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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匡社梁永超同學逝世
（匡社）楊東權

剛剛跨入新的公元二千零二十一年，一月七日接

美國加州北部灣區匡社同學兼好友余煜培電郵，轉來

匡社梁永超同學夫人梁羅秋好女士電郵告知，梁永超

在一月五日在加州北部San�Jose家中逝世。永超兄近

年來因前列腺癌擴散在睡眠中安祥辭世，終年八十七

歲，我及匡社同窗得知後深感痛心哀悼。梁永超同學

在香港培正中學1951年初中及1954年高中畢業（05.

jpg初中及06.jpg高中時相片），他亦是香港培正同

學會永久會員。他經常轉發香港培正同學會的通知及

電郵信息，他不數典忘

祖、愛中國、愛香港、

愛培正，直到近大半年

因 病 才 沒有 收 到 他 的

信息。我和梁兄雖同在

香港培正初中及高中畢

業，但因培正學生眾多，

同一年級按信、望、愛

排多個小班，特別是高

中時他在信班我則在愛

班，他平時沈靜寡言，

故接觸不多也不熟悉他

離開培正後的情況。直

至四十多年後的2000年

後，他夫婦倆曾到旅遊

勝地Reno�玩時，中途經

美國加州首府沙加緬度

市探望我，這是我高中

畢業後和他第一次相見。據和永超兄同屬高中信班的

余煜培同學回憶，他第一次在美國加州和梁永超同學

見面時大約1962年左右，煜培特別請假一天陪同他

遊玩加州。

1963年梁永超在美國U�of� Illinois�獲得電子工程

碩士，接著受聘於紐約的美國IBM�公司的各個分部工

作，他主攻計算機的電源及線路設計，是註冊PE直到

1993年退休。退休後對股票投資有興趣。他在初中及

高中時對音樂有興趣，特別是西洋古典音樂作家，知

之甚詳，故在初中和高中培正匡社同學錄中評他懂樂

理但不彈琴，甚至匡社石濟民同學讚他為匡社的音樂

逝世學長
1946雁社　莊燦林
1952偉社　黎啟壎
1952偉社　梁永熙
1952偉社　施 錦泮
1952偉社　區 暉
1952偉社　何 杰
1952偉社　陳定國
1952偉社　梁寶 琳
1952偉社　黃宏波
1952偉社　李 興 漢
1952偉社　蘇慶昌
1952偉社　張廷傑
1955忠社　黎民宗
1955忠社　陳文芳
1965耀社　傅敬一

2014 年台灣行戴白帽者蹲坐者為梁永超

2016 年永超及作者夫婦在東灣區月華樓同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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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父，期望在培正理工科名校中出現一位交響樂王，

想不到永超兄仍然在培正理工科大染缸中被成就為電

子工程師。他因長期在美國東部紐約地區IBM工作及

住在紐約附近的培正匡社同學甚少，故和住在美國西

部加州眾多培正匡社同學甚少聯繫。因此他也沒有參

加培正匡社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舉辦的離校四十五

周年盛大聚會，聚會後美國加州北部匡社同學編寫的

匡社離校四十五周年特刊中沒有梁永超個人專頁，只

有石濟民的一篇回憶文章提及梁永超是音樂之父。特

刊出版後分發給全球的匡社同學，因我曾有份參預特

刊的編輯，可能梁永超得知我住在加州首府，也就有

了他夫婦到Reno遊玩途經沙加緬度市來探訪我，時

正逢五月周末加市老城有復古西部牛仔節日慶祝裝飾

及搖滾樂藝人表演，我夫婦倆和梁兄夫婦倆四人曾共

同經歷老沙加緬度城的盛典，這也是我們在高中畢業

四十多年後在美初次見面。2005年梁太Magdalen�退

休，他夫婦倆則由美東搬至美西靠近兒子的加州San�

Jose�居住，以後便經常參加匡社的聚會和三藩市培正

同學會的活動。有幸在匡社的聚會中多次和他夫婦倆

同枱享用餐食，但從來沒有有聽聞他談及西洋古典音

樂，他的寡言及深藏不露，使我感覺大有高人大隱於

市之感。

永超兄在1971年和羅秋好�Chauho�Magdalen�結

婚，共有二子一女以及一孫女及一孫兒，家庭美滿。

梁永超夫婦倆生前早有安排葬殯從簡無追恩禮拜，加

上目前美國疫情嚴重多有限制特此告知親友。附上梁

永超同學近年參加培正同學會及匡社聚會的幾幅相片

給大家留念追憶。

懷念林學廉學長

香港培正同學會，

前常務理事及前義務秘

書，1957年 級 輝 社 林

學 廉 學 長， 於2021年1

月19日清晨，在九龍醫

院病逝。林學廉學長服

務香港培正同學會近垂

四十年，熱愛母校，畢生

推動紅藍校友事工，不遺餘力，貢獻良多。今遽離逝，

眾紅藍友好，均深表哀悼。

　

今天接到輝社林學廉同學之子來信息，林同學於

今早五時（2021年1月19日）許於九龍醫院離世，願他

一路好走，希他家人節哀順變！

� 輝社梁麗雲謹啟

　

學廉兄是輝社的中堅份子，也是培正的擁護者，

就算近年健康狀況不理想，每個輝社及培正同學會

的活動，一定會出席支持，他的堅持令我們欽佩，而

且他深厚的文學修養，也在每次紀念活動貢獻不少。�

他的離去深感悲痛，我們會永遠懷念他。

� 傅偉華同學信息

2019 年三藩市同學會匡社藍星囍慶典席位（右一）及
接獎（左三）為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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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輝社同學們個不幸的消息，林學廉同學今天

早上五時許於九龍醫院離開我們了，心裡萬分難過，

希他一路好走，願他家人節哀順變，我們永遠懷念他。�

學廉兄是輝社的中堅份子，也是培正的擁護者，就

算近年健康狀況不理想，每個輝社及培正同學會的

活動，一定會出席支持，他的堅持令我們欽佩，而

且他深厚的文學修養，也在每次紀念活動貢獻不少。�

他的離去深感悲痛，我們會永遠懷念他。

� 姚霞姑

　

曾於雪梨、溫哥華、多倫多世培大會暢談甚歡，

仿如昨天，懷念林學長。過去兩年本會馬天麒學長（58

銳）、張燦煜（54匡）、本月初高惠貞（53誠）已先後

離世，在此疫情期間但願他們主懷安息，謹此順告大

家。

� 敏社章子惠

　

痛悉學廉兄辭世的消息.� 輝社成員 又 少了一

個.� 人 生苦 短.� 不勝 唏噓！畢業後才 認識學廉 兄.�

但近半個世紀以來,� 有緣聚首世界各地的同學活

動.� 包括省港 澳 和臺山,� 以 及 美加澳洲的世界同

學日慶祝.� 雖然參加的人數很多.� 但我們總找到時

間聚談.� 最有趣的一次是2003？年一起參加香港

同學會帶 領 的美,加 旅 遊 約四 個 星 期.� 我 們 被 安

排同住一房閒,� 所以很瞭解他喜歡飲“肥仔水”� 的

習慣.� 甚至中午到麥當 勞午 餐 也自備“ 肥 仔水”.�

學 廉 兄 也 是 同 鄉.� 他 為 人 垣 誠.� 聲 如 洪

鐘.� 國 學 修 養 深 厚.� 在80� 年 代 擔 任 香 港 同

學 會 通 訊 的 主 編 多 年.� 對 母 校 和 輝 社 貢 獻

良 多.� 如 今 斯 人 去 矣.� 我 們 只 能 追 憶,� 懷 念.�

老兄 是 熱 愛 培正的紅 藍中堅.� 祈願 您 一路走 好!�

�

龍基逸

因貧血致無力，先在廣華，流質食物，被綁不准

下床，引致心寧情緒不佳，嚷要出院，只能通過手機勸

導。兩星期前，轉往九龍醫院療養，轉院前夕開始，因

疫情不能探訪，只能通電話。體力腳力差，可惜等不到

疫情放鬆可予探訪，遽然而逝，真可惜！

� 雷禮和

　

深切哀悼和懷念林學長！他真是音容宛在！

� 何建宗丶嚴銘求丶戚嘉慧

　

林學長，永遠懷念您！

� 林翠微

　

願主安慰林學長家人,節哀保重,更願林學長安

息！

� 李仕浣

　

仁厚的學長離世,�懷念

� 羅志明,陸迪生,李詠姿,郭秀山,丘至剛,潘嘉衡

　

記得他多年對同學會貢獻

� 譚日旭

　

林學廉學長生前熱誠服務香港培正同學會，對他

的離世，深表哀掉!

� 協社�彭守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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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余仕俊學長
1943年級鋒社余仕俊學長不幸已於7/7/2020病

逝，安息主懷，享年九十八歲。余學長是廣州培正同

學，大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舉家遷墨爾砵並加入本

地同學會，一向熱心會務並積極參加同學會活動，受

同學們敬愛！

余學長多年前已在本地痛失夫人，現在墨市有他

兒子余頌明同學（廣州培正1972年賢社）一家人。我

們願余同學們節哀順變，保重安康！

 墨爾砵培正同學會文書處輝社嚴銘求

訃告－1957年輝社
陳觀群學長逝世

不幸消息，陳觀群學長已於20/12/2020�在家因心

臟病突發逝世，塵緣已盡，返歸樂土！家人已在�24/12�

為她舉行了追悼會。學長留下她當年一起回國升學的

丈夫，一個女兒和男、女孫各一。

陳學長在馬來西亞出生，五十年代初與男朋友等

回國升學，入讀當時的廣州培正中學。高中畢業後讀

謢士，然後工作到退休後一家移民澳洲墨爾本。

加入我們同學會後成為我們最勤出席會裏活動的

會員之一。為人樂觀而友善，最近十多年每月的茶敍，

她都準時帶著扶杖，用差不多兩小時轉車兩次而臉戴

笑容出席。檸檬季節時，還不忘帶給我們她家樹上的

名種！

晚上的活動，都由她男孫駕車和她一起參加。有

這樣孝心的孫輩，也令我等十分羨慕！

現在同學會活動時都不會見到陳學長了。但是我

們懷念她，和她的笑容！

� 墨爾砵培正同學會文書處

誠社高惠貞同學息勞
獲悉高惠貞同學因病不幸於2021年元月十六

日晨，在温哥華家中安祥仙逝。辭靈及出殯儀式

已 於2021.2.6�9:30在Ocean�View�Funeral�Home,�

Burnaby,�Vancouver,BC舉行。

我社痛失一位好同窗，深表哀悼，並向其家属致

以親切慰問。高惠貞同學係培正1953年級誠社信班同

學，曾負責温哥華培正同學會事工。2018年七月培正

第五屆世界同学日在加拿大舉行。我代表香港誠社同

学赴加國出席盛會，並與高惠貞伉儷及誠社、匡社同

學歡聚。當晚和高惠貞及多位誠社同學獲領畢業65周

年鑽禧晋五紀念牌。高惠貞在畢業同學錄的個人介紹

為�:� �"人豪直爽快，不拘小節，喜談笑，酷愛音樂。有

靜如處子，動若脫免的個性。”她曾找出當年在培正同

班同窗和林藻勇老師的合照，這是惠貞同學帶領大家

一份美好的回憶，我們對惠貞同學的離去表示深切的

懷念。

� (吳漢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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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壽南先生 
平淡不平凡的一生
天資聰穎 不忘學習

