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同學會消息

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

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通訊
李文田（輝）
紐西蘭奧克蘭同學會實在多謝這裡的同學對本會的支
持，紐西蘭是一個很細小的國家。從前和現在很少同學移民
到這裡，現在甚至己經有些同學，住了一段時間己回流到原

地方，或再移民去澳洲。培正畢業生，多數去英美加澳洲留
學，到紐西蘭留學簡直鳳毛麟角。這裡的同學很少只有30
多位，有些同學因工作關係，很少參加同學會聚會。所以參
加聚會的人越來越少，可能有一天奧克蘭同學會無形消失。
當然希望這事情不會發生，在奧克蘭有培正同學會組織，我
感覺很有福氣，希望同學都能積極參加同學會，繼續發揚培
正紅藍精神。在這裡借少少篇幅報告奧克蘭培正同學會的情
況。去年2009年分別在 2月28日、5月9日、7月18日、9月
26日和12月20 日舉行了五次同學會聚會。 平均每次都有28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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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坐者：黃超衛（明）；後排左起：唐世耀（匡）；寧國清（輝）；
張韻（偉）；李文田（輝）

左起：何倩儀（勤），張景富（偉），張韻（偉）

左起：張韻（偉），張潮彬（磐），簡惠貞（建），李福運夫人，李
福運（光），繆少娟（昕），雷秀英（昕），雷秀英公子，徐德輝
（耀），葉棣章（正），張景富（偉）

第一次同學會聚會，於2月28日在 Newmarket 羊城酒家
舉行。這次參加聚會成人連同小孩共28人，參加聚餐者有：
張潮彬（磐）
、簡惠貞（建）
、黃超衛夫婦（明）
、張韻（偉）
、
張景富（偉）夫婦、莫澤生（明）
、郭石仰（偉）
、黎庶欽
（偉）
、唐世耀（匡）夫婦、李文田（輝）夫婦、李福運（光）
夫婦、鍾捷華（光）
、林元龍（真）
、徐德輝（耀）
、繆少娟
（昕）
、雷秀英（昕）
、周端芳夫婦和小朋友、何綺玲（賢）
、
王永和女朋友、孔碧虹（義）。這次聚會，我們以為找到一
間清靜適合的餐館聚會，但事後有些同學反映，拍車成問
題，過馬路不方便，而且都是很嘈雜。相信今後會改回在中
區酒樓舉行。
下面報告培正同學會消息：
培正母校始建於1889年11月28日，2009年適逢建校120
周年，故本會訂2009年11月28日（星期六）為2009年度香港
培正同學日。是日舉1954年級匡社畢業小鑽禧慶典，1959
年級光社畢業金禧慶典 。
2009年11月29日（星期日）為澳門培正同學日
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為廣州培正同學日
2009年3月20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
認定廣市培正中學對「培正商標擁有在先權利，撤銷廣東培

左起：倫碩軒（啟）；李文田（輝）夫婦；寧國清（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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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保持直屬關係，但隨着教育政策朝令夕改，政府已經沒有
政策讓私立小學轉型為津貼學校的做法。
消息人士透露，校監何建宗於會上指出，他對培中未來
發展沒有明確立場，會通過交流大會繼續收集各界意見。他
提出，培中未來可循兩大發展方向，轉型為直資或維持津貼
中學，但他憂心培中轉型為直資中學後，教師會因薪酬問題
而出現流失，原本已佔學校總開支七成的教師薪酬、校舍維
修及保養等開支亦會為學校財政構成沉重負擔。
有關「培正一條龍」
，在培正網站http://www.puiching.
org 「一條龍討論區」可以讀到很多同學對一條龍的兩方案

