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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德州)培正同學會聚會
許國華會長

今天2022年2月7日農曆初七人日，美南（德州）培正同學

會午餐聚會，共有29位同學出席，包括社嫂及姑爺們。其中更

有四位1970年謙社同學遠自三藩市來參加。 

北美大湖區培正同學會消息

北美大湖區培正同學會2021年度, 分別舉行兩次戶外聚

餐,一次室內聚餐。

出席參加校友、學長等名單如下：

吳永基 夫婦  1951 明社

彭仲宣　　　　  1954 匡社　

鄧　 璆　　　　　1955 忠社

姚若鵬 夫婦  1955 忠社

陳瑞華 夫婦  1955 忠社 

張善真　　　　  1959 光社

蔡宗磐 夫婦  1961 善社

謝鐋恆 夫婦  1961 善社 

錢元國　　　　  1967 恒社

郭美玲　　　　  1968 仁社

彭麗嬋　　　　  1970 謙社　

葉翠玲　　　　  1970 謙社

何鳳琴 夫婦  1970 謙社

鍾瑞容　　　　  1971 剛社

左起甄伯權、甄夫人茹名苑、顧錚(加拿大EDMONTON�培正同學會會長)
及關耀文。右邊兩位則是第一次參加同學會活動，基社的岑柏湛、吳國麗
夫婦。

全體參加同學合照

HOUSTON�春茗，特別自備紅藍枱布



各地同學會消息

44

溫哥華培正同學於2022年 
2月5日年初五網上團拜
溫哥華同學會前會長章子惠

溫哥華初七人日，祝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溫哥華同學

會年初五首次舉行的虎年新春網上聚會；難得見到蕭學兄之

同學林錫衡也出鏡；疫情期間，網上聚會成為新常態，不論

如何，紅藍精神通四海，培正兒女是一家。

祝安康

 2021年9月Sunnyvale CA

2022-02-05 温哥華 
培正同學會新春網上團拜
忠社林錫衡

可能因為是首次網上聚會,大家尚未準備妥當,只有約25

人參加。可喜的是有些新面孔和九十後生力軍。正如會長所

言，這種網上叙晤，彼此見到的是近鏡，發言者的言詞清晰

的到達每位的耳邊，比真實噪雜的宴會更廣泛有效的溝通，

疫情過後，希望繼續舉辦。

紐英崙（波士頓）培正同學
會近況二、三事
寇懷誠 （69 級昇社）

秋高氣 爽的 漫步 (10 -2-2021)
秋天的氣候在麻州是美麗的，所謂之「秋高氣爽」, 「滿

山秋色」，在這裏處處可見，一 覧無遺，更令人心曠神怡 。

為了享受這怡人的天氣，同學會在十月二日（週六）策

劃了一個有益身心的「漫步」活動，所選擇的路線是 Mass 

Central Rail Trail，這段步道的前身是一條在十九世紀下半年

代修築的一條鐵路，由波士頓市通往麻州西部，由於公路運

輸的發展，這條鐵路就失去了它昔日的光輝，而在上個世紀

中葉功成身退，許多地段的市、郡政府，將鐵軌拆除，並舖

設平坦的路面，開放給居民做各式各樣的休閒活動（例如： 行

路、慢跑，騎單車，滑溜冰鞋等），由於地勢平坦，隨時也可

見到許多傷殘人仕，以輪椅代步，在此步道上來回活動。

是此漫步活動共有十三位同學偕夫人參加，計有陳振煥

（53誠社）及夫人，蕭蔭堂（60正社）、蘇崇儉（62 旭社）、

董建強（63真社）及夫人，謝重光（68仁社）及夫人，寇，懷誠

（69昇社）及夫人張翠芳（73 

勤社） ，余曼彤（74基社）, 

黃培輝及夫人李素貞（皆74

基社）等。大夥於上午十時

在 Wayland 市立圖書館側

的公衆停車塲集合，開始各

適其式的漫步，並約定十一

時許回到停車處，用同學

們各自準備的 home made 

「健康食品」。

由於各人年齡的不同

秋色初現�

MASS�CENTRAL�RAIL�TRAIL�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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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21社）及體能的差異，有的一馬當先，有的慢步在後，

大家三五成群的，高談濶論，嘻笑哼唱，紅藍精神把我們

連串在一起，並不時和迎面而來「志同道合」的行人，點頭示

意，微笑問安。該日風和日麗，氣溫適中，秋色已現，大家心

中無比舒暢。

各同學十分合作，約

十一時許，大家回到停車

處，將車後門打開，拿出各

自攜帶的摺疊椅，將帶來的

食物集中一齊，大家一起分

享，同學會則準備了樽裝水

派發各位，開始了第二波的

高潮 - 「車尾派對」(tailgate 

party, 相片 5), 並展示紅藍

校 旗，十 分 醒目，喧嚷 之

際，也吸引了一對當地居民

夫婦 (相片 6)，前來和我們

寒喧，我們自不然趁此機會

將培正威水史介紹給他們，也把帶來的蘿蔔糕、葱油餅，

meatloaf，英式甜品.等，和他們分享。

全部活動，近正午時分結束，大家身心舒暢，並約定明

年此時，再次漫步遊。

Cov idw-19 熱門話題講座
 (11-5 -2021)

