌，與從香港

同學總會所致送的特製金牌，掛在頸項

間互相輝映，醒目非凡。大會席開近三十

圍，我社同學與家眷共佔四圍有多，直到下午四時許始告�

散去。

我們餘興未盡，乃移師到�Foster�City� 余庭光同學府

上，添酒回燈重開宴，余同學夫人已準備好山珍海味，供大

夥再次擺開龍門陣，湯紹銘同學即席表演「軍佬」（他曾服役

美國陸軍十七載，出沒越南叢林多年）式的推拿，治療一位

同學的背痛，令該同學「感痛不敢言」，引起哄堂大笑。在

二十五年前的鋃禧加冕典禮後，我們也同樣來到余同學家開�

party，並在樓梯間影團體相，今次舊地重遊，雕欄玉砌仍

在，故再次攀在樓梯間，并展開鮮明的旗幟，影下一張造型

優美的團體相。

一連六天的慶祝活動中，有幾位同學是半世紀後，再現

「江湖」，但同窗的情誼並沒有因而受到絲毫影響，話家常，

憶往事，開玩笑，興奮之情，毫不掩飾的呈現在大家眉目之

間。金禧悠悠五十載，昇社友誼半世紀，猶如美酒，愈久愈

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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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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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ster City 余庭光同學府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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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大約1973-74年間，一架美國陸軍單旋翼的�Bell�

UH-1�(暱稱�Huey）直升機�（相片一），在佛䁱時分帶著兩位

全副武裝的特種部隊士兵，由泰國境內一陸軍基地起飛，向

東飛入南越境內中央高原地，它的任務是撤退山區赫蒙人�

(下詳）的家眷。當時越戰局勢吃緊，直升機在落地後，旋翼

保持著旋轉以便可以随時起飛旳狀態，從直升機上跳下兩名

全副武装，荷槍實彈的美國陸軍，配合地面

部隊，維持排隊等待登機難民的秩序。這兩

名陸軍士兵的其中一位是培正中學昇社同學

湯紹銘少尉(相片二）。

湯同學自1955年進入香港培正，就讀

幼稚園低班，一直升到中六上學期，於1968

年11月，因移民美國，而不得已離開培正，

扺 美 後 進 入 紐 約 理 工大 學（NY�Polytech�

University)� 就讀，同時參加美國的�ROTC

（Reserve�Officers�Training�Corp)， 暑 假 期

間在第82空降師基地接受軍事訓練，成為

陸軍備役軍官。於1972年,�越戰正熾，湯同

學請纓入伍，加入美國陸軍，派往越南，因

其會說多種語言之故，成為陸軍特戰部隊一

員，出入越、柬、泰山區。

該架型號直升機的正常最高載重量

（pay�load)� 約為兩千磅，平常可乘載四名

全副武裝士兵。而這次出航的任務是撤退

難民，故一些重型裝備�（例；機門的機槍、

機身兩側的火箭筒等）均拆除，減輕機身重

量，以便可以盡量多載難民。到裝載難民完

畢，直升機起飛時，除了湯同學和另一位美軍士兵外，這架

直升機的機艙內已黑壓壓的塞進了近十五位難民，大幅超過

了正常的負荷量上限。起飛後迅速向東南方向飛去。大約

升空二十五分鐘後，這架直升機飛出了海岸線，進入南中國

海，目標是停泊在南中國海的一艘大型海軍運輸艦，此時直

升機駕駛員發現機身已受到越共地面高射機槍射擊，而中彈

壘壘，已無法維持應有的飛行高度�(loss�of�elevation)，加上

又因為是「超載」，負荷超重，很有可能無法飛到該運輸艦。

得知飛機情况後，湯少尉立刻明白，若要能使此架直升機避

免墜海而有機會飛抵運輸艦，飛機的負荷量必須立即減輕，

於是和另一位美軍決定跳海，那時千釣一髮，兩人馬上換穿

上救生衣，時直升機高度約為一千呎（可跳傘之最低高度），

兩人以降落傘跳離飛機，落入南中國海，直升機駕駛員則立

刻以無線電通知軍艦派出另架直升機，前來營救這兩位美

軍。湯少尉在海中浮沈了約8 ～ 9個小時，近傍晚時分，救

援直升機才找到他們，將他們救起。在這8 ～ 9�個小時中，

湯少尉從未失去信心，因他深知救援美軍，必會前來尋找，

絕不會遺棄同袍（leave�no�body�behind）的

傳統。在這茫茫大海中，他腦海中所能反覆

思想到的是培正中學的那條斜路，大操塲、

運動會等情景、這帶給他無比的生存力量。

當他被救回到另艘軍艦時，他心中惦念的是

原先那架滿載難民，彈痕壘壘的直升機有

無飛抵運輸艦，經調查後，次日海軍當局告

訴湯少尉當天沒有任何直升機駕駛員殉職

的記錄，這時他心中的大石才放下，臉上也

露出一絲微笑。又因為湯少尉的編制是陸

軍特種部隊，隸屬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所以一切在CIA指揮下的任務是保袐而不公

開的（classified�and�undisclosed)，他這次

無我、英勇的行為，並沒有立時受到褒揚，

但數年後，美國陸軍當局則以另一個理由，

頒贈給他一枚勳章。軍旅生涯十七年後，湯

同學在1989年以上尉軍階自陸軍光榮退役�

(honorable�discharge)。現 居於 維珍 利亞�

(Virginia)�州。

湯同學在離開培正五十年後，笫一次重

返昇社、培正的大家庭，前來加州參加2019

年11月9曰三蕃市培正同學會舉辦的培正同學日及北美昇社

金禧加冕大典，湯同學因未能取得培正中學中六畢業證書，

心中總有一絲抹不去的遺憾，但在眾多同學鼓舞下，他終於

放下了這個遺憾，毅然決然回到這個家。在三蕃市同學會學

擧行的昇社金禧盛典中，我們特別請湯同學著起軍裝出席，

並負以掌校旗前導眾昇社同學入塲的殊榮（相片三），這並非

單單因他左胸前所懸掛一排排金光閃閃的戰功𤏩章，而是榮

譽（honor)、責任（duty)、國家（country)�美國軍人的格言，

在湯紹銘同學的軍旅生涯中散發出的那一絲人性的光輝。

赫蒙族（HMONG): 屬蒙古人種，遠在元、明朝代期間南遷，其中的漢苗支
派南遷至中南半島，多居於越南中原高地（山區）。赫蒙人深受中華文化影
響，多能操漠語。越戰期間，他們效忠南越及美國。

昇社 寇懷誠

不容青史成灰 ～ 一位紅藍兒女的英勇事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