正學院（原民辦培正商學院）搶先註冊的第 1475419 號「培
正」商標。4月2日在廣州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此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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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第二次同學會例會，又是會員大會，於2009
年5月9日中午12時在Remuera中區大酒樓舉行，出席同學
共二十位：張潮彬（磐）
、簡惠貞（建）
、黃超衛（明）
、莫澤
生（明）
、黎庶欽（偉）
、何志強（誠）
、唐世耀（匡）
、黃國
欽（瑩）
、李文田（輝）
、蔡曉初（輝）
、李福運（光）
、葉棣
章（正）
、何倩儀（勤）
、林元龍（真）
、徐德輝（耀）
、李尚次
（耀）
、繆少娟（昕）
、雷秀英（昕）
、周端芳、孔碧虹（義）。
下列是週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1. 道歉 Apologies 未能出席：張 韻、張景富、黃興輝、
林衛華、葛菁、何綺玲
2. 會長簡單報告2008年一年來聚會情況，2008年共舉
行五次同學會，有二次午餐，三次晚餐。
3月29午餐參加人數最多有38人，有何志強學長講
笑談經濟。在6月28日，最少一次亦有24人參加，是日舉行
四川賬災救災運動，同學們對這次運動都很熱烈支持。在12
月13日慶祝本會成立十週年和慶祝聖誕節，有33人參加。
那天晚上，我們有交換禮物和抽獎，當晚有簡惠貞同學報告
回港探訪培正中學情況，同學們都盡歡而散。
3. 財務報告 Finance report 唐世耀學長報告。大會通過
一年財政年結表
4. 選舉新一屆職員 Election of officers of the committees
由林元龍同學唱票，徐德輝同學寫票，繆少娟同學監票。結
果選出李文田、唐世耀、張韻、徐德輝、何志強五位同學為
新一屆職員，任期二年，直至2011年。
5. 臨時動議 General business
6. 閉會時間 下午二時
下面報告培正同學會消息：
香港培正同學會在 2009 年 6 月 25 日召開培正人交流大
會：培正一條龍的兩方案下列一文刊登在星島日報2009年
06月26日。培正逾 百 校 友 商 討「 接 龍 」
（星島日報報
道）培正同學會百多名校友昨於培正中學召開「培正人交流
大會」
，商討「培正一條龍」問題。培正中學校監何建宗、培
正小學校長李仕浣及培正中學校長葉賜添均有出席大會。
會後，培小及培中校長均表示，現時培正面臨斷龍問題
是「政府的錯」
，源於七十年代初政府讓私立小學與津貼中

張潮彬教授（磐）講述入培正讀書的經過

前排左起 ：簡惠貞（建），張潮彬（磐）；後排左起 ： 唐世耀（匡），
徐德輝（耀），何志強（誠），李文田（輝），張韻（偉），李尚次（耀）

李文田（輝）會長 頒發榮譽會員証書給張潮彬（磐）學長

左起： 張潮彬（磐），簡惠貞（建），張 韻夫人，張韻（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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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和一小孩、周端芳夫婦、孔碧虹（義）和二小孩、倫
碩軒（啟）。我們先唱校歌，徐德輝（耀）同學感恩謝飯祈
禱，飲茶一開始，檯上便推滿了各式各樣點心，同學們盡
情享受，一面進食，一面很愉快交談。到了將近完畢我們
舉行補選文書職位, 結果選出李尚次（耀）同學為文書。跟
著由李文田會長頒發榮譽會員証書給張潮彬（磐）學長。
張潮彬（磐）學長是1941年磐社。1967年2月全家來到紐
西蘭奧克蘭定居，因為張學長德高望重，對同學會起了很
大影響力和他對培正中學熱心捐助，頒發榮譽會員証書
完畢，由張潮涁講述他自己「我如何能夠進入培正中學讀
書」。時間差不多，聚會完畢。我們各人互相道別回家。

的意見和看法，如同學對「培正一條龍」有寶貴意見，可去
信培正同學會提出。
2009年6月4日星期四晚上舉行新職員會議：
選出本屆新職員職位：
會 長：李文田（輝）
副會長：唐世耀（匡）
財 政：徐德輝（耀）
康 樂：何志強（誠）
文 書：空缺
張韻學長提出辭職，經過挽留，張韻學長堅持辭職，
最後職員會接納張韻學長辭職。空缺文書一職，會在7月18
日星期六同學會聚會時補選出，關於香港堷正辦學一條龍問
題，在二方案中，職員會通過選擇方案一（一條龍方案）。
職員會通過授予張潮涁學長為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永遠
榮譽會員，並送一紀念品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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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度 第 4 次 同 學 會 例 會， 於 9 月 26 日 星 期 下 午
十二時在Remuera中區大酒樓舉行聚餐，參加聚會成人28
人小孩5人共33人，那天參加聚餐者有：張潮彬（磐）
、
簡 惠 貞（ 建 ）
、 黃 超 衛（ 明 ）夫 婦、 張 韻（ 偉 ）
、張景富
（偉）
、黎庶欽（偉）
、何志強（誠）
、唐世耀（匡）夫婦、李
文田（輝）夫婦、李福運（光）夫婦、鍾捷華（正）
、黃興
輝（真）夫婦和朋友、徐德輝（耀）
、李尚次（耀）
、何倩
儀（勤）
、林衛華（曦）
、葛菁（德）夫婦和二兒女、孔碧
虹（義）和二女兒、周端芳夫婦和二位朋友和一小孩，聚
餐開始我們照往常習慣由徐德輝同帶領唱校歌和感恩謝飯
祈禱。林衛華（曦）
、葛菁（德）夫婦和二兒女，因工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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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第三次同學會例會於7月18日在中區酒家舉
行，這次參加聚會成人連同小孩共31人，參加聚餐者有：
張潮彬（磐）
、簡惠貞（建）
、莫澤生（明）
、黎庶欽（偉）
、張
韻（偉）
、張景富（偉）
、何志強（誠）
、唐世耀（匡）夫婦、
黃國欽（瑩）夫婦、李文田（輝）夫婦、寧國清（輝）
、李福
運（光）夫婦、鍾捷華、葉棣章（正）
、何倩儀（勤）
、林元
龍（真）
、徐德輝（耀）
、李尚次（耀）
、繆少娟（昕）
、雷秀英