何壽南先 生，

廣 東 順 德 人，�1931

年7月7日 廣 州 出

生， 共 有12兄 弟

姊 妹，�2021年6月

18日在眾親人伴隨

下，駕鶴西遊，享年

九十。1960年先 生

與杜氏瑞卿女士共

結秦晉之緣，婚後育有一子四女。先生天資聰穎、生

性好學，就讀於廣州培正中學，為1949�年堅社學生，

繼而求學於廣州嶺南大學，數學成績尤為突出。約在

1950�年期間先生與親人離開廣州，先赴澳門小住，再

轉香港。

逆境求進 乘時創業

50�年代香港，百廢待舉，生活艱苦。先生初欲投

考警察，無奈限於英語力有不逮，不獲錄取。機緣下，

先生在「奇峰織造廠」覓得科文一職。先生工作勤奮，

態度認真，甚得上司器重。不久，即晉升主任，繼而任

職廠長。先生眼光獨到，預測織造行業前景光明，具

發展潛力，與親友斥資創立「標準織造廠」。先生經營

有道，數年間，工廠已發展至超過1000�工人，產品遠

銷日本、歐美諸國。60�年代末，先生又獨資另建「瑞興

織造廠」，專攻高級成衣市場。瑞興織造廠發展迅速，�

1985年在香港己聘用工人超過1500�人，並在80�年代

末與英國合作夥伴，把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成為

香港織造業其中一重要支柱。先生於1991�年退休，退

休後以豪懿國際有限公司作私人投資。閒餘以家庭歡

聚、賽馬及弄孫為樂。

以誠為信 以禮為翼

「過得自己、過得人」、「收錢快、昇錢亦要快」。

這是先生為人處世之道，亦道出了先生經商成功之

因由。先生營商以誠為本，從不拖欠，堅持準時向銀

我的父親
何志豪 (1982 駿社 )

敬愛的父親，您走了，走得那麼安靜。您的一生，

留給我們是無盡的思念。任何記憶都會因時間的推移

而變得模糊，可您的音容笑貌，卻在我們心中漸漸變

得更清晰起來。您生前的點點往事，仿佛就在我們的

行、客人付款，深獲同行認可。先生律己以嚴，待人以

寬，對員工關心，員工若有危難，必盡力扶持，助度難

關。先生工作之餘不忘家庭，特重子女教育，子女俱

學有所成，貢獻社會。先生熱心公益，生前直支持公

益金、保良局、仁濟醫院等慈善機構，教育上的建設

尤為重視。先後有保良局何壽南小學，香港培正中學

壽南路，黑龍江省伊春市何壽南希望小學，均以其名

字命名，並在香港和國內不同學校以先生名字建立禮

堂、圖書館;亦設立獎學金和助學金，獎掖後進。先生

和家人也捐贈了保良局何杜瑞卿小學和保良局志豪小

學。離世前，

先生為香港培正同學會永遠名譽會長。

先生淡泊名利，惟熱衷賽馬，1963�年成為馬會會

員，�70�年代開始養馬，生前曾擁有數十匹賽馬，�1994

年愛驅「一定威」，於香港打呲大賽奪冠。

先生一生付出，達己達人，為商界楷模。祝願先

生逝者安息，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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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

這封信是我第二封親筆寫給您的信。第一封信大

約寫於30�年前，是當我和麗安結婚時希望得到您認可

時寫給您的。因為在我的心中，我人生中的每一個重

要及開心的時刻，都要與您分享。

父親，還記得我去國外留學時，你寫給我一封很

長的信嗎?這是您第一次親筆給我寫信，說您有多麼的

想我，多麼的捨不得我，在夜深人靜時掛念著我的情

況。當時我第一次衷心的體會到原來父親您是多麼的

愛我!

小時候，為了工作，您無奈犧牲和我們相處教養

的時間;但每逢週末，您一定帶姊妹們和我一起去郊

遊。您常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所以每逢春節和

暑假，都必安排我們出外旅遊!您知道教育的重要性，

無論如何辛苦也堅持給我們五個子女最好的教育!

在我的記憶中每年暑假或寒假我們回港時、您一

定會準時在飛機場迎接我們，從來沒有一次缺席!每次

您必定會第一時間給我們一個大信封，裏面有大額鈔

票、小額鈔票、硬幣、地鐵票、會籍卡等等，這也是

您表達對我們的愛的方式，可見您是一個多麼細心的

父親，對我們的愛是多麼的無微不至!

父親，我懷念您和我們一起去買雪糕、糖果、吃

飯後甜品的時光。永遠記得您最愛甜食一椰子糖、紅

豆沙、芝蔴糊、湯圓……都是您的最愛，像一個小孩

子一樣。

每當有人問我今生的偶像是誰?誰對我的人生影

響最大?毫無疑問，第一位在我腦海中浮現的人就是

父親您。我大學本科和碩士，選讀工業工程，都是因

為想仿效您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父親，您是我終生學習的榜樣!

在事業上你無條件支持我、引領我、教導我，令

我有機會可以為家庭、社會作出貢獻!

遺憾，我暫時還未學到您準時的美德!

浩熙和浩江也在您的關懷、愛護和悉心培養下成

長。他們會一直牢記著你做人處事的教誨，要做一個

有用的好人。

我後悔自己每天為看工作和應酬，沒有用很多的

時間陪伴您。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當我

真的失去父親，我才發現一切都不一樣了。雖然我知

道，人生躲不過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但是這一切來

得太快、太突然。

父親，真的真的無法接受您離開了我們!您走了，

曾經溫暖的房子再也沒有您的身影，往後長長的歲

月，再也聽不到你的笑聲。踏進家門，再也不能喊爸

爸，生我養我教我的父親，您是我們這個世界上唯一

喊個千萬遍「爸爸」，而且百喊不厭的人!

您是我們的好父親!我把這封信獻給您，您在天

之靈一定能聽到我的心聲，希望您一路好走，含笑九

泉!

� 志豪叩首

本會永遠名譽會長，
1949堅社，
何壽南老學長，
日前乘鶴仙遊。

壽南老學長，
畢生鼎力愛護培正母校，
支持培正同學會，
紅藍事工不遺餘力，
誠紅藍典範。

我們都很懷念他！



懷舊追思

62

涯中接觸過超過二千位學生的生命，如何以生命影響

生命。今日我看到了我第一條問題的答案。

在那個安靜的病房襄，我亦問過第二個問題:�「一

位退休老師如何能在八十年代獨自移居溫哥華，在華

人教會中與其他主內弟兄姊妹建立友誼和互信，至

今已移居香港15年，仍然受到教會會眾的掛念和關

懷?」我在兩週前收到母親一位溫哥華好友的訊息。她

說:�「有時候我都會擔心因為關顧伍老太太太多而令我

婆婆[家婆]妒忌。」今日之後，我相信我也明白了第二

條問題的答案。

母親的家訓是待人以寬，律己以嚴。對我來說，

母親擔任了傳統上嚴父及慈母的角色。成長中，母親

對我們有嚴格的要求，有時候我們都很反叛，但我們

都感恩，能有你作為我們的母親。

最後，我要代表母親向大家講一句說話:母親希

望大家都記著她健康快樂的樣子，所以今日不設瞻仰

遺容的環節。

I� remembered� her� as� an� excellent� and� car ing�

teacher.� �She�helped�me� to�have�a�good�start�on�

the�English� language�which�has�served�me�well�all�

these�years.

Not� to�be� forgotten� is� that�she�was�one�of�a�very,�

very�few�woman�teachers�at�Pui�Ching�High�School�

at�the�time.���

 劉彩恩老師已於2021年3月9
日上午8時安息主懷，享 年101歲。
 劉 彩恩 老 師 服 務 於 香 港 培 正
任教英語科，循循善誘，教導有方，
桃李芬芳。

深切懷念劉彩恩老師

兒子伍健寫給母親的悼文

這是先慈伍劉彩恩女士的喪禮、追思儀式和紀念

她充滿恩典一生的慶典。

有幾位母親的好友曾問過我關於母親最後安息的

過程，我在此簡單交待一下。至3月9�日為止，母親在

2021年活了68�日，其中63�日在醫院與病魔搏鬥。在

這段日子，醫生診斷她的老化加速，並逐步喪失各種

身體功能，情況持續惡化。她在1月17日對我講了最

後一句完整的說話，說自己時日無多;大概在1月20�日

前後，她慢慢失去了吞嚥的能力;在2月23�日深夜開

始，她花了三天，與肺炎在深切治療部最後一戰。整

個過程就好像母親一步一步地離去了。在3�月6�日，

她終於完成了所有抗生素的療程，暫時不再受各種炎

症的煎熬。但在3月9�日早上，在醫生巡房後離開，物

理治療師開始為母親拍痰，我去樓上的會計部結算分

期賬單時，母親突然在拍痰過程中停止呼吸，安祥離

世，從大半生完滿肉體的痛苦和最後兩個月與肺炎的

搏鬥中，得到解脫。

在最後一段在醫院的日子，她經常都會沉睡，我

感覺到她會很快離開，我曾經想過我會如何在追思儀

式中懷念母親。我問自己:�「一位老師如何可以在退休

半世紀後仍然受到她昔日教過的中學生愛戴?」我記

得我們在2010年為母親90大壽安排了一個驚喜的晚

宴，當時有接近200位培正學生出席，向母親獻上感

激、關愛和祝福，令旁觀者動容。今日在座的一班培

正學生見證了母親在半世紀前，在短短15年的教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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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彩恩老師主懷安息

驚聞劉彩恩老師逝世,�心中難過之情難以言諭。

回憶1958年，被編入初三光班,�班主任就是劉彩恩老

師。開學那天，她一走進課室,�一言未發,拿起粉筆在

黑板上就寫上:�“Respect�yourself� if�you�want�to�be�

respected”。唉,�肥陳在學校以留班著稱,�手冊上成

績紅多藍少,�那懂這

句英文說甚麼。老

師跟著解釋:�如果你

要別人尊敬你,�你要

先要尊重自己。這句

教訓話語,�令全班同

學終身受益。直至

今天同學聚首,每談

及劉老師，必定提

及此教誨名言..

