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同學會消息

洛杉磯培正同學會

洛杉磯（羅省）培正同學會改選
ඡʼሣ̳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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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省眾老師元老前會長執委等支持 進行政府註冊會章規範化
本年二月，洛杉磯（羅省）培正同學會春節聯歡，是
晚，由潘其平（67恆社）出任十年之久的會長位置，被黃文
輝（60正社）代替。
其後黃文輝邀約居於洛杉磯的何騰駒（39鵬社）
、老瑞
麒（42 斌社）
、李美煥（44 昭社）等老師們，及元老鄺文熾
（33奮社）
、前任會長江心敏（55忠社）
、陳文珠（64協社）
、
朱念之（61 善社）
、何法賢（68 仁社）等，及張秉權（65 耀
社）
、 七 十 年 代 畢 業 之 胡 樹 群（71 剛 社 ）
、 屈 錦 樑（73 勤
社）
、梁立文（79榮社）等執委，膳聚共商日後洛杉磯培正同

學會的發展。
大家共識基於羅省的紅藍兒女達數百眾，洛杉磯培正同
學會應如三藩市、多倫多、溫哥華等培正同學會般，制定新
會章，擴大委員會分工組織，一切會務具透明度及向政府註
冊，成為具法憲規範的團體。
黃文輝會長遂向羅省各校友及執委發出公開信，於2010
年6月21日，召開會議共商進行。
是日出席者包括各老師們、元老們、前任會長們及眾委
員、校友等，議委黃文輝物式專業會計師研討進行。

加拿大亞省培正同學會

牛年新春聯歡聚餐
（融）伉儷，王羽侯
（真）伉儷，鍾兆芳
旅居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省會愛明頓（Edmonton） 夫婿楊伯馴，楊友信
（誠）伉儷，羅衍深
（昇）伉儷，傅潔炎
（恆）
的培正校友們，於 2009 年 3 月 7 日（星期六）假座「高朋滿 （誠）伉儷，馬韶銓
及夫婿，黃潤琪，李紀兆
（恆）伉儷，鄭凱文
（耀）伉儷，陳約
座」酒家（Beijing Beijing Restaurant）舉行牛年新春聯歡聚餐
修
（誠）暨夫人陳李碧
（誠）
，曾 濤
（鋒）伉儷，楊光浩
（昇）伉
晚會，當日早上，漫天飛雪，嚴冬依舊；但午後卻陽光燦
儷，鄭澤衡
（捷）伉儷，以及廣州培正學院來亞省大學深造的
爛，睛空萬里，真是天公作美，校友們喜氣洋洋，筵開五
老師：馬晶晶、廖雪紅。
席，歡聚一堂。
晚會由陳康年主持，引領大家高唱培正校歌，
「培正培
正何光榮，……永為真理之干城。」羅慧嘉會長首先致詞，
祝大家牛年身體健康，萬事勝意，並回顧一年來同學會各項
有益的社會活動。在熱烈氣氛中進行了有趣的遊戲活動及幸
運抽獎。蔡業健同學贈送紅酒一箱，佳餚美酒，盡情享用，
席間校友們頻頻舉杯，互祝牛年行好運，身壯力健，牛氣沖
天，吉祥如意。
參加敘會的校友計有：
林少懷
（誠）伉儷，周述忠
（偉）伉儷，曹學華
（鋒）伉儷，
王敏靈
（剛）
，陳惠娟
（剛）
，祝定聰
（偉）
，謝清華
（瑩）伉儷，
馬妙影
（昇）及夫婿K i ng L eu ng，顧 錚
（謙）
，蔡業健
（正）
，
譚 傑伉儷，陳康年
（昕）暨夫人陳潔明
（捷）
，羅慧嘉
（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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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浩（昇社）夫婦，馬韶銓（誠社）夫婦，陳康年（昕社）
和周衍慶（捷社）。
一行眾人在中午到達護理中心，趁長者們食午膳的時候
與他們聊天，送上鮮花，慰問各人安好。很多長者不但是老
當益壯，而且記憶力良好，一眼認出我們以前曾經到訪過。