Covid-19 pandemic 全球肆虐已超過一年半有餘，從

大流行開始時人類對它的

一無所知，到現在專家們們

不停的努力研究和研發各式

各樣的因應措施，對這個病

毒（virus）的認識，可說是

一日千里，令普羅大眾猶如

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加上

網路上泛濫著各類的正反面

訊息，確實令一般人無所適

從。為了令同學會對此病源

體有所認識，曾在2020年

12月18日，特別邀請到前 

Pfizer 藥廠新藥臨床研究部

主任白正君博士（喇沙書院

校友）為我們做了一次特別

網上（Zoom）的講座，令同學們有正確的認識，受益匪淺。

有鑑於人類對此病毒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疫苗也廣泛的被使

用，在2021年11月5日，再次邀請到白博士對此病毒變種的

浮現，疫苗的效果/副作用，尤其是加强劑的需要性，兒童

接種疫苗的安全性，治療新冠病毒特效藥的療效等重要議題

左起：陳振煥、黃培輝、張翠芳、余曼彤、蕭蔭堂、董建強、寇懷誠

左起：蕭蔭堂、董建強、蘇崇儉、謝重光、余曼形、陳夫人、張翠芳、寇懷誠

（恐篇幅過長，講座內容詳情從簡），向同學們再次解說，使

同學們有足夠的認識，為自己做最佳的決定。

是次的網上（Zoom) 特別講座，再次承蒙蕭蔭堂學長

慷慨提供私人網路，供同學們使用。是晚出席的同學計有

十七位，白博士深入淺出的將最新的有關知識，告知參加者， 

並且有條不紊，很有耐心回答同學們的提問，令同學們好評

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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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同學會紅藍茶聚2022
徐兆敏 , 前悉尼培正同學會長

這個三, 四月, 悉尼及周邊地區長降雨, 天文台說, 聖嬰

現象, Lismore 市離開悉尼726Km, 因為河道排水不足, 兩個

月連浸兩次, 全市浸在水中, 超過七天, 真的沒有可餘物資. 到

底還重建否? 成了個難題, 但是, 這不算慘.

2022.02.24, 看見俄國入侵烏克蘭, 把多個烏國東面和南

部的城市炸毀, 圍首都基輔, 更滅絕人性地, 殺平民又強姦婦

女, 超過四百萬婦嬬避戰火, 逃往鄰近東, 西歐國家, 十八歲

至六十歲的男丁, 留下來作戰, 保家衛國, 經過六十多天的交

戰, 大概明白俄軍的思路, 想佔領黑海沿岸的烏克蘭地方, 普

京看來是吞不下了, 他的大俄羅斯夢, 還未睡醒. 烏克蘭軍民, 

拿到西方的精良武器, 自己抗敵, 值得世人尊敬. 我不信什麼

陰謀論, 廣東話, 先撩者賤.

剛過去的, 2022.04.24 次輪法國大選, E. Macron 已58% 

勝 M. Le Pen 42%, 但有25%的法國人沒有投票, 證明今天做

政府施政不容易, 世界也不再太平盛世, 澳洲培正人更應珍惜

自己手中的一票, 2022.05.21 或之前, 投給自己欣賞的政黨, 

俄烏戰爭, 西方抵制, 制裁跟普京友好的 Oligarchies, 油 , 氣

價上漲, 中國大陸清零鎖國, 供應鏈失衡, 通脹壓力直捲全

球, 澳洲剛剛捱過兩年的冠狀病毒大流行, 下屆政府的施政, 

大家都應該關心一下.　 

2022.03.18 出席人數 18位 

鍾錦華(明), 羅煒甜伉儷(誠), 李桂榮伉儷(瑩), 鍾明生伉儷

(輝)及友人, 區尚勇伉儷, 林翠玲伉儷, 王小莉伉儷, 莫婉芬

(皓), 徐兆敏(昕), 陳德華(英), Petty Wong (培 )　

2022.04.22 出席人數 11位

鍾錦華, 凌東生(明), 李桂榮伉儷(瑩), 鍾明生伉儷(輝)及友

人, 王小莉(皓), 徐兆敏(昕), 區文成(勁)