老師亦為我們

的英語老師,�記得有

一次教我們 造句，

出句為：�“因為...所

以 做 不 到�“，�“I�am�

too…..to�do...”.� 問

我能否用這引子來

造句?� 我剛從夢中

醒 來,� 趕 忙 答：�“I�

am�too�fat� to�study�

“�,�當堂引起哄堂大

笑。.

老 師 教學生 真

是 費 盡 心 機， 勞心

勞力,�有教無類。�無

論學業上,�品格上，

都循循善誘,�關懷備

至，因而門下英才輩

出。�其大公子為我好

友,�常在我面前訴說

母親對學生比對子女

還更關心，老師對學

生之情可見一斑.

今 老師遽 然離

世，甚感哀悼，特撰

此文,�以表哀思懷念

之情,�尊敬之意.�祝願老師主懷安息，與主偕行。

� 1961善社陳志成

Attached�is�a�greeting�from�her�at�our�50th��reunion�

in�2005.��I�was�pleasantly�surprised�at�the�ceremony�

when�she�still� remembered�my�name.� �Hopefully,�

some�of�you�will�identify�those�in�the�2nd�photo.

Our�hear t-felt� condolences� to�her� children� and�

families.

�

Sincerely,

� David�Chui,�Boston��

� 1955忠社崔慶桂

劉彩恩老師

劉老師在我出國前送我的

劉老師和幼公子
攝於 1961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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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劉彩恩老師

So�sorry�about�the�passing�of�劉老師.�I�understand�

that�she�recently�had�her�100th�birthday.�Hence� 劉

老師�had�lived�a�long�and�productive�life.

Every�one�knows� that� � I�was�not�a� very�good�nor�

a�very� �bad�student�at�Pui�Ching.� � I�was�under� the�

radar�screen�of�all�of�our�high�school�teachers.�That�

was�why� I�was�very�pleasantly�surprised�to�receive�

a�hand�written�letter� from�our�善社初三光班主任劉

老 師�26�years�after�we�graduated�from�Pui�Ching.� I�

think�she�got�my�mailing�address� in�our� 善 社�25th�

Pui�Ching�graduation�reunion�pamphlet.��During�our�

reunion,�every�one� in�our�class�was�asked�to�write�

something�about�our� life�after�we�graduated� from�

Pui�Ching�in�1961.�The�articles�were�published�in�our�

1961善社畢業25周年銀禧紀念特刊(1986年).� I�wrote�

about�my�studying,�got�my�Ph.D� in�Electrical�and�

Computer�Engineering,�and�became�a�professor�at�

the�Medical�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 in�1970.�

劉 老 師�probably�was�surprised�that�one�of�her�

ordinary� students�had�become�a�professor� at� a�

medical�university� in�USA.�We�wrote� letters�to�each�

other�once� in�a�while� for�a� few�years�until�my� last�

letter�to�her�was�returned�because�she�had�moved.�

By�the�way,�even�though�劉老師�taught�English,�her�

written�Chinese�characters�were�very�beautiful.

I�kept�that�unopened�returned�letter�for�many�years�

hoping� to� find�out� her�where� about� and�gave� it�

back�to�her.� I�brought� that� returned� letter�with�me�

to�Hong�Kong�when�we�had�our�1961善社2011年金

禧�reunion,�hoping�that� 劉老師�would�also�be�able�

to�attend�our� reunion.�Sure�enough,� she�was�one�

of� two�teachers�who�taught�us�more�than�50�years�

ago�that�officiated�our�reunion�at�Pui�Ching�in�2011.�

As�shown�in�the�photo,� I�gave� 劉老師�the�returned�

letter� (held�by�a�younger�classmate� in� the�picture).�

In�the�picture,� I� � (林 鎮 藩)�was� immediately�to�the�

left�of�劉老師.�Standing�behind�me�are,� from�left�to�

right,�唐冬明,�毛紀寬�,�李國綱.�Sorry,� I�do�not�know�

the�name�of�the�younger�classmate�in�the�photo.

After�the�1961善 社2011年 金 禧�reunion,� I�had�

talked�to�劉老師�over�the�phone�a�couple�of�times.�

Because�of� the�12�hour� time�dif ference�between�

Hong� Kong� and� South� Carolina� (USA),� and� the�

slower�movement�in�our�old�age,�I�left�a�message�on�

her�phone�when�she�did�not�pick�up�the�phone�the�

last� time� I�called�her.�Unfortunately,�or� fortunately,�

when� 劉老師�called�me�back�I�was�not�home.�As�a�

result,�I�had�a�lengthy�phone�recording�of�劉老師.

At�our�old�age,� I� really�appreciate�and�cherish� �our�

old� fr iends� and� acquaintances.� Having� been� a�

professor,� I�also�cherish�the�relationships�between�

teacher�and�student.�Every�one�knows� 劉老師�love�

her�students.�We�all�remember�being�invited��to�her�

home�for�tea�and�dessert.�I�will�miss�her�dearly.

� 林鎮藩�(1961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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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敬愛的劉彩恩老師

心中忐忑了個多月，於三月九日上午十時左右傳

來了老師百年歸者老，安詳離世的消息，雖然已有心理

準備，但乍聞噩耗，心中悲傷難禁，人之常情，何況是

這十多年來，時有接觸且敬愛的老師呢?劉老師得享

長壽，兒女仁孝，兒孫滿堂，桃李滿門，應無憾事。祝

願她在天國幸福快樂，逍遙自在，一切都好。

劉老師除了在英文課教學上有專長外，對管理、

教導、愛護、關懷學生亦有其個人風格。印象中我沒

有看見她真正發怒過，男生古靈精怪，甚麼花樣也做

得出來，但在劉老師面前，大家都知所收斂。她大不了

只是微蹙著眉頭，用她厲嚴的眼斜望一下，大家便知所

收手。她除了教授學科外，還教我們做人道理，對學生

百般愛護，循循教誨。基本上她對學生嚴厲和寬容兼

而有之，但不會流於放縱。以下容我和大家分享一些

個人的親身經歷和體會!

劉老師是我初中三年級的班主任。記得開學的第

一天，善班的同學已進了課室;上課鈴聲響了，大家翹

首張望，看看進來的是那位老師，他(她)必然是班主

任啊!進來的是一位高大，樣說端莊的女老師，這是我

第一次認識她。她說了些開場白，介紹了自己，教英文

的，是這班的班主任等等。就接著問:「鍾信明在嗎?」

我心中打了一個突:�「我做錯了什麼?」心中驚驚的手震

震的站起來，�「我是」。她看了我一眼，就說:�「這學期

你做班長!」。心中有十萬個問號，她是怎樣知道我的

名字?為什麼選我為班長?�即時當然找不到答案，也不

知應說甚麼，只好靜靜地坐下。隨後她拿出一張紙，做

座位次序讀出同學的名字，原來她早已安排好所有同

學的座位編排，不是任由同學們自選座位的!�她這兩下

舉措真是雷霆萬鈞，一下震懾了全班同學。自此以後上

英文課都是最沒有喧嘩的一堂。事後我才知道為了挑

選班長和編排坐位，她事前做了很詳盡的工作，對每

位同學在初中二的表現都調查清楚，了然於胸，有助

於她的教學工作和正確對待每一位同學。我在以後的

歲月中也學到少許她這種事前做準備的精神和一絲不

苟對待工作的態度。

另一件事令我永誌不忘的。初中三上學期聖誕假

期中我在住處附近空地踢「膠波仔」給對方絆倒致左

手斷折，看了跌打，兩星期了，痛楚朱減，去了醫院，

才知斷骨未駁好，要入院動手術。在九龍醫院住院期

間，一天下午，我在床上休息，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

張眼一看，原來劉老師正正站在我的床邊，手拿著一

包生果，她在教學的百忙中來探望我!�她二話不說，

只詢問了我受傷後的醫療情況，要我安心休息。

上學期大考已到來，她囑咐我不用擔心，萬事待養好

傷再算。她不但沒有片言隻語責備的意思，反而不斷的

安慰我，當時我真的不知可說甚麼，但心中的大石是放

下了，餘下的是無言的感激!

事情還有下文。我因手傷沒有參與上學期大考，

也沒有補考。這樣過了數月，馬騮頭頑皮本質變不了，

拆了石膏後，故態復萌，斷手之痛已置之腦後，又開始

踢足球了。到下學期升高中大考前，在一場比賽中，又

給對方絆倒，舊患左手傷處又再次折斷，進了醫院，打

了石膏，回家休息。那段時間真的渡日如年，心中只知

抱怨自已的不幸和不聽長輩的話，還十分擔心不能回

校考試，這次一定留班了，�還有可能沒有書讀。這樣的

心情和壓力真的使人喘不過氣來。一天黃昏，弟弟跑

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回家說:您老師來探你。我嚇了一

跳，原來又是劉老師，她不辭勞苦，下了課還老遠的

跑來，眨眼間，她已到門前。猶記得那時天氣炎熱，在

家只穿著「孖煙囪」底褲，見到外人當然「不好意思」，

招呼也來不及，馬上走進廚房穿回校褲。老師處之

泰然，水還沒喝，坐下第一句不是責備，而是說:�「痛

嗎?」。我心中一酸，淚水差點兒沒掉下來。她詢問了

我受傷的種種和家庭狀況，安慰我安心養傷，不要擔

心大考，她會處理。在我整個求學階段，只有這兩次是

有老師來探訪，兩次都是劉老師，都是在我萬分憂心

和擔心的情況下，得到老師的關懷和安慰，免除我諸

多的胡思亂想。這些窩心經歷，又如何會忘記呢?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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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事吵。

還記得，小兒申請大學，發現該校海外聯繫中學

名單中竟有母校的名字，那種興奮，我向您複述時，你

為我們細說從前學長們的求學點滴，像閑話家常。

感覺，您(像暖暖的陽光，陪伴了我們大半輩子，

我們其幸運!

老師，再一次，多謝您!

