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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陳淑賢 73 勤社 
 

去年 2020年是非常特別的一年，更是災難性的一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到目

前為止已經奪走了 228 萬人的生命。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我們灣區在禁制令下不能到

處外遊或聚會，我們被困在家中整整 11個月，對我們的生活影響很大。更有甚者有些人

失去工作，倚賴失業金和政府補助過活。各行各業都大受影響，經濟停滯不前。旅遊娛樂

業更是重災區。今年 2021年希望有疫苗嘅幫助，疫情能受到控制，到年中嘅時候我們能

回復正常生活。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去年幾個活動都被迫取消。希望今年 10月底的同學日能如期舉行。還

有培正世界同學日將於 11月在台北舉行，希望到時我們都能夠有機會參與。 

 

農曆新年已到，在此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二零一年度理事   

會    長：陳淑賢 73 勤社 

副會長：許永懋 73 勤社       江苑絳 90 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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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樂怡 67 恆社 

———–  李  健 76 捷社   勞錦儀 76 敏社   李南雁 76 敏社   戚嘉慧 77 傑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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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欲申請，請與陳淑賢會長 (415-939-

4363)聯絡。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有文件， 請在 9 月 10 日前寄達同學會郵箱, 謝謝!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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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和天文角度去看聖誕      鄭國輝    輝社 
 

    耶穌基督降生在鼎盛羅馬帝國時代，他出世時羅馬帝國已繁榮了六 十多年。以色列

人(猶太教十二支派)十二世紀前已在巴勒斯坦地區開始 生活，他們的歷史記載在舊約聖

經中。在這期間以色列曾經被下列各 異族人統治過:亞述人 Assyrians、巴比倫人、波斯

人、希臘人、叙利亞 人。公元前六十三年羅馬軍事勢力從叙利亞延伸至以色列。耶路撒

冷 被攻陷。巴勒斯坦劃分為四區，其中猶大區 Judaea 是猶太人聚居處， 首府是耶路撒

冷。  公元前四十四年，大帝凱撒 Julius  Caesar 被刺殺，姪孫 Octavian 取得羅馬帝國

寶座，年僅十九歲，他出生年份剛巧是 Pompey 攻取耶路 撒冷，將 Judaea 納入版圖。

Octavian 於公元前三十一年，在海上擊敗 最強的對手 Mark Anthony,他成為地中海東、

南、北主人，且勵精圖治，將帝國勢力發揮到顛峰。羅馬人稱他為 Caesar Augustus，是

當時世界上最有霸權的君主。Caesar Augustus 駕崩，繼位的是 Tiberius，基督就在他任

內被釘十字架。 帝國的疆域太遼闊，Augustus 要割成很多行省分治，各省首長負責維持

地方秩序，撲滅反抗，徵收各項稅。這些入息稅是供應帝國內官 員奢侈糜爛生活。各地

皆有成千屢百羅馬軍隊將士駐紮。公元前三十七年，Augustus 指派 Herod 為猶大區首長,

也就是當地土王。他不是猶太人，而是死海西岸的亞拉伯人，他的父親在凱撒大帝遠征埃

及時立下戰功，所以一家都蒙賜帝國國籍。他曾任加利利省長，被充任猶大王時是三十六

歲。頂頭上司是叙利亞 Syria 行政長官。 Herod 是基督出世時耶路撒冷寶座內的猶大王

(King of Judea)，Herod 禀性貪婪，各地搜刮民資，借稅務為名，他好大喜功，在海邊建

一新城名喚 Caesarea, 以取媚於羅馬大帝 Caesar Augustus 和重建耶路撒冷的大聖殿。 

Herod 很殘忍,濫殺和自己持異見的人,包括近親如妻子、  兒子、岳母、襟兄。他聽到傳

聞伯利恆誕生了一猶太人的救世主，便下令屠殺所有新生嬰孩，所以基督父母約瑟和瑪利

帶着他逃亡埃及。很多聖經學者認為此屠戮上百兒童，但那時伯利恆是一小地方。遇害的

兒童 不會超過十位，此殘暴動機是 Herod 不容許他的權限被奪。 早期教徒的看基督一

生把重點放在他的死，他的教義和事蹟都 環繞着他的殉難，聖誕倒是次要。四福音中只

有馬太和路加提及聖誕。  馬可和約翰都是從施洗禮約翰和耶穌接受洗禮說起。學者認為

馬可福音是最早成書的，寫作年代只距基督受難四十年。馬太和路加二福音 都寫於釘十

字架後六、七十年。馬太是十二門徒之一，本是耶穌的好 友，是他自己選中。雖然他和

基督有非常密切關係，他沒有可能目睹 聖誕。路加和基督非親非故。他記載聖誕只能得

自輾轉傳說。馬太和 路加都沒有準確記載聖誕的年代和時間。 基督後一百三十年，一位

住在羅馬城內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亦是一修道者 Dionysius Exiguus (Dennis the Small)受