黃超衛（明），黃超衛夫人，繆少娟（昕）

聚餐一角

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慶祝母校創校120周年紀念全體合照

前排左起：林元龍（真），何志強（誠），黎庶欽（偉），李尚次
（耀），黃國欽（瑩），莫澤生（明）；後排左起： 繆少娟（昕），李
文田夫人，李文田（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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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漁人碼頭會展中心舉行之120周年紀念聚餐，有160
席之多。11月30日遊覽澳門世界文化遺產歷史城區。在廣
州慶祝培正創校120周年紀念，在12月 4日穗校開放日，舉
行校史文物，攝影，書展展覽。下午2：30舉行慶祝培正創
校120紀念會，晚上7：30「花萼相輝培正，培正創校120周
年暨何安東基金頒獎音樂會」
12月5日上午10：00 至下午2：
00，2009世界培正同學日大公宴席設廣州香格里拉大酒店珠
江宴會廳有139席之多，下午2：30世界各地培正同學會會
長會議，5：00至9：00世界培正同學日餐舞會在香格里拉
大酒店二樓蓮花廳舉行，12月6日廣州新建設一日游。
飯後抽獎開始，由張韻前會長送頭獎名貴禮物一份，由
徐德輝同學抽出。二獎獎品由現任會長李文田送出七位禮物
結果由唐世耀、黃超衛、張韻、郭石仰、林元、李尚次和寧
國清抽出，抽獎完畢，交換聖誕禮物開始，每位參加者都得
到一份聖誕禮物。增加晚會高興氣氛，我們在快樂氣氛中結
束晚會，到2010年再見。
2010年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職員
會 長：李文田（輝）
副會長：唐世耀（匡）
文 書：李尚次（耀）
財 政：徐德輝（耀）
康 樂：何志強（誠）

係，暫遷往香港定居，在此恭祝林衛華同學事業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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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度第 5 次同學會例會，於 12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在Remuera中區大酒樓舉行聖誕聚餐和慶祝培正
創校120紀念。今次同學聚會改在星期日，特別為了平時做
工的同學。時間將到，各同學陸續到來，手中都拿著一份
聖誕禮物交換。參加聚會有21人。那天參加聚餐者有：張
潮彬（磐）
、簡惠貞（建）
、黃超衛（明）夫婦、張韻（偉）夫
婦、郭石仰（偉）夫婦、莫澤生（明）
、唐世耀（匡）夫婦、
李文田（輝）夫婦、寧國清（輝）
、李福運（光）夫婦、鍾捷
華（正）
、徐德輝（耀）
、李尚次（耀）
、林元龍（真）
、繆少娟
（昕）。因為聖誕節將來臨，大家齊高歌一曲平安夜，繼由
徐德輝同學感恩謝飯祈禱。
跟著由李文田會長簡單佈告他在廣州、澳門及香港參加
培正創校120周年紀念之盛事和活動，簡述如下：在香港慶
祝培正創校120周年紀念有舉行學術講座，福音佈道會，感
恩崇拜等，11月28日舉行香港培正同學會2009年同學日大
會，晚上慶祝創校120周年校慶聚餐，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
會舉行宴會，有273酒席之多。
澳門培正母校在11月29日，舉行各樣慶祝，有感恩崇
拜，參觀校園及各展室，舉行澳門培正同學日暨級社慶祝，