� 1967年恆社，吳逸仙

師謝謝您!她這種關心學生的思維和舉措，深深的印在

我腦海中，對我以後處事待人產生巨大的影響。

下學期結束前，我每天都在等待何時要補考的通

知，因上、下學期的大考都沒有參與，如何升上高中

呢?�派手冊的日子到了，拿回一看，沒有補考的字句而

是「升高中一年級」。我愕然的呆了一會，心中明瞭一

定是劉老師一力承擔保薦我升班。一直以來不能升班

的擔心一掃而空，心中不禁連呼「劉老師，衷心感謝您!

我一定不會令您失望」。當時心想升上高一後，要更加

努力，不要辜負老師的愛護和期望!�第一次派成績表我

仍是「優異生」，是劉老師的態度和做法激勵了我，教

育了我。

劉老師，我們會永遠惦記著您，您永遠是學生心

目中的好老師，願您在天上幸福快樂!

� 1965年耀社鍾信明

據 知，� 是 您 為 我 社 選 了「Perseverance」的 英

文 譯 名， 不 是「Hang」， 不 是「Eternal」， 也 不 是

「Perpetual」，像母親給該子起名字，帶著期許和鼓

勵!

記得，同學們去探望您，拍7張合照給大家看，�您

身後的字畫很囑目一「恆樂感恩」，覺得親切之餘，也

體會到您常顯得泰然自若的原因。

試過，某汶茶敘，同學們在辯論為什麼要為母校

捐款，�您靜靜的聽，但笑不語，像個溺愛的母親，看著

Our�beloved�劉彩恩老師has�passed�away.�Almighty�

God�bestowed�upon�her� 100� years� of� a� full� and�

meaningful� life.�She�was� indeed�a�dutiful,�capable,�

responsible,�kind,�sentimental,�compassionate�and�

caring�teacher.�1�was� in初 三 光 班and�I�was�very�

fortunate�to�have�her�as�our� 班 主 任.�She�was�not�

only�an�excellent�English� teacher,� she�also� spent�

much�effort� in� teaching�us�how� to�be�a� righteous�

person�with�principles�做個有原則有愛心的正人君子.�

On�many�occasions,�she�even�wept�while�she�taught�

us�these� important�principles,�and�the�whole�class�

was�deeply�moved�by�her�genuine�care.

Long� time�ago,�Teacher�Lau� talked� to�me�on� the�

phone�for�more�than�one�hour.�She�told�me�she�was�

brought�up� in�a�Christian�family� in� 山西省Chin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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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ad�visited�Teacher�Lau�at�her�MacDonald�Road�

home�on� three�occasions.�First� time�was� in�2007�

when�I�myself�with�my�wife�Nora�and�my�best�friend�

銳 社 朱 柏 濂 教 授.�Second�time�was�with�my�close�

friend� 銳 社 區 功 博.�Last�time�was�with�several� 香

港銳社同學and�回港探親的馬天麒同學.�That�day,�

I�offered�my�Memoir�Book�國維回憶錄�to�her.�Alas,�

Professor�Chu�Pak�Lim,�Au�Kung�Pok�and�Harold�

Ma�Tin�Kay�have�passed�away.�AII� three�of� them�

were�Christians,�and�therefore�now�they�can�meet�

Teacher�Lau�in�Heavenly�Home�天家.

Teacher�Lau�and�her�daughter-in-Iaw�Mrs.�Ng�Kin�

generously�donated�substantial� sums� to� sponsor�

me�taking�part� in�a�Charity�Walk�「 行 路 上 廣 州 」�

which�took�me�5�days.� It�was�organized�by�「苗圃行

動 」�to�help�poor�students� in�mountainous�regions�

of�China.

Teacher�Lau�used�to�attend�香港銳社同學monthly�

yum�cha� lunch�at�Windsor�House,�Causeway�Bay.�

After�she�was�about�95�years�old,�she�had�increasing�

hearing� impairment,� low�back�pain�and� sciatica,�

such�that�she�needed�hearing�aid�and�a�wheelchair.�

Subsequently�she�was�unable� to�come�to�our�yum�

cha�lunch�any�more.

I� usually� pray� for� 45 -55�minutes� each�morning�

for�many�many� things,� such� as� for� the� souls� of�

deceased� f r iends� and� relat ives . � Now� this� will�

include�the�souls�in�Heaven�of�Teacher�Lau�and�her�

husband�Mr.�Ng...

上帝說「生命在我，復活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願天父安息劉彩恩老師在天的靈魂，阿們。

� 1958年銳社陳國維

her�youth,�she�attended�a�Christian�English�school�

where�she�acquired�a�very�high�standard�of�English.�

In�her�childhood,�she�had�suffered�diphtheria� 白

喉which� af fected�her� hear t .� Decades� later,� she�

had� frequent� irregular�heart�beats�which�became�

normal�after�implanting�a�pacemaker�in�her�body.

Her� father�was�a�close�friend�of� 山西省一級將軍閻

錫山.�It�was�through�this�powerful�General�Yan�that�

she�could�obtain� transport� tickets� to�escape� the�

terrible�civil�war� in�China,� finally�arriving� in�Hong�

Kong� af ter� stopping� in�many� other� places.� The�

famous�Mainland�film�actress� 章 子 怡�her�relative.�

On�account�of�her�high�standard�of�English,�she�got�

a� job�as�English� teacher�at�our�Pui�Ching�Middle�

School.�She�said�the�average�salary�in�Pui�Ching�was�

lower� than� that� in�English� schools� in�Hong�Kong.�

But�Pui�Ching� teachers�chose� to�stay� in�Pui�Ching�

though�English�schools�offered�them�higher�salary,�

because�they�felt�Pui�Ching�was�like�a�big�family�and�

because�of�its�Christian�background.

Teacher�Lau�was�a�dedicated�and�faithful�Christian.�

She�was� instrumental� in�my� conversion� to�be� a�

Christian.�For� this,� I�am�forever�grateful� to�Teacher�

Lau.� I�am�sure�she� is�now�resting�peacefully� in� the�

bosom�of� the� Lord,� and� is� enjoying� everlasting,�

eternal�life�in�Heavenly�Home�天家where�she�meets�

her�dear�husband�Mr.�Ng� 伍 先 生who�had�died�of�

nasopharyngeal�cancer�decades�ago.

Teacher�Lau�used� to� live�alone�and�accompanied�

by�a�good�Pilipino�maid�who�took�daily�care�of�her�

in�her�home�on�MacDonald�Road.�Her� favorite�son�

Mr.�Ken�Ng�and�his� family� live�only� few� levels�up� in�

the�same�building� for�convenience�of� looking�after�

his�elderly�mother.�Ken�is�the�boss�of�HK� 傑志足球

隊�which�won�HK�League�Championship� for�many�

years.�I�am�a�faithful�fan�of�his�Kitc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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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同學懷念劉彩恩老師

人生過百�雖云重耗�不竟是笑喪誰人能兔此大限

惟師福慧雙修�天使召還�定許成仙成聖

音容今朝永訣�遺愛天下�桃李萬眾同傷

謹祝府上各人平安and�let�us�praise�the�LORD

� 1960年正社，伍適端

可敬的劉彩恩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不僅是學

術上的，也更是為-個年青人處事做人的敵啟豪之師，

永世難忘。

當我在培正中學進入初中三光班時，劉老師是該

班的主任;我年紀還小，尚在懵懂階段，已感受到一座

光明燦爛的燈塔照亮自己的前路，不至迷失!

劉先生待人以寬，律己至嚴，有時學生做了不如

意的事，她會躲在一旁哭泣，當學生們表現得優秀，

她會比誰都高興!在劉先生惇惇善語，百般關懷的教誨

下，難怪她造就了不少對社會有貢獻的紅藍校友，使

我們終身受用，畢生感恩!

如今劉先生以百年之壽駕鶴歸去，其為人師表，

慈愛的光輝，永留人間!

� 1960年正社，張文昌

　

劉彩恩老師是我們初中三光班的班主任，她教學

認真及熱愛學生是無容置疑的。得悉她101歲無痛苦

下離世，深感欣慰。她永遠在我懷念中!

� 1960年正社，陳斌兒

　

Hi�Bertha

Please�accept�our�deepest�condolences.

有幸六十載師生情緣，亦師亦友，相互關懷!

19年二月尾最後合 影:思 路清晰，閒話家常!�

還問起真社同學近況。

20年五月初老師剛過百歲，本已約是探望，

后因疫惰，反復延遲!

今年初得知老師身體轉差，入院治療，只能禱

告，期望再見!

現今老師安祥離世，主懷安息，只能默默思告:

「永遠懷念，只愿在天家重聚!阿門!」

� 1963年真社應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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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mom�was�a�wonderful�woman.�Just� from�the�

few� times� I�met� her� in�Boston,� she� showed�her�

kindness�and�gentleness,�and� it�was�obvious�she�

always�remembered�her�students.

May�God�grant�peace,�comfort�and�solace�to�all�she�

loved.

� 1962年旭社，�Ted�Lo�盧宗孟

　

去年完成，寫在生前。

《永遠祝福》秀婷寫作

劉先生彩恩老師百歲壽辰，永遠祝福!祝福至永

永遠遠!永遠祝福劉先生!

白手帕深藍旗袍、大鏡框略彎短髮、工整亮麗粉

筆字、行雲流水英語音。尊貴典範依然，高低弟子承

歡左右，敬賀祝福。沒計較成績或紅或藍，不理會是

否入室受業，永遠祝福老師壽辰!

培正馬騮頭不易教，和顏悅色難免生氣變臉。一

人或數人犯錯，牽連全班受訓，集體負責。在走廊巡

視的主任，沒法解決。先生停授文法，只說道理。堅持

教做人不教書，期望修德立品。一日為師，終生老師。

頑劣學生歸順，懂得禮義廉恥，邁向「至善至正」。

視學生如子女，先生的孩子很多，是嚴父也是慈

母。學生的大事小事、公事家事、美事醜事、好事壞

事，明白記得。同喜同憂、齊笑齊淚，師生情誼深厚。

可貴之處是隱惡揚善，適時營造幽默氣氛。聖誕老人

是Santa�Claus，有位同學愛稱�Christmas�Old�Man，

老師津津樂道。」

與先生手牽手逛街很愉快，廚窗欣賞墨寶掛飾: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說，知道我

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

道路。」詩篇139:23-24�。這是老師至愛經文，攜手同

唱畢生心願。

有次選購禮物，但認為對方司能不喜歡顏色款

式，價便放棄本來選擇，改買橫匾「基督是我家之

主」。見微知著!先生重視家庭以基督為主。「至於我和

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15�。

老師認為紅黑不好看，紅藍才嘗心悅目。原來已

刻意排外，心屬紅藍，沒有其他。共勉互愛，我獻心

聲:�《追憶紅藍舊事，思念培正恩師。》

我 是 動 靜 脈 血 管 畸 型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小腦和甲狀腺手術後，聲音改變。失

去平衡，要用輪椅或助行架，苦不堪言。不想先生為

我難過，但要向老師祝壽，永遠祝福!