任整理日曆。他鐵定聖 誕的年代是公元第一年，所有基督教國家都以此為定以記載歷史

和錄取時事。後來權威人士推出 Exiguus 犯了一小錯誤，計算遲了四年。基督是公元前

出世，依他的日曆，猶大王 Herod 在位期間是公元前三十七年至公元前四年。根據在基

督出生那年，Herod 屠殺初生嬰孩，聖誕最遲已是公元前四年。 路加曾記載 

Caesar Augustus 發佈帝國內人口調查令以便徵收稅項。那時叙利亞行政首長是 Cyrenius，

亦即是 Herod 的上司。和基督同時 的猶太人史學家 Josephus 記載公元六年至七年有一

人口調查，是叙利 亞首長 Cyrenius負責。很顯然近十年前即公元前八年，Cyrenius 主

持。前一次的人口調查，且躬臨聖地，記載於一羅馬基督徒律師 Tertullian 筆記中。他相

信真正聖誕是公元前八年，因為約瑟(基督父親)要逃避故鄉的人口調查，在進入伯利恆路

上，耶穌在馬槽出世。 無論日期，就是聖誕季節也令人疑惑參詳。路加福音記述牧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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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領導羊群回家。這不應是冬天苦寒的十二月尾，而是在春暖花開 時候，正好是羊群

繁殖季節。獅和狼亦趁此時機蠢蠢欲動，獵取食糧。 牧羊人要格外小心保護。聖誕應在

春天。為甚麼早期基督徒選擇十二月二十五日? 這是吻合 Saturnalia 日子，在異教徒 

Pagan 時期，人們慶祝冬天降臨，在豐富秋收之後，且在一年終尾,正好稍作休息,期待新

年來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聖誕只公認於歐西國家。亞美尼亞人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定於一月六日。俄國人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定於一月

七日。可見得聖誕是隨便而定，沒有任何歷史根據。 聖誕前，伯利恆之星特別明亮，有

以下的解釋。一六零三年十二 月十七日神聖羅馬大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天文學家 

Johannes Kepler 發現土星 Saturn 和木星 Jupiter 走在一處。這二行星組合 Conjunction 只

是地球上看到它們同一陣線的錯覺，它們仍相距很多百萬里。Kepler 在布拉格望遠鏡上

觀察到，二行星的光融匯在一起,製成一特別光芒 的巨星。Kepler 計算這現象曾在一千

六百多年前發生過。這就是公元 前六年的聖誕。在基督在世時期頗為活躍的巴比倫占星

學院 Babylonian School of Astrology at Sippar 也記載了公元前五年的土星和木星組合。 

馬太福音記載東方三博士 Wise Man of Orient 看到這光耀奪目百利恆之星，便分別起程

往伯利恆去，朝見救世主。他們獻上黃金、乳香、沒藥。黃金是萬王之王的象徵。乳香 

Frankincense 是產於亞拉伯 半島的樹脂，在宗教儀式時燃燒，奇香撲鼻，代表神聖的禱

告和祝福。沒藥 Myrrh 也是樹脂一種，榨油灑在君王或主教頭上以示尊貴。它亦 可用

來殮葬,以防止遺體腐朽。混和了酒，Myrrh 充作藥物以麻木和紓緩疼痛。釘十字架時，

基督拒絕了一杯含有 Myrrh 的藥酒，在出生時他收到作為禮物之一的 Myrrh，似乎暗示

到死在十字架上的人間結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屆世界培正同學日  ‐  台北市 日期：2021 年 11 月 12‐13 日 
 

2021 第六屆世界培正同學日 

大會活動 

1. 台灣東北部三天遊 —-  2021 年 11月 9-11 日 星期二 至 星期四 

2. 紅藍樂韻歡迎大會 —–圓山大飯店 2021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五 

3. 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  2021 年 11月 13 日 星期六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酒店 大宴會廳  