加拿大亞省培正同學會於2009年5月9日由楊羅慧嘉會
長帶領多位校友再次探訪點城華埠護理中心，贈送鮮花給各
長者及預祝他們母親節和父親節快樂。雖然是日正是母親節
前一天，多數校友都忙於準備與家人慶祝，但仍有多位校友
在百忙中抽空前往，除了楊羅慧嘉（銳社）和夫婿外，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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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如老友相聚，談笑甚歡。不經不覺時間到了，探訪在
一片「明年再見」聲中完結。
當會長楊羅慧嘉聯絡護理中心安排校友到訪的細節時，
中心的職員說在他們隔隣的療養院，住有一位前培正老師名
叫黃允霞。所以我們便馬不停蹄，完了護理中心的探訪便到
療養院找那位黃老師。可惜黃老師的健康欠佳，說話和記憶
都有困難。本想與她懷舊一番她在培正教學時的事蹟，但我
們只能作簡單的問候。
亞省培正同學會每年都參加多項愛民頓市的社會福利活
動：例如2008年參加愛城中英雙語學校舉辦的四川地震百萬
行籌款，又為中國華中和華南的冰災籌募捐款，及到護理中
心探訪長者等……都得到各校友的鼎力支持。

•長湖郊遊日•
都時有見面，但這是黃楚珊和譚杰夫婦的首次同枱相聚，閒
話家常。這時才發現原來他們的子女是認識的，黃楚珊女兒
結婚時的伴郎正是譚杰的兒子。此一發現，引起大家一番驚
喜。吃過早餐後，隨即驅車出發到長湖。到達時已是中午 ,
當日天朗氣清，風和日麗，湖上已有人游泳、滑水、開快艇
等。顧錚為我們精心準備了各式各樣的三文治午餐，還有多
種水果，極之豐富。餐後，一起在湖邊漫步，細心欣賞四週
的湖光樹影和小孩子們在水中嬉戲的歡樂情景。時間過得很

9 月 12 日 本 會 舉 行 郊 遊 日， 目 的 地 是 位 於 愛 城
（Edmonton）以北約個多小時車程的長湖（Long Lake）。由於
本會校友黃楚珊在愛城及貝奧鎮（Boyle）都有住所，而貝奧
鎮與長湖相距不遠，所以我們便順道參觀她在貝奧鎮經營的
商店。是日上午10時正，陳康年（昕社）
、顧錚（謙社）及兒
子、鍾兆芳（誠社）夫婦、黃楚珊（昕社）
、楊光浩（昇社）夫
婦、楊羅慧嘉（銳社）及夫婿，譚杰（銳社）夫婦 一行十二
人在愛城城北商場內的食店集合，共進早餐。雖然我們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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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轉眼間就要起程到貝奧鎮，由黃楚珊親自帶路，十五分
鐘的車程便到達。黃楚珊的丈夫 Ken Chan熱情接侍我們這
班訪客。Ken是藥劑師在貝奧鎮經營一間頗具規模的商店，
店內除了有設備齊全的藥房供應全鎮居民的藥物外，亦有
衣物及各式家居用品，是鎮中的主要購物中心 .。晚上一行
人等返回愛城的「北仔記」中菜館晚膳。多位日間未能參加
的校友亦有出席晚宴。計有曾濤（鋒社）夫婦、蔡業健（正
社）
、陳潔明（捷社）
、周述忠（偉社）夫婦、傳潔炎（恒社）
和夫婿、潘志強（正社）夫婦、黃楚珊的女兒及女婿。 席間
除了品嘗美味佳 餚外，亦回味日間的行程，盡興而返。

ᜮ˱ࢬɣཋ഼̎
2009 年 5 月 23 日 本 會 校 友 響 應 加 拿 大 電 視 廣 播 公 司
CTV 的開放日邀請，參觀他們愛民頓的廣播大樓。是日上
午校友們在CTV廣播大樓集合，參加者有會長楊羅慧嘉（銳
社）和夫婿、楊光浩（昇社）夫婦、顧錚（謙社）和兒子及妹
妹、羅衍深太太，他們先後參觀了電視台的控制室、新聞直
播室、節目錄影廠、新聞編輯處等設施，電視台的節目監製
更親自講解新聞節目的製作過程，大家獲益良多，完結前校
友們與 CTV的新聞主播合照留念。