當讀其他老師的追悼文章，先生情不自禁問:

「我，你怎樣寫?」不情願歌功頌德、錦上添花;只想流

露真誠。尊敬、感激、關愛，常在我心。為先生祝壽，

一聲祝福，不能道盡情意;要永遠，永遠祝福!

� 1966年皓社，嚴秀婷

　

致敬愛的劉彩恩老師

學生有幸，於青少年之時、中壯年之時、及老年

之時，都親聆劉彩恩老師之教誨。謹記感念之處如下:

一、劉老師諄諄善誘培正學子

除了講授學生英文，劉老師也常以己身經歷授予

我等德育。並常鼓勵我等努力向學，勿以家中富有為

由而疏於學習充實自己。因世事難料，唯有自立自強才

能長存於世。有一事令我感念不已。當時班上正在募

款，劉老師因知悉我的家境並不富裕，僅輕聲盼咐班

長兔向我募款，以保我的顏面。此種善心，及洞悉少

年渴望被同儕視為同類的睿智，型塑我的人格朝向善

的方向。

二、劉老師寓居加拿大

十多年前學生已屆中壯年，曾偕皓社數位同學拜

訪劉老師於其溫哥華的老人公寓。記得劉老師告訴我

等她自由自在，獨立生活及有自己的家，不用依靠他

人。其自主性發人深省。

三、劉老師退隱於香港麥當勞道寓所

2018年初學生已屆老年，伴隨郭乾初及李澤民造

訪高齡的劉老師於其麥當勞寓所。劉老師思緒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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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老師走了，與她的點點滴滴，將長留在腦海中。

祝劉老師家人平安快樂!

� 1965年耀社，方通

　

My�deepest�condolence� to� the�passing�of�our�

beloved�English�teacher�， 劉 彩恩.�She�was�one�of�

our�best�teachers,�and�for�me,�she�wasthe�best.�May�

God�be�with�her�for�eternity.

With�saddened�heart,

� 1960�年正社�John�Sun�孫強

　

深切懷念敬愛的劉老師

異彩培才崇正道�慈恩重德展仁風

� 1958年銳社李宏源

娓娓述說她因戰亂，從武漢大學至香港大學之事，尤

記起其同學張愛玲在港大時成績都是第一名。其謙冲

平和心態使人安祥。

四、施比受更為有福、仁者壽。堅忍並仁慈的劉老師

以其一生明証這些名言。

� 1966年皓社，岑邦豪

　

劉彩恩是我在培正初三時班主任，當時有傳說她

身体有事，不能大喜大悲，且上落樓梯要慢慢小心，

我當時不懂何故，現在活到過百，人間稀有。

� 1960年正社，戴啟基

　

懷念親愛的劉影恩老師

親愛的劉彩恩老師，終於離開我們了，雖有傷感，

但想到她永在主懷中安息，不禁為她安慰!

回想初三時，劉老師為我班主任，第一課就是講

她的故事，雖然記不起什麼，但有一句令我十分銘記

的「respect�yourselves」，當時年紀輕，不明所以，但

跟著年紀漸長，才明白其中的深意，其後成為我做人

的助右銘，十分感謝劉老師教我做人的道理，畢生受

用!老師上課時，總是旗袍一度雍容爾雅，頭髮一絲不

拘。給人印象難忘。

雖然初三時沒有太多時間與劉老師相處，但感謝

她教我們的一切。直到七零年代八零年初，�一次在小

巴上遇上，原來我們住在同一個屋苑，自此多與劉老

師聯絡，回想那些日子，十分開心。她後來移居了溫哥

華，但每當她回港時我們一定相聚，還記得劉老師十

分喜歡吃魚翅，也省回我點菜的煩惱。後來她回港長

居，見面機會也多了，對著亦師亦母的劉老師，心中暖

和。只是後來她身體漸差，也不能帶她外出，唯有常去

探望她，帶些她喜歡的小食，她已十分開心了。這幾年

來，每次都`聽到劉老師說，令我既羨慕又替她開心的

話「我個仔真是好」，我還笑她好福氣，把我們比下去

了!一位如此懂得感恩的長輩，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現

伍健學長親臨同學會交
帛金全數撥捐劉彩恩獎
學金及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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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聞

本會前會長施永輝

學長（1976�㨗社）不幸於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四日與

世長辭，同人深感悲痛哀

傷。施學長領導「安省培

正同學會」前後十餘載，

克盡全力，建樹良多，不

單團結校友間的感情，

並成功推動二零一八年於多倫多舉辦的「第五屆世界培

正同學日」，令全球九百多位校友，有機會濟濟一堂。

施學長一生熱心助人，並帶領「同學會」進入社區，服

務大眾，實為紅藍兒女們的成功典範。

有關施學長後事及成立「治喪委員會」，詳情容後

公布。

加拿大安省（多倫多）培正同學會

會長�朱起疆

第一副會長�莫詠嫻

第二副會長�王中強

全體理事�解仁、程慶生、韋潔貞、江大惠、陳詩蕾、

高恆志、曹�敏、麥均榮、陳燕清

泣告

� 2021-03-15

Benson was the pinnacle of kindness and
determination.

Golf was one of his favourite sports, and his
passion for the game was one of the foundations of
his lifestyle. From opening Greenfield Golf 30 years
ago and golfing around the world, to enjoying
weekends on the course and watching the Majors, it
was something that he could always talk to you
about. This sport of focus, problem-solving, and
execution very much resembled his approach in life.

Benson had the ability to make a positive impact
on everyone he met, and he will be deeply missed by
those who knew him and the communities he helped
build.

搖船搖過斷橋邊，月老祠堂在眼前， 十世修來
同船渡， 百世修來共枕眠......
但願下一世與他再見 (Joyce莊昭華)

One thing I always love seeing was his enjoyment
when organizing and running events. It was never
about spotlights, community rewards, and none of
that. So many these awards he has received just sit in
the box because it was never about getting anything
in return. He just wanna to make a positive impact
and make sure everyone had fun together in the
process. (長子Adrian施卓言)

He went through hell and back, from kidney
transplants to heart attacks, knee surgery, and he had
enough medications at home to open his own
pharmacy. He was one of the toughest and bravest,
most selfless people that I have ever had privileged to
know.

Although my dad is no longer with us today, he
lives through us, through the memories who shares
with him, through his ambitions and his charitable
nature, and through all the life he touched from the
countless and countless communities he's helped.
With the help of my family, I now speak for all of us,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continue all the good he has
done for all the communities. (次子Calvin施卓廷)

Building a humble spirit quite often comes out
from suffering. When you are able to think through
suffering, and you will see the grace of god. That is
what it is. God has started his work in
Benson, probably in the very early age.
But I am pretty sure Pui Ching had great
impact in his life because Pui Ching is
emphasising on ultimate goodness and
ultimate righteousness in according to the
Bible. (Rev. Michael Law 劉達榮牧師)

Benson taught me many things. He
taught me how to be humble. Benson is
the most down to earth individual. He
often taught me "slow down". Looking in
the mirror and ask yourself what you can
do better, and I hope I have.

Second thing he taught was the spirit
of giving. Because of Benson, I started, with his help,
a number of community initiatives that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He's always said I am a true leader.
And I said leadership is not what I wear, is what
people say I am. You are indeed the true leader. There
is a leadership called servant leader, you were born to
serve.

Benson served first his family. He looks after
family's needs. He talked about how he was proud of
his family, of his parents he served internally. But
that was not enough, he served the whole community.
I am often reminded, we come into this world with
no fanfare, but Benson has indeed left this world with
huge foot print he left behind that many people had
been impacted, he has touched. I know we all are
grieving, it is right to grieve. But remember, we all

each and every one can carry on what Benson has
started.

Benson, we will continue to carry on his legacy to
serve. (Peter Yuen源植勉 多倫多副警察總長)

施永輝特別重視小朋友的教育，所以他創立
「行行出狀元」，找不同職業的人士為小朋友和

年輕人講解，教他們知道不同的出路。為此我們
這些同學又創立高爾夫基金會，希望借助這個基
金培養小朋友無論在學業還是運動都要做到最
好，就像施永輝一樣。

如果施永輝現在跟大家講話，我相信他會同大
家說：我做了什麼值得大家這樣的愛、友情與信
任？我做的是我多年來一直在做的，照顧需要的
人。 (Dr. Gustin Ho 髮小、同學)

「安省華人腎臟互助協會」永遠榮譽主席施永
輝先生不幸於 2021 年 3 月 14 日與世長辭。

施永輝會長從多倫多大學畢業不久，醫生在例
行檢查中告誠他要注意腎臟問題。經進一步檢
查，發現根源在於腎臟。這一經歷讓他瞭解到，
華人屬於腎臟疾病高發人群，卻少有人瞭解相關
的預防知識，更因重視不夠致小病拖成大病。所
以施會長決心要傳播腎臟病的相關知識，提醒華
人在留意預防的同時也為病患者提供幫助。安省
的華人腎臟互助協會於 1997 年由三位腎科護士和
施永輝會長創立，除經常舉辦各類活動，宣傳腎
臟健康知識和器官捐贈的重要性，還為華人腎臟
病患者、特別是英文不通的患者及家屬提供醫療
信息，給予精神上支持，以及在必要時幫他們聯
繄醫療專業人士，為眾多病患者提供了幫助。

施永輝會長自公司成立即投入公益事業，他秉
持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理念，回饋社會，
不計較名利得失，心無旁騖始終如將公益事業融
入自己生活，一直全力支持協會發展，施會長做
事經常親力親為， 為人樂善好施。過去多年與我
們多位義工一起舉辦不同的社區活動，包括腎臟
推廣日(Kidney Awareness Day)，令華社對腎臟及
腎病有更多瞭解。

施永輝會長為人踏實謹慎，謙虛友善。他建立
了一個互助協會，也將我們的一顆熱心和對華人
社區服務的承諾凝聚在一起。雖然施會長和我們
永別了，但他無私奉獻的人格魅力將會永遠留在
我們每一名義工，本會及華人社區心中。

(Alan Hui Chair, Chinese Renal Association Chapter

The Kidney Foundation of Canada (Ontario Branch))

On behalf of Hong Kong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class of 1959 Lighters we like to send our sincere
sympathy to the Sy family for their loss.

The well attended 2018 PC Alumni Worldwide
Reunion in Toronto was unforgettable. We Thank you
for the joyful memories.