歲 末聚餐團聚 (12- 4 -2021)
2021年的年終聚餐原訂於十二月四假座 Needham 市

的玉園飯店舉行。在十月底便積極籌劃。和飯店老闆多次商

量，並參考過往的菜單，終於在十一月下旬將九菜一湯的菜

單敲板定案，正式的通告也經由電郵通知本區的同學，並獲

得卅三位同學登記參加。差不多就在同時，從電視新聞和紐

約時報每天報導全國及各州新病例趨勢圖中，我們注意到本

州和全國的 Covid 新症開始快速上升。有鍳於本區同學中有

眾多的長者（senior citizens), 而當時對 Omicron 變種病毒的

毒性 (virulence) 還不十分清楚之下，職員會幾經商量，毅然

在最後一分鐘定案，決定取消這次聚餐團聚*，並即時通知

眾同學，這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但獲得各位同學的諒解和

支持。

*我們深深體會到臺灣培正同學會和香港培正同學總會

籌備同仁，在籌備第六届世界培正同學聚會多年，投下大量

人力，物力，財力後，因疫情的變化，需當機立斷，取消了

這個三年一度的世界級大型聚會，實在不容易，其痛猶如斷

腕。藉此敬表謝意。

TAILGATE�PARTY�左起：蘇崇儉、董建強、余曼彤、董夫人、陳夫人、張翠芳

左起：�董夫人、寇懷誠、蘇崇儉，LIPPMANS、張翠芳、董建強、陳振煥及夫
人、李素貞、黄培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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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二零二二年度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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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會長的話 
陳淑賢 73 年勤社 

新的一年2022年第一季又已經過去了，COVID疫情在全

球已經肆虐了兩年多。幸好自從去年大部份人都已經接種疫

苗，以致新的一輪Omicron病毒，雖然傳播力強，但患病者

病情比較輕微，死亡率較低。自上個月起疫情轉好，很多地

方都已回復正常。 

去年我們排除萬難，仍在年底11月舉辦了同學日，為禧

社同學們加冕慶祝。同學們也很踴躍參加，我們總共開設13

檯，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很珍惜能共聚的時光。 

上兩星期同學會理事們有一個聚會，討論今年同學會將

會舉辦那些活動。現計劃在6月25日舉辦郊遊野餐大概在8

月左右舉辦乒乓球賽。同學日亦將在11月5號舉行。詳情以

後再會另行通知，希望到時能有機會和大家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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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的日子
李威漢 61 善社 