  *大會不設酒店住宿安排服務，請各參加者，自行上網安排住宿，豐儉由人* 

 

     定居台灣以外地區校友： (香港、澳門、中國內地、東南亞、歐洲、澳紐、美加…

等地區) 報名表，以 email 或 傳真 或 郵寄 或 what’s app 送交香港培正同學會。   

香港培正同學會電話：+852 2713 4093  傳真：+852 2715 2100 Email: 

info@puiching.org  

報名 / 查詢 2021 台北世界培正同學日事項專用  

What’s app 登記號：(+852)52180668  

We chat 微信登記號:(+852) 52180668  

香港培正同學會地址： 香港 九龍 窩打老道 80 號 A 座地下 Address： 80 Waterloo 

Road, Kowloon, Hong Kong 

http://www.puiching.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040313380610.pdf
http://www.puich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2020040315280351.pdf
http://www.puich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2020040315293666.pdf
mailto:info@puich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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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乃良 1924-2020        -鄺慕真      剛社 

 
        鄺乃良在 1924年出生於廣州一個基督化的家庭, 七個孩子中他排行第四。自小聰

明好學,高中時跳了一級,直上大學。主修機械工程,但中途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跟學

校逃難, 有一次差一小時, 就險些跟日軍碰個正着。 

     後來受聘澳門培正中學,教高中數學和物理。他跟學生打成一片, 課餘喜歡教攝影和

曬相, 又參加攝影學會, 拿作品比賽, 更曾得獎。培正的宿生都會見過他爬高去放紙鳶, 

他還會用玻璃粉蠟線去增強戰鬥力。在特別日子,他也會參與攪園遊會, 甚得學生歡迎。  

     他在學校認識母親楊美愛, 兩人在 1953 年 2月 17日結婚, 有三個孩子, 大女慕真, 

二仔慕光, 細仔慕理。 他們說, 就用 ”真理之光”, 幫孩子們改名吧。 

     在 1968年 11月 26日舉家移民美國加州的屋崙, 他很快在 Oakland Airport 找到一

份飛機維修嘅工作,  美愛則在乃良家姐的車衣廠幫忙, 孩子也入學, 生活安定下來。 幾

年後 Procter & Gamble 在 Modesto 開新廠, 大量請人。乃良的妹妹就住在 Modesto 附近, 

邀請乃良去見工, 結果他很快受聘。因他對電器特別在行, 替工廠解決很多難題, 甚得上

司重用。 一年後全家一起搬過去。 不久美愛也在 Hersheys 朱古力廠找到工作, 做下午

班, 乃良則要求做早班, 輪流照顧家中的老人家。  

     在美期間,乃良一有空就帶孩子們四處旅行,通常都是自駕遊,慢慢玩。到有孫子時, 

就帶埋兒孫一起。有親朋好友來探望時, 他更興奮載他們四處遊覽。後來他聯同他姐姐和

女兒等去中國和歐洲旅遊,留下很多溫馨的回憶。 

     1991年 7 月 2日, 美愛駕車外出,給另一車攔腰撞上,當場死亡。令乃良打擊很大。 

雖然很多人叫他另娶,有個照顧,但他表明不會這樣做。 他每星期依時返教會,雖然耳朵不

大靈光,仍很享受與弟兄姊妹一起, 常常預備一些 sticker 送給小朋友們, 他們暱稱他

Sticker 爺爺。他又喜歡買些新鮮時令生果, 親自送去弟兄姊妹家門口分享。 退休後, 他

搬去 Sacramento 近女兒附近的退休屋居住, 一直自己照顧自己, 洗衫、刨草、剪樹、煮

食等都是自己來, 就算女兒想幫忙,  他也永遠答 “我自己得啫”!  

     最後這年多以來,他明顯身體弱了很多,疫情下更如坐監。 11月 8日, 他碰傷了頭

後就更差。 11月 9日,已冇胃口食東西, 11 月 10日,女兒探視時, 見他已在睡夢中去世, 

息了地上的勞苦。 享年足 96歲。  

 

 

 

  

 

2019 年二埠首府培正同學會夏季郊遊、 

鄺老師與女兒(左) 、澳門培正學生瑩社莫

萍學長(中) 、戚嘉慧-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