Benson, you will be missed but your "Red &
Blue" spirit will forever shining bright upon us.

(Gina Cheng Pui Ching Alumni -1959)

非常幸運認識你，和你做好朋友，珍惜在你的
領導下，成功辦好了 「2018 世界培正同學日」的
那段共事日子。我和其他理事們，會繼續經營好
安省培正同學會，服務居住大多市的培正校友。
施學長安息，我們永遠懷念你。

(朱起疆培正校友)

有人說，我們的一生就像走在一條熙來攘往的
馬路，過客匆忽，在這茫茫人海中不乏一些令你
永誌不忘的人，及一些刻骨銘心的事。

過去 14 年我參與 「紅楓傳奇」人物的評選、主
持頒獎典禮，編撰獲獎者的勵志故事，接觸了八
十多位華人社區的出色典範。有一次，我與 「紅
楓傳奇」總舵手、主席王昆明談起來，這些佼佼
者中，我們能夠時刻想起的，究竟有多少？也
許，大家相忘於江湖，會更自由自在吧。我們都
有 「相識滿天下，相知有幾人」的感嘆。

多倫多台商會前會長施永輝是在芸芸 「紅楓傳
奇」人物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

施永輝於 2017 年獲頒 「紅楓傳奇」獎。傳奇故

事的標題是 「日行微善，滴水成川--- 將公益事業
融入自己生活」。近三十年來，他從未間斷地投
入社區服務和公益事業，秉持 「取諸社會、用諸
社會」理念，回饋社會，不計較名利得失，心無
旁騖、始終如一。做事不求名，只為耕耘。

在疫情前，我們還一起與多倫多副警察總長袁
植勉開會，討論舉辦一個盛大的高爾夫球慈善
賽，為頤康基金會籌款，造福有需要的長者。施
永輝的愛心，跨越病患，護老慈幼。

這股社區動力、這顆華裔的良心，已經離開了
我們，當 「九萬里風鵬正舉」之時，他已乘 「蓬
舟歸取三山去」。他接受 「紅楓傳奇」人物獎時
的謙虛，擔任 「紅楓傳奇」評委時那種一絲不苟
的態度，待人接物的君子之風，以及在高球場上
瘦長的身影。Benson，我們會永遠懷念你，你是
穿石的水滴，於無聲中貢獻我們的社群，讓我們
的家園變得美好。你是我們 「紅楓」中最突出的
「紅楓」，你為多倫多社區留下傳奇的篇章。

(蕭顯揚 「紅楓傳奇」 編輯委員會主席)

2008 年經友人介紹認識 Benson。當天一起在酒
店傾談了一個下午，交流了大家有關年輕人對選
擇職業的挑戰的想法，不約而同，我們都打算辦
講座，提供資訊協助年輕人多瞭解各種行業。
「行行出狀元」講座因此開始，聯合 「展望青年

計劃」由 2008 至 2019，大家抱著當義工的熱誠，
持續辦了 12 年。這段時間，充分瞭解施永輝的毅
力，無私地為社區活動全面投入。

Benson 體現了同情的真正含義，並且是一位社
區領導者，深切關注各個年齡段的人。對他的無
私奉獻致敬。社區痛失英才，個人失去一位理念
相同，共事社會的好友，衷心祝願一路走好！

(Godwin Chan 陳志輝)

On behalf of the "Vision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 we extend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Benson's family.

Our team will certainly carry Benson's legacy and
continue to organize the "Youth Career Forum" to
provide young people with a wide range of career
choices. 「行行出狀元」 合作夥伴Eric S Li

Benson was very generous to the Chinese
Canadian Council of the Heart and Stroke
Foundation. A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former
Chinese Canadian Council, I am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his generosity. May Benson rest in peace.

(Dr. Gordon W Moe)

Benson was a tremendous champion of SickKids
Foundation through the Toronto Hong Kong Lions
Club and we were very grateful for his generous
support. (Conny Lo, SickKids Foundation)

Benson was one of the kindest and most
thoughtful individuals I have ever met. I had the
great pleasure to work with him when he was a
Board member at Crescent School, and I benefitted
tremendously from his wisdom and gentle guidance.

(Geoff Roberts)

Benson was a generous, kind, and
helpful person who donated his time and
resources for the betterment of our
community. It was a privilege to be your
friend. Rest in eternal peace. CS

(Chungsen Leung 梁中心)

You are the nicest person I have ever
met.

Thank you for all you have done to the
community. You will be missed forever
and always. (Castro Liu 廖立暉)

Benson was such a wonderful
gentleman, and we are so honored to be a

good friend with him. He was so sincere to friends
and was so helpful and generous to communities.

We still remember our previous gatherings
together, especially those in early 2020 before the
pandemic (TESTT on February 1 and casual dinner
on February 29). Benson gave me a
bottle of wine on February 29 and I
will keep it forever as a memory !

(Dennis Au-Yeung 歐陽建昌)

Benson SY 施永輝在多倫多
華人社區中為很多人認識，
不只是因為他經常參與社團活
動，而是因為他熱心助人，遇

到事情都親力親為，出錢出力，所以社區人士及
團體都願意找他出面。

記得我任職加拿大中文電台時，曾經舉辦高爾
夫球大賽。由於他的指導，才使整個活動有條不
紊，順利完成辦得有聲有色。很多人認為高爾夫
球是運動項目中最紳士的活動。Benson 在高爾夫
球的禮儀上造詣很深，經常為我們講解高球禮儀
之精髓。難怪他每次出席宴會時那種風度、那種
淡定，說話不徐不疾，謙謙君子之氣度更表露無
遺，並非一般社區人士能望其項背。

我對高爾夫球產生興趣是源自他父親金漢，我
與 Benson 一起受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高球。他
的父母金漢、凌波是港台著名電影紅星，尤其凌
波曾獲四屆亞洲影后殊榮！這也是 Benson 自少受
高質素禮教的薰陶吧！

Benson 謙謙君子之形象將會廣植多倫多華人社
區，永遠流傳。 (謝振漢Edmond 資深媒體人)

忘記是哪一年在多倫多的某間港式酒樓，人聲
鼎沸，與會人士拿著啤酒，廣東話夾雜著國語和
英文的到處寒暄，這是超過 144 人的高球慈善捐
款比賽後的餐聚和頒獎。第一次見識永輝兄的大
陣仗，座無虛席，人人盡歡。

2017 得知對公益的貢奉獻，永輝兄榮獲 「紅楓
傳奇人物」的頒獎表揚。除恭賀外，更藉機 「凱
油」要求辦個球敘招待眾好友。他當然大方允
諾。也答應只要來溫哥華必在球場較量一番。

大家都忙，東西兩岸的承諾在年初新的通訊軟
體 Signal 上，高興的聯絡上而再次確認，決定在
疫情後，完成這多年未竟的球賽與球敘。

我們笑談如何舉辦賽事的種種猶言在耳，你在
晚會上穿著正式宴服的風度翩翩猶在眼前。

未竟的球賽將在另一個世界，上帝將為我們開
球頒獎，而最大的獎盃非你莫屬！ (David 大誠)

兄於 2021 / 3 /14 醫院過世，記得 2 天前電話中
你的聲音還在我腦中迴盪著～你還在期待疫情過
後能為了公益再辦慈善高爾夫球賽。

10 幾年前多倫多台商會由於你的加入，讓台商
會更能多元化發展/與不同領域的社服團體合作，
讓每一屆的理事們都可以接觸到不同領域與行業
朋友之間的交誼。你君子翩翩言論與思維，且去
面對事情從容不迫的態度，讓大家都能夠耳濡目
染被感染著。

你做事嚴謹的態度，言行合一的心靈，謙謙有
禮的處世之道，與朋友和睦相處種種的優點都無
法言諭出你真、善、美的人生情懷。

最後一聲～兄弟～我們都非常想你！衷心期盼
你在另一個美麗，安祥，和諧的香格里拉環境中
舒適享受那美好...。 憶你 最棒的 Benson !

(Arthur Chu 朱景漢)

初遇， 是好友 Frank Luk 帶我參加香港獅子會
活動，都是大老闆，每個人前人後忙不停。

2011 年，台商會前會長們討論二十週年的會長
人選，對台商會，這可是一個大日子！Arthur 動
念到 Benson。猶記邀請 Benson 餐敘，被大家包圍
在中間，望著個個期盼的眼神，他忐忑不安地
說，好像有陰謀！

Benson 終於被說服承擔第 19、 20 屆會長大
任，在他的帶領下，台商會更廣闊的發展。

當台商會受到不公平對待時，Benson 挺身而
出，用他在社區的威望，捍衛台商會價值。

台商會 20 週年慶祝晚會上，台灣國寶凌波的出
現，助晚宴完美成功。

現任台商會理事會成員，有幹勁、有實力，
Benson 像個可親的大哥哥扶持著。大家看到的他
永遠帶著笑容，從不知他負荷著多少病痛。

近日理事會全票通過，歡迎 Joyce 參加，代表
Benson，行使台商會前會長、台商會慈善基金會
理事職權。

有遺憾、但沒有太多悲傷。因為，遲早相見！
(多倫多台商會創會會長林蔡亮亮Kathy Lin)

【編者按】：Benson和Joyce，是華人社區難得
沒有任何負評的人物，追思 Benson 的內容太
多，抱歉只能摘取極小部分。

In memory ofIn memory of
Benson Wing Fi Sy (Benson Wing Fi Sy (施永輝施永輝))

October 17, 1957 - March 14, 2021October 17, 1957 - March 14, 2021

Benson Sy passed away peacefully at Sunnybrook Hospital, Toronto. He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Joyce Sy, son Adrian Sy &
daughter in law Viviann and son Calvin. Benson spent his early childhood in Hong Kong, attending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before moving to Canada and gradua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hool of Business. 天燈寄情“forever family together”

懷念施永輝

悼念無私奉獻的施永輝
最大的獎盃

慟摯友

謙謙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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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Benson

2017年紅楓傳奇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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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聲學造諧不俗,�那年章子惠和施永輝都不在現場,�

之前,�溫市和多市決定合辦來屆世日,�我向他們推薦馮

同學到兩市表演,�因為歌唱家,�最需要是多出場,�也介

紹比世界各地校友知道,�母校銀樂隊,�中樂團,�紅藍話

劇團,�音樂劇團外也有其他出色音樂人,�那麼悉尼同學

會支持三分之一旅費,�溫市和多市也是各三分之一.