李文田（輝）會長頒發獎品給張韻（偉）學長

簡惠貞（建）報告張潮彬（磐）和她回香港探望母校情況

「我如何能夠進入培正中學讀書」
張潮涁（1941磐）
立奧克蘭培正同學會。那時組織簡單，在其中一次聚會中，
同學們用舉手方式選出一人擔任會長，統理一切大小事務，
並無屬下職員。至於同學會有組織的正式成立，則是在1999
年4月24日召開同人大會，正式投票選出第一屆的會長、副
會長及屬下三位人員掌管司庫、司數、文書、康樂、聯絡等
事務。由1970年代後半期最初成立簡單的同學會時起算，
至今已有三十幾年的歷史，經已走過了一個漫長的道路，首
任會長劉惠勤同學，繼後的會長有張韻同學、張景富同學、
李文田同學。經過佢地艱苦經營，今天已發展到有三十幾個
到四十個會員。這樣的成功，固之然是由於各會長的英明領

首先我要多謝李文田會長及屬下的全體職員，頒發
給我一個咁隆重的榮譽以及珍貴的紀念禮物。我本人自問
無德無才，對於這樣巨大的嘉獎，真係卻之不恭，受之有
愧。同學會對我實在係過份的讚賞。
我係在42年前，即是1967年2月全家來到奧克蘭，當
時定居在奧克蘭的培正同學並不多，只有幾名，彼此之間
并沒有相聚，後來經過好幾年後，大約可能是 1973 年開
始有聚會，那時人數仍不多，聚會飲茶或食晚飯時，少則
六七人，多則八九人，一圍檯已可以夠坐。那時仍無同學
會的組織，直至到1970年代的後期可能是76、77或78才成

70

各地同學會消息

第一選擇。1938年夏天，抗戰發生了已經一年，我在澳門一
間學校讀完初中三。由於戰亂關係，我沒法有資格取得初中
畢業文憑。所以我是有初中三的程度而無初中的畢業証書。
1938年 7月份培正已在盧家花園內開始設有辦事處，並在報
上登出招生廣告。在七月初的某一日，我自己一個人，年
齡15歲並不認識培正內任何人，去到培正的辦事處，辦事
處是一個大廳，設有大約五、六張寫字檯，我見到一張寫字
檯。上面寫著招生報名處。當時檯上有一位職員，我向他查
詢，我說我想報考高中一，第一件事，他向我索取我的初中
畢業証書，我說：我沒有初中畢業証書，但是我想用相當程
度的資格去投考，那職員說：我們不接受用相當程度資格的
人來投考入學試，當時我知道國民政府有相當程度投考的辦
法的規定。但是我只是一個15歲不大不小的學生哥，不可
能跟那職員辯駁。只能垂頭喪氣回家，亦都不敢向家長講這
件事。自己認為絕望無緣能入讀培正，因為連報名都被拒
絕。當時我自己想一下，即使讓我報名，我也不一定能進入
培正，還要經過入學考試。第一關是報名，第二關是考入學
試。要打通兩關才能入讀培正。現在連第一關的門口也閂起
來，入讀培正成為絕望，其實那職員說他們不接受相當程度
投考入學，就是違返國民政府的規定。我相信可能是那職員
不知道國民政府有以相當程度去投考的規定。這件事發生在
1938年7月初的某一日，剛好是71年前，七十一年過去的時
間不短，雖然是往事如煙，但是記憶猶新，直到了今天仍深
印在我的腦海中。
經過大約一星期之後，我自己忽然靈機一觸，不如再
去培正辦事處，再試一下，可不可以得到報名。於是再去培
正辦事處，找到那張寫字檯，但是檯旁的椅子無人坐。後來
有一個職員走過來，那人並不是上次我見過的職員。我當然
不說我在一星期前被拒絕的事情，只是說我來報名投考高中
一，我沒有初中畢業証書，只是以相當程度來投考，那職員
說可以接納我的報名投考。這回總算是有一些運氣，馬上交
報名費（大約是$5.00）
，後回家，等待高中一的入學考試。
培正遷校澳門1938年的那個夏天，不愁缺乏學生，很
多沒有跟去鶴山的學生，在其他學校借讀，紛紛回流培正。
這些學生不必經過考試，就可以入讀，因為他們仍算是培正
舊生。另一個原因，是培正中學可以收寄宿生，培正利用盧
家的大宅用作宿舍，家在香港的學生，可以寄宿（雖然名額
不會太多）。培正當時對於升入高中一的學位錄取，比較嚴
格一些，雖然我是以相當程度而被取錄，但是我知道不少
人具有初中畢業証書亦不被取錄，嚴格取錄是有理由，因為
高中是最後的階段，學校的名譽取決於高中畢業生將來的成
就。所以收取程度較好的投考生。這就是我如何能夠進入培
正中學讀書的古仔。以下還有一些下文，讓我多花一分鐘時
間講下。
1938 年 9 月開課時，高中一有四班，名為甲、乙 、
丙、丁班，我當時被編入丁班，班上約有40名學生，到了
上學期結束時，學校當局在丁班選取了四個學生（我是其中
之一）
，說下學期你會被編入甲班，當時甲班算是最好程度
的一班，以後我都在甲班讀到高中三畢業為止，甲班學習風
氣好，教學認真些，這就尊定了我以後升入大學的一個良好
基礎。這是我人生教育過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現在結束我的
陳述，多謝各位花了寶貴時間來聽。如果我所講的地方有不
正確之處，希為指正。
2009年7月18日於紐西蘭的奧克蘭