本會副會長馬韶銓伉儷快將移居卡加利，好讓他們更
容易與居住卡城的女兒及女婿相聚共享天倫，馬副會長是誠
社校友，在愛民頓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熱心會務，對各項活
動都積極參與，早前擔任本會文書一職達十多年之久，四年
前更被選為本會副會長。本會每年除了定期的聚餐及每月的
茶聚之外，亦參予社區各種不同層面的活動。例如在地區方
面，我們到本市的護理中心探訪長者，在加拿大國家方面，
我們參予加拿大電視台舉辦的活動。在國際方面，我們為
中國的天災籌款，馬韶銓副會長對各活動都提供寶貴的意見
及親自參加，特別是活動後向本市中文傳媒發放的新聞稿，
都是出自馬副會長的手筆。能使本市華人對本會有更多認
識，馬韶銓副會長實是居功至偉。如今離別在即，雖然愛民
頓與卡加利只是相隔3小時車程，互訪也十分方便 . 但大家
仍是依依不捨。2009年5月23日，本會在陳北記餐館設宴歡
送馬副會長夫婦。出席者有楊羅慧嘉（銳社）和夫婿、楊光
浩（昇社）夫婦、蔡業健（正社）
、陳潔明（捷社）
、顧錚（謙
社）
、周衍慶（捷社）
、李紀兆（恒社）夫婦、鍾兆芳（誠社）
夫婦、關頤敬（弘社）
、羅衍深（昇社）夫婦、梁營堅（匡社）
夫婦、謝清華（瑩社）夫婦、王羽侯（真社）
、傅潔炎（恒社）
和夫婿、楊友信（融社）夫婦、譚杰（銳社）夫婦。席間，馬
韶銓夫婦分別與各校友拍照留念，大家談笑甚歡，不時開懷
大笑，至九時才在一片珍重聲中互相告別。

澳洲墨爾本培正同學會
致：香港培正同學會
蕭寅定學長

關於：墨爾本培正同學會報導
蕭學長，你好！
近日澳洲維多利亞省包括墨爾砵市東北部發生山林大火，災情惨重，相信兄等也曾看過有關的
新聞報導。墨市同學只有一位（真社的黄志強）居於離災區較近地方，但幸未受影响。
現附上由嚴銘求學長撰述有關本會2008年秋於Marysville山村避靜郊遊的記述一份，及参加者合
照乙張。煩請酌情刊登於培正同學通訊及培正網頁。
耑此致謝 順候近安！
墨爾本培正同學會 陳秉麟（會長）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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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開生面的乒乓球友誼賽

何卓榮（59 光社）

墨爾本培正同學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同學會的乒乓球賽舉辦多
年，每次商定男女子的比賽以七場四勝。每場三局二勝，廾一分
制。然後男女合計總分決月勝負。今年于八月十六日下午三時至六
時在培正同學會會長陳秉麟同學崇拜的福音堂舉行。培正男子隊員
包括：李昭雄（瑩）
、嚴銘求（輝）
、何卓榮（光）
、卓壽泉（正）
、陳秉
麟（善）及陳觀群（輝）之外孫嚴君。培正女子隊員包括：張振文夫人
Margaret、李超雄夫人Wing、趙妙雅（光）
、卓徐懷淑（正）
、畢慧平
（協）等。
今次比賽相當劇烈。男子以七場四勝制進行。結果培正男子以四
比三勝了中大。女子方面因為中大人馬不齊，只可改為五場三勝制進
行。結果中大女子以三比二勝了培正。至此男女子分數雙加剛好六比
六打和。商定打一場男女混合賽以定勝負。本定夫妻隊組合，增加歡
樂氣氛。但中大提出要選擇隊中男女強手應對。結果總分七比六，中
2009年乒乓球賽培正同學會對中文大學同學會
大隊勝。比賽結束後，同往金輝酒家晚宴聯歡。
為充分備戰，培正隊員從年初開始，每月都得到領隊卓壽泉夫婦招待在他們的府上練球，故今年成績較去年大有進步。
本比賽充分表現出培正同學以友誼為第一，比賽勝負為第二的高尚體育精神。筆者特寫本文以作留念。