2018年上半年,�譚校長通知,�馮同學只可以出席溫

市表演,�下半場要趕回香港,�準備香港的演出,�當然可

惜,�馮同學未能遊覧尼瓜拉瓜大瀑布,�安大略湖遊和多

市景色,�但是問題來了,�那麼三分之一旅費如何計,�冇多

市份,�那麼正路便是一半一半,�溫市和悉尼同學會便要

各半,�施會長說不用商討了,�一切照原定方式付旅費.

之後,�看多市歡迎宴和大公宴音樂節目,�也是多彩

多姿的,��朱鎮堂大樂隊,�譚校長獅子山下,�Don�Choi�和

女歌手的專業表演,�LIve�Music�和執位們的K歌出場

等,�準備十分充足.�

最後總結,�大家初相識於大學年代,�大家都從培正

出來,�從點頭打招呼,�到支持培正,�支持同學會,�各自為

事業打拚,�Benson,�是多市的大慈善家,�主導�“行行出

狀元”青年計劃,�腎臟研究基金,�台商前會長,�殯葬協

會會長,�衝衝四十年,�2010年再見於林英豪校長多市飯

局.�別了,�願主懷安息,�望�Joyce及兒媳們慰念.�

� 徐兆敏前悉尼同學會會長,�2021.03.19

永遠懷念施永輝會長

2021.03.16�傳來不幸消息,�老友記,�Benson,�不幸

於3/14日與世長辭,�知道他長年有小毛病,�昨年曾往台

灣看病,�膝腳疼,�打高爾夫球的日子不再,�懷念大家相

約某年一月一日往粉嶺揮捍的日子.�

一位領導人,�必須具備三項條件,�親和力,�凝聚力,�

和觀察力,�大家已經參加過多倫多市,�2018年第五屆世

日,�歡迎宴,�千人大公宴,�娛賓和旅遊安排,�世界各地同

學會會長和代表大會等,�都是每有驚喜.�

容我講一件大家或未必知曉的事,�2015年,�香港

培正同學日,�有位叫馮載欣的中學同學,�在晚宴表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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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周國強學長
(1954匡社)

本 會 前 會 長

(1973 -1975 , � 1978 -

1980)周 國 強 學 長

(1954匡社)， 於2021

年3月9日病逝，同人

深表哀悼。

周 國 強 會 長 於

90周年校慶及籌建紀

念大樓勞苦功高，並

曾出任多屆選舉委員

會主任委員，為人正

義，處事公正不阿，深受培正人尊敬。

� 香港培正同學會�輓告

深切懷念回憶周國強同學
（匡社）楊東權

今年三月中旬得知匡社周國強同學在三月九曰在

醫院逝世享年八十七歲，追思禮拜及葬禮在四月初舉

行。回想周國強同學的很多美事，本想寫篇文章在葬

禮前發給周的女兒Crystal�，但當時身體不適要尊醫治

療，等健康有些起色至今已是四月末了，但對國強兄

的為人淳厚、正直、謙虛、責任心重、對子女関愛，

尊敬老師、值得尊重和珍惜，故書寫這篇回憶給培正

同學通訊，深表哀悼和懷念。我和國強兄在香港培正

初中至高中畢業是同年級同學，高中時他在望班我則

在愛班，我和他在同年級信望愛三班中共一百八十多人

中不算深交。一九五四年高中畢業後各奔前程，直到

一九七八年我到香港見到中學時常到他家中借看武俠

小說的莫國樑同學（見圖一我和莫合照右者），他由加

拿大回港，我們一齊外出時莫國樑要去周國強家的金

鋪辦事，要我和他同去見見久未謀面的香港有名的周

氏金鋪少東周國強。這是我高中畢業三十四年後第一

次見國強兄，他給我印象是平易待人毫無富豪架子。

我在編寫匡社離校四十五周年特刊時，請求他在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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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參加匡社鑽禧一切慶典及合影。到今已是二零二一

年，世界新冠病毒泛濫，各地疫情各有不同程度，交

通來往見面皆有限制規範。在此際聞國強兄離世，只

有遙祝他魂歸天國，並詠七絕詩一首作為永遠懷念如

下：偉人謙稱是凡者，難得國強說無憾。如此平安歸塵

世，魂昇天際笑常感。

1944昭社鄺乃良
192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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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刊辦的事：向當時培正中學鄭成業校長及小學李仕

浣校長為匡社特刊提贈言及檢查香港地區匡社同學的

地址，他都及時完成（圖二國強兄給我的信），他的中

文字寫得端正優美.因此我為他在特刊中的個人專頁不

用電腦字排版而選用原稿（圖三周國強專頁）。

值得我珍惜的是匡社慶賀金禧時在港舉行中有泰

國之遊，這是我和國強兄接觸最多和給我很多美好回

憶的年代，在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底回港到母校同學會

辦公室報到時，得匡社籌辦職員包括國強兄在內的親

切接待（圖四我和國強兄等合影）。在旅游泰國時周國

強的岳父在泰國是做古董及物業投資生意，國強的岳

父特別在泰國的豪華酒家宴請所有到泰旅游的匡社旅

行團，有幸周的岳父邀請我夫婦入座他們的主席枱，

席間亳無束縛自然談笑歡樂，並席後同枱拍照留念（見

圖五周家全家和兩對匡社夫婦合影）。國強兄一向敬重

師長，這次泰國游匡社邀請了化學老師張啟滇及其女

兒，國强兄照顧無微不至（見圖六國強和張老師及其女

合影）。國強兄熱愛培正及匡社，曾任香港培正同學會

會長多年，深受校友愛戴。

匆匆十年又過，到二零一四年匡社慶賀鑽禧時到

港，見國強兄已身體欠佳要坐輪椅代步了。但他仍堅

我和國強兄等合影 周家全家和我夫婦合影

國強和張老師及其女合影 周國強二零一零年全家福 ,
 已有六歲外孫女 , 兒子也結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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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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klandAirp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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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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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剛社鄺慕真

懷念史濟康同學
胡曼滋

I�don't�know�how�many�of�you�remember� 史 濟 康�who�

started�out�in�輝社�but�graduated�from�銳社�in�1958.�I�did�

not�know�him�well�while�at�PCMS.

About�8�years�ago�a�friend�of�mine�whose�husband�was�

from� 善 社�invited�me�to�their�Bible�study�group�picnic�in�

NJ.�What�a�pleasant�surprise!� 濟康�(Kang�)or� 康 師 傅�as�

he�was�called�by�friends�here�was�the�Bible�Study�group�

leader.�There�was�immediate�bonding�between�us.�Jon,�

my�husband,�and�I�began�to�attend�his�Bible�Study�group�

on�a�regular�basis.�Every�Bible�Study�session�would�always�

be�followed�by�a�pot�luck�dinner,�sometimes�at�Kang's�

home.�Kang�and�his�wife�May�would�always�make�a�big�

pot�of�delicious�soup:�made�with�imported�海味�and�other�

delicacies.

As�it�happens,�I�was/am�good�friends�with�a�史濟良�when�

I�worked�at�IBM�in�the�60's,�who�I�later�found�out�is�Kang's�

first�cousin.I�also�found�out�that�my�own�brother�was�

Kang's�dormitory�mate�while�at�University�of�Michigan.�So�

親上加親�.�We�all�got�together�for�meals�in�NYC�sometimes.

Kang�loved�to�travel;�especially�on�long�cruises.�He�and�his�

wife�once�cruised�from�Cape�Town�to�India,�and�claimed�

that�he�had�taken�the�Alaska�cruise�18�times!�Had�to�be�a�

record!

Kang�was�the�most�gracious�and�generous�host.�When�

I�mentioned�to�Kang�that� 江 達 信�lived�nearby,�he�

immediately�invited�us�to�his�home�for�a�sumptuous�

dinner;�treating�江達信,�Jon�and�I�to�整隻鮑魚�each!

Kang�had�been�ill�for�a�while—�in�and�out�of�hospitals�over�

the�past�year�or�so.�His�death�was�not�unexpected.�His�

passing�is�a�blessing�in�disguise�since�Kang�is�now�pain�free�

and�RIP�with�God's�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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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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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吾友陳樹衡(66皓社) 

得知陳樹衡同學於二O一九年十一月在香港去

世，消息來得突然，我默思了很久，心中有說不出的感

慨，感到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培正皓社同學，畢

業後到台灣師範大學攻讀國文，師大畢業後回香港，

從事教育工作，曾任中學校長，退休後仍然從事詩詞

寫作，詩詞書法印刻尤精，詩書印三絕，跟從他學習的

學生衆多。我培正畢業後來美國讀書工作，我們常有

保持聯絡。在中學時，他與我及其他幾位同學一起，

每週都到校外一位國學老師梁子江老師家，學習古文

詩詞，因我們都對國學有濃厚的興趣，因此亦特別熟

識，梁老師授我們儒學，嚴然儒者的風範，我們卻書

生意氣，揮斥時事，論述古今。他住在師大的宿舍時，

我畫了一張孫中山先生遺像，寄送給他，他很喜歡，掛

在他書枱旁邊，後來被一位他說神經錯亂的學友撕壞

了，他非常氣憤，很想打他，後來作罷，叫我再畫一張

大馬巨作給他，作為補償。這倒給我難倒了。他曾寄給

我，刊載在師大書刊他的詩作"七歌"，他憂國的豪情，

溢於言表，謹錄其中數句:"十年磨劍又九年，風雲不變

奈何天，古傳蓬萊煙水間，今築蓬萊在東南"。。。。。。

"六出祈山諸葛亮，以一敵七文天祥，周旋漠北熊廷

弼，斬虜江南戚繼光，廊廟難求史閣部，朝中多是阮侍

郎，。。。。哀哀諸公愧汗青"我最喜歡的，是他用草書寫

給我的懐日月潭詩作，詩中有畫，有說不盡的美境:"墨

潑崚巒濃欲淡，潮言微落扣洄瀾，湖痕遠向波心漾，

盪出水雲月一環"，樹衡深耕詩作及書法，印刻亦精，

他和一班文人同好，刊行"磚玉集"，交流詩画書法及

印刻藝術，是現在少有的中華文化守護者，值得我們

佩服。皓社離校三十五週年，那年秋天，在温哥華重

聚，他遙贈我們賀詩一首:"卅五韶光皓皓風，相期而遇

說西東，雲歌花樣年華事，紅夢楓丹藍夢穹"皓社同

學聚舊，有甚麽比這個更為快意的呢?2013年，我随

我太太的合唱團，到福州大學演唱，隨後遊武夷山廈

門，經香港到張家界，四川等地旅遊，經香港時與樹

衡及數位朋友相聚，並得樹衡以詩相贈:"歌行君自閩，

感舊尚存身，史事膺天蔚，英文頌彩恩;從心所欲近，

騷首更相親，明發張家界，嶙峋鬼斧神"這一首是我得

到他最後的贈詩，情至寳貴。樹衡交遊廣闊，喜歡轉

我認識的蔡德成同學
(61善社) 