導及其屬下職員的辛勤服務。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各會員的擁
護和支持，而擁護和支持的實際行動，就係來參加聚會，以
我本人來講，我總會盡法來參加每次的聚會，除非身體不
適，有時碰著同學會開會的日期和我其他約會有相撞，而那
個約會也是十分重要，那麼我和我的太太兩人分開去應酬，
一個去培正同學會的聚會，一個去其他的約會，所以我十分
希望各位同學設法多多參加同學會的聚會，這是我對各同學
的最大期望。
今次我想趁這個機會講一下我個人最初時與培正的關
係，題目就是「我如何能夠進入培正中學讀書」。對於一般
人來講，在通常情形之下，進入培正中學讀書，不外是報名
考試，考試合格之後，便能入讀。但是我的情形比較複雜一
些，首先我要說的就是我在培正只讀了高中的三年（高一到
高三畢業）
，在此之前，我和培正沒有任何接觸。但是為了
能夠入讀培正，並非一帆風順，在嘗試進入培正的過程中，
我經過失望、挫折，甚至被拒絕。好彩最後還是能夠被培正
錄取，這是我到了今天還是萬分感謝培正，所有情形發生，
有些離奇曲折。我想敘述一下，請大家以輕鬆的心情，聽一
下我講下面的故事。
1937年7月7日發生蘆溝橋事件，中國對日本全面抗戰
開始，7月底，北平天津淪陷，華北很多地方被佔領，五星
期後，到8月13日，日本人在上海製造一些藉口，出兵進攻
上海，開辟了第二個戰場，在上海及其附近，中國軍隊英勇
抵抗，打了三個月，然後在十一月撤退出上海戰場，廣州因
為處於南方，戰火沒有即時蔓延到廣州。廣州是在一年零三
個半月之後，於1938年10月21日才被日軍佔領。但是7,7開
戰後不久，日本飛機對中國較大的城市實施轟炸，造成重大
傷亡，廣州不能例外，廣州培正中學怱怱忙忙決定遷到鶴山
縣城，唯一好處就是鶴山縣城沒有日機空襲。但是鶴山生活
條件較差，學生跟隨入鶴山的並不是大多數，很多學生仍然
留守在廣州或香港在其他的學校讀書。當時國民黨政府，因
應時勢，對於教育事業訂出了一些特別措施。其中對學生影
響最大的有兩項：
（壹）
：借讀（只適用於中學，大學沒有借讀）的制度。
借讀就借其他學校來讀書，你仍然算是原來的學校學生，舉
一個例來講，有一個學生，在1937年夏天在培正讀完初中
二，佢沒有跟隨培正到鶴山讀初中三。這個學生在廣州市立
第一中學讀初中三（簡稱市一中）
，在市一中讀完初中三之
後，他領取到的是培正初中畢業証書，不是市一中畢業証
書。
（貳）
：相當程度（也叫同等學歷）
，可以投考中學及大
學，但相當程度所收學生只能不超過10%（十分之一）
，相當
程度就是不必繳交証書証件。中國第一位獲諾貝爾獎得獎人
楊振寧先生，也是以相當程度考入大學，根據我買了楊振寧
傳的一本書（書是另外兩人寫，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在
這本書第19頁紀載，楊振寧先生是在1939年以同等學歷考
入了當時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
話又說回來，培正中學在鶴山，到了1938夏天，培正
決定放棄鶴山，遷校澳門，因為當時培正在澳門租到了一個
理想地址，就是盧家花園，原本是澳門一個富商的住宅，地
方寬大，有園林，荷花池景色，空地也多，可以蓋搭課室、
實驗室、籃球塲、飯堂、禮堂、圖書館等等設備。當時澳門
是葡國殖民地，沒有日機空襲的顧慮。而我的家住在澳門，
聽聞培正是一間很有名氣的中學，所以培正便成為我升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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