智郎（GEELONG）一日遊
趁着本省「長者週」優惠長者免費乘車之便，部份會友
組織一日遊，目的地Geelong是一個海港城，位於墨市之西
約一小時半的車程，它是維多利亞省第二大域市。是農牧產
品如麥、牛、羊等的輸出港，也是蜆殼牌煉油廠及福特汽車
廠的所在地。我們約定於十月七日（星期三）出發，但離出
發前三天，据天氣預測，那天將會有雨，我們還恐不成行，
幸上帝垂聽了我們的禱告，天公造美，當日天氣轉晴，讓我
們可以如期準十時在市中心的Southern Cross車站乘火車出
發。
免費乘塔 V-line 火車是一超級享受，因除舒適快捷之
外，更無查票員之威脅。我們一行14人在車上邊談笑邊吃
喝，很快便到達 Geelong 燦爛的陽光迎接我們這群紅藍兒
女，包括：領隊李國頴（銳）及夫人Margaret，張程式坤（張
振文（鋒）遺孀）
，李世平（瑩）及夫人Vicki，李國潔（輝）
、
陳畢慧瑤（輝）
、郭啟麟（光）及夫人，卓徐懷淑（正）
、陳茂
祥（善）
、陳秉麟（善）
、陳謝翠霞（真）
、畢慧平（協）
..等。
從 Geelong 火車總站，我們乘免費接駁巴士往著名的
國家羊毛博物館（National Wool Museum）参觀，我們每位
只付 $2的長者優惠門券，便得到這裡的義務員工的熟誠接
待，首先我們參觀一座1910年製造的自動構圖的織羊毛地
氈機。由專業技師，Michael開動該機並講解及示範織造一
大張彩色Ax Minster Loom Manor House地氈的整個過程給
我們知道。接着有專職導遊，Mr. Dave Westmoreland帶領
及講解館內每一項的羊毛生產及製成品的展覽。包括綿羊
的品種，剪毛、分類、潔淨、紡線、漂染、織造、柔潤…
等程序的方法和機器。原來毛絨布料的類別，如worsted及
woolen是跟據羊毛的品種，粗幼、柔滑的等級而定的。此次
參觀真是大開眼界，獲益不淺。
觀展完畢，我們進入羊毛，羊脂等產品及有關圖書的售
賣處瀏覽一會，各人已覺肚餓，於是趁便進入館內的Lamys

陳秉麟

餐廳午膳。該處地方寬闊整潔，服務周到，物美價宜，各人
都頗滿意。後來我們發現比起原定要去的「漁人碼頭」及其
它餐廳，此Lamys餐廳實在價格相宜得多。証實我們真的沒
有被「剪羊毛」。餐後我們決定步往海傍公園。
Geelong 的海濱有其獨特的風格，沒有太多雜亂的裝
飾，卻是潔淨整齊，沿岸路旁間中立着一個個彩色的卡偶
像，給這寧靜的非假日海濱增添一些活力，海傍漫步之後，
眾人齊集車站乘三點半班車回墨爾本，剛於五時之前到達，
避開了下班時人群擠迫的車站。
我們的康樂部領導，李國頴學長早為大家安排在東區，
Blackburn 的喜鵲樓吃晚飯，並預定了該店馳名的北京烤
鴨，耐火靚湯等精美菜色，參加聚餐者除大部份一日遊成
員外，還有：王端兒（剛）
、嚴銘求（輝）
、畢慧聰（明）
、周
偉南（旭）
、唐小雅（旭）
、陳畢慧瑤（輝）及其丈夫陳惠敏先
生、姚仕姻（義）與她的父、母親和姪仔……等共24人。
各人都十分欣賞當天的旅遊節目及晚餐，並多謝李國穎
學長的操心籌劃帶領。

羊毛博物館內織地氈機前合攝，Geelong Wool Musiem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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