冠狀病毒進入第三年。生活進入了一個循環。好像每天

都在重重覆覆。想起很多年前的一部電影Ground Hog day。

一位電視紅主播被派去一小鎮報導地鼠預測是否春天快到

了。這位臭屎主播覺得他不應去報導這些小新聞。所以那天

什麼事他做得媽媽虎虎，想趕回大城市的生活。那知因大

雪整個廣播團隊被困在這小鎮。第二天起來他發現仍然是

Ground Hog Day。當他發現他濟留在一個循環的日子。他

搶劫銀行，自殺來取樂。因為他知道第二天醒來便再沒有後

果。其間他喜歡了隊裡一女同事。她喜歡法國詩及鋼琴。他

用這循環日子改變了自己 ，變得有愛心去幫快要餓死的老

人。學會了一手鋼琴。也會朗誦法國詩。當他的人生態度改

變了，一覺醒來明天便來臨了。大雪也停了。 

這一部笑片，用現在的情況來再觀看一次意義甚深。三

藩市的搶劫百貨公司的壞人，完全不怕會有後果 。美國政局

不管那派執政，社會情況日復一日重覆著。美國政治舞台的

主角都是在重覆。Ground Hog Day這部電影給我的啟示便

是，如果我們本質及生活方式不改變。這疫情的日子不會過

去。社會的本質我們改變不了。但是我們可以改變生活方式

和心態，增強身體抗疫能力去保護自己，而不是坐著等病毒

消失。

誰是環保先鋒？
宗棠 79 榮社

前幾天在新聞上看到，某品牌咖啡室呼籲最好自備杯子,

或以後要交押金借杯子。 這使我聯想小時候在香港就已經有

這樣做過。那時候去士多買汽水，通常就站在汽水箱旁邊，

喝完把汽水樽放在汽水箱面便離開。偶而想帶一兩瓶回家，

便要收取押金。

我總覺得我們中國人是環保先鋒。 還記得小時侯家

裏叫外賣，餐館用碗碟盛著菜送來，吃完打個電話, 就有人

過來收盤碗的。 也有出外買豬腸粉或豆腐花,都是自己帶碗 

碟的。 

有一次跟廖芷瑩學長交換心得，她提及小時候在外面看

見有人賣金魚，裝著金魚的居然是已經除去烏絲的電燈泡。 

她亦記得小時候每次聽見有人叫「收買爛銅爛鐵」，很雀躍

的把已準備好的「爛銅爛鐵」拿出去，為的是換取幾粒啄啄

糖。收買人會視乎「價值」而定啄啄糖的大小。她又提到小時

候跟大人去買菜， 每人都會自備買菜籃， 那有什麼膠袋。賣菜

賣肉的就用水草來扎一圈， 他們扎得又牢又緊，從不會散開

或跌到一地都是。 

剛到美國的時候，覺得在學校用的紙很白很漂亮，小時

候都會買一些叫做拍紙簿來做草稿紙，那些紙質現在想來明

顯是再造紙。而看見在美國的同學們在紙中間寫幾隻字便丟

棄，哪像我們，在紙的前後，角落都寫滿。 

記得小時候每年都會去買一隻新的膠杯用來刷牙用的。

來了美國之後，聽見很多人說他們刷牙的時候不用杯裝水，

只是讓水喉一直開著直至刷完牙。難怪從前曾有報導，美國

人刷一次牙用一加崙水。這個我從前在香港想都未想過。 

有住日本的朋友告訴我，有人開車收集舊報紙，當他拿

報紙出去回收時，工作人員會送他兩卷再做衛生紙。挺有意

思！現代人環保意識比較強，但出發點似乎有俱別，無論節

約，環保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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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社鑽禧
岑伯康

前言: 

一 正值春回大地, 旭日高升, 萬象更新, 欣欣向榮, 

 而「旭之賦」則應鑽禧之運而生。

二 賦樑值入「旭社鑽禧」四字真言。

三 參考唐朝杜甫之「曲江賦」(押韻)。

四 此賦言及培正校訓「至善至正」,意義深刻, 源遠流長。

五 跟從正善方針, 社會得以蒙福, 國家富强。

  旭之賦　(古韻)

 岑伯康(適康)撰

 於加拿大 多倫多

 

旭暉萬象耀乾坤
社稷蒙福正善跟
鑽研勵進循師導
禧年歡聚頌師恩 

注

一: 耀乾坤句,乾坤乃屬於兩卦名, 今借喻為「天地」之意。

二: 培正校訓「至善至正」是與人類福祉, 是息息相關的。  

 例如樂善好施, 而「施比受更為有福」。又如積善成德,  

 必有後福。

三: 正善的反面, 就是邪惡。 若然邪惡當途, 則是草菅人命,  

 悲慘之極。 翻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實, 邪惡軸心國(德 

 國 , 義大利及日本), 殘忍之極,慘絕人寰。 但最後戰敗 

 投降。

四: 至善至正之意義－若果翻閱整本聖經, 從來是未提 

 及過「至善」與「至正」之四字真言。 然而, 那位仁兄, 

 却引用舊約兩節經文, 分別言及「善」與「正」。 隨後經 

 校董會通過, 成為創校校訓。這是强辭奪理的「宗教」 

 與「學術」的掛帥, 本人希望將其澄清分別出來。容後用 

 另一文章解說出來, 見諒。

級社消息

2022.02.02 昕社網上團拜
徐兆敏

過去兩年疫情橫行，大家分處世界各地都未能聚首，剛

剛的2021年香港培正同學日，將2020年取消的級社慶典和

2021年級社們合辦，但合照相多戴口罩，銀禧級社1995年健

社和1996年頤社，更是無奈，昕社社友台上合照，有拿下口

罩，証明各位身體健康，六十多歲才是中年，無懼限聚令，

哈哈!

今天香港第五波疫情，繼續努力清零目標，真的多謝。

N年前，阿拉伯人發明，零的概念, 和昨年祖國發明的動態清

零，培正數學堂又有新教材。可惜，準備三年的第六屆 2021

年台北世界同學日，推遲了一年，但是也最終暫停，香港師生

回港要隔離十四天(之前廿一天) ，誰能成行，入境台灣，又

要七天隔離，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希望如王知健社長所

願，2025年畢業五十週年再聚。 

網上聽到梁顯榮同學的隔離心得，如何看書打發時間，

近年外地流行的書有“Red Loulette” and “Red Handed”，

再次感謝羅艿萱和余俊傑同學，付費和主持。

出席者43位

羅艿萱伉儷、葉啟恩、梁璟意、余俊傑伉儷、王知健、

王麗瑛、曹志鵬、印憶恒伉儷、鄺超群、何建宗、馮劍勵、

柏志海伉儷、陳同、梁顯榮伉儷、陳錦淞、徐兆敏、余志

威、 許以豐、樂天玲、劉漢祖伉儷、王英偉、馬家鳴伉儷、

許天鴻、郭蔭庭、鍾志豪、劉達榮、梁仲剛、蘇靈超伉儷、

岑淑雅、陳建源、羅榮健、陳焱、王犇、梁艷容

 徐兆敏, 前悉尼同學會會長, 2022.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