德成父親蔡念恩和我父親李錦棠是同鄉三水人。

雖然異姓，但情如親人。德成在越南時名可堅。五七年

到了香港奉母親之意改為德成。自小因家庭關係我們

在一起玩耍讀書。在越南海防市時我們一齊受教於一

位梁老師。五一年後因為越南分南北越蔡李兩家都搬

到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我們也共同在越南嶺南中

學就讀。五六年越南開始排華，德成（可堅）和他哥哥

德光（可華）在五七年去香港。離開越南多要買公文才

能離開。當時台灣為了這排華事件派專機去接僑生回

國。李家兄弟準備去台灣，而蔡家兄弟去香港。那知道

命運安排台灣接了數班學生後，便終止了。我們兄弟齊

留下了。所以五八年我們才能去香港。那知道在培正我

重見回德成。至於改名一事我母親也求龍華寺的超塵

法師替我取了一名字—維岸。但是我們在香港不覺得

有改名字的必要。幸而沒有改�。我祖父名維新。清末

民初流行的名字吧。

蔡李兩家的關係微妙。主要是德成母親和我母親

關係至親。數位西貢名流太太買地建立一

龍華寺從中國請超塵法師來主持。眾婦人拜師超

塵�。互以姐妹排行相稱，如某某是阿八

等等。

來到了美國，再見到德成己是七三年我搬回三藩

市之後了，德成大學畢業後不靠父蔭。曾經營古董珍

物，後來又代理各種雜貨糖果。德成夫妻感情至深�。

不幸德成有腎病時，夫人Margaret�同時發現有末期直

腸癌�。夫人Margaret�去世後，德成將過去夫妻一段感

情編了一書作紀念。

數年前德成裝修了居所邀請了同學去參觀，更在

西貢漁港晚餐。往事記憶尤新�。德成（可堅）已仙逝！

� 善社李威漢�



77

傳電郵，我近幾年每天

都收到他轉來的電郵帖

子，但去年就少接了，我

知他詩人愛酒，雅集時

少不了杯中物，因此胃不

好，我曾傳給他一位台

灣醫師以甩手功治好他

自己胃癌的示範，囑他練

習;他去世，是因為肺部

出問題。樹衡留給人的

印象是豪放，不拘小節，

詩人的作風，他喜歡徐

志摩話別劍橋的詩－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

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樹衡輕輕的走了，他帶

走了他家人對他的牽愛，朋友對他的思念，留下了等

身的詩作書作;我看他後來的詩稿，多處有說到上教

堂，做禮拜。相信他現在亦輕輕在主基督的懐裹。

� 66皓社張均策

懐念葉浩林同學
余煜培  楊東權

葉浩林同學

於三月中在加拿

大多倫多仙逝。他

在大學時代對紫

微斗數己有很大

的興趣、我們遇

到困難的時候、

都找他算命和贈

言。他在台灣大學

畢業後、至加拿

大進修化學工程

碩 土學 位。 畢 業

後任職於加拿大皇家騎警隊(Royal�Mounted�Police)�

的指紋監定部門。他發表的指紋學論文、美國的聯邦

調查局(FBI)也拿來做參考。他對中國的面相學也很

有研究、騎警隊捉到了疑犯、叫他在五、六个人的隊

伍中、找出一個最可疑的犯人、他用面相學、找出的

疑犯、有90%是對的。後來指紋監定漸被電腦代替。

他也明知有一天、自己也會被電腦取代、因此提早退

休。開始做自己喜愛的工作。

他將名字改為葉大聞、從事占卜和風水的工作。

他融合了西方的占星術和中國的生辰八字、寫了電腦

的程式、建立了一個科學的算命方法。他又認為一間

房子的風水、是可以用簡單的方法去改良、來配合屋

主的八字。不像江湖術士、將客廳改為廚房之類。香

港某些地產商、在買地前、先找他看風水。他會去美

國的航天局(NASA)�、買人造衛星拍下該地的照片、在

照片中先研究該地的風水、是否和附近的風水配合、

研究後認為風水好的話、再親自去香港實地觀察。

他自稱是一個�Hi-Tech�風水佬、不少在多倫多的校友

都找他算命、看風水、測流年。從此風生水起事業發

達，棄化學工程職業專攻風水而是為名人，加拿大及

美國和香港各大報章雜誌電視臺常報導介紹,�加拿大,�

美國和香港都找他作風水�顧問，事業有成。

在和煜培通話中，他也告知幾件培正同學通過葉

浩林相命的往事:

2 0 2 1年 3月1 8日 張 彬 彬 執 事 在 澳
洲 悉 尼養 老 院 安息 主懷，張 執 事 曾
任培 正中 學 校 監，香 港 培 正 同 學 會
顧 問，張 執 事 對 浸 聯 會各 事 工，包
括了教育的事工，貢獻良多，很多校
友 迄今 印 象深 刻！那 美 好 的 仗他 打
過了，願 主安慰他家人，深 信 在天 上
有美好的冠冕為他存留！

驀然回首
陳樹衡題字印刻
張均策画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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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匡社離校後全心為
同窗做事的李學易社長
（匡社）楊東權

李學易兄在今年五月六曰逝世，回到天家主耶穌

的懷抱。我心中沈重懐念他對匡社同學的愛，他長期

為匡社做的貢獻太多，踏踏實實的埋頭做事，不為名

和利無怨付出，值得敬佩而特寫此文能在六月五日他

的安息禮拜前送到，為他回天家送行。學易兄和我同

年級多年，雖和我不算親近的「死黨」，但也不算生

疏，對他在校時情況略知一二。僅舉二事見證他的人生

經歷，他曾參加當年榮獲香港壘球公開賽冠軍的中華

熊貓隊，他雖不是主力隊員，但盡力為隊爭光；他在

1954年和一些愛國的同學曾北上考高考深造，我和他

•很久以前煜培妹妹的兒子車禍昏迷不醒，他妺妹求

問葉大師如何處理？浩林告知她買隻泥色的玉牛掛在

病人的床頭，不久就會醒過來，果然幾天後兒子就醒

過來了。

•住在美國德州南部近墨西哥邊界的余同學、管理的

一間洗衣店，被政府控告洗衣的污水排入河中、使附

近的河水受污染。葉大師至當地考察該店和余同學住

宅的風水、余同學的八字，經調查推算結果，告知余

同學不用擔心、政府找不到証據告他、結果政府取消

了控告。

•多倫多的一間華人點心餐館、生意不佳、經他看過

了風水、將前門改變了位置、結果生意变好。

一九九四年培正匡社畢業四十周年在加拿大多倫

多市紅寶石酒家聚會，請他作有關風水的專題演講。

他在長達四十分鐘中介紹住宅的陰陽風水，解釋何

謂左青龍和右白虎，生動的演講精彩絕倫。並講述為

何中國與加拿大首先建交，持良好的關系，這是由于

兩國首都在地球上有同在一條緯度之故，此說令人信

服。下面一幅當日他參加聚會晚宴一枱（圖一最左穿白

衣者為葉大師）。葉大師的在一九九九年的全家福（圖

二）有葉大師夫婦（最右端）女兒及女婿（中間者）兒子

（最左者）。

凡是基督徒都明白智慧和知識都來源於創造宇宙

的神，只有基督能給予真正的平安。我們深切懐念葉

浩林同學，願他平安的安息吧!

匡社三巨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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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同一伙北上，因其父營商故沒有錄取，但他向

上的心可見。五月十日接吳漢榆兄電郵提到學易曾參

預寫的「烽火歲月」一書出版發行會，學易生前已閱該

書可堪告慰，喜樂安息。

李學易和郭少潔同學是匡社幾對同窗結成連理的

伉儷之一，由於我高中畢業後離港多年故對他們的戀

愛史毫不知情。我只記得他倆的中文字寫得非常好，

特別是郭少潔文才出眾，她在1956年曾主編「匡社通

訊」�共有十二頁的創刊號。並在1979年李學易及郭少

潔主編的「匡社畢業銀囍特刊」出版，學易兄在長期任

匡社社長期間，夫妻同心協作為我社貢獻甚多。他們

夫婦是踏實工作的人，不是掛名圖利而是兢兢業業做

出事來，眾同學都有目共睹讃譽有加（見圖一匡社離校

四十五周年在美拉斯維加斯聚會中拍的三巨頭相片中

坐者為李學易社長）。更值得一提的在加拿大溫哥華的

培正第五屆世界同學日舉行前夕，李學易和郭少潔夫

婦特別在溫哥華著名餐酒樓請所有參加世界同學曰的

匡社同學，選出具有代表性的特別豐盛的中式美食。

我大哥Donald�是培正偉社的，因偉社參加的人少，他

要和我同席因而也受惠給大哥夫婦有享用一頓難見的

美食（見圖二相片右邊為Donald,中間為崔家祥，左邊

是李學易，我應坐在學易左邊因我離席拍照故圖中無

我及圖三的十人席一席也圖中無我），李學易伉儷這

樣的寛大胸懷，這樣的慷慨大方，有那位社長能比？在

世界培正同學日,�當日匡社幾席被安排靠近主席講台，

我特別請當日大會攝影師為我們匡社參加大會的同學

攝下團體照，這樣我便得到一次難得的和同學們留影

紀念（見圖六全體匡社同學留影我在後排最左而學易兄

在後排左起第三人）。圖四是當日李學易兄向同學們招

手，旁邊是吳漢榆兄，圖五是學易兄伉儷參加的一席。

這幾幅珍貴的相片值得登出供大家作永遠紀念。

匆匆二年多又過去了，在目前新冠病毒疫情仍然

泛濫的今天，學易兄在五月六日在香港九龍聖德肋撒

法國醫院因癌症安祥離世，值得感恩的在長達七個月

治療中全無痛苦，在家人陪同下安息主懷。並安排六

月五日在紅磡世界殯儀館上午十時以基督教儀式安息

禮拜，我企望本文能在六月五日前傳致郭少潔同學，

作為主內弟兄發自內心的聲音，表達對學易兄的崇高

敬意及對其家人的安慰。最後詠賦七絕詩一首作為送

行之歌：夫妻協力助匡社，易兄胸襟勝常人。今曰兄先

回天國，他日我你笑見神。

匡社同學參加同學日的合影

學易做東宴請的美食照

學易兄同坐宴請的十人席

學易兄在同學日向同學招手

學易伉儷參加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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