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同學會消息

澳洲悉尼培正同學會

•悉尼培正同學會•
今日，十月廿十日，我們一班新職員，第一次跟各位正
式見面，在我右邊有副會長區文成同學，
（1981年勁社）
，從
事電腦行業，我們同學會的綱上活動，由他負責，他跟各位
網上聯絡最多，能夠盡量環保，及快速傳達同學會資訊，今
晚，送出來的問卷調查，也好讓副會長更新資料，也是辦好
活動的第一步。
張淑明副會長（1966 皓社）
，有着她在音樂上的天賦，
和樂觀性格，一定能使同學會充滿歡樂，同時她每次出席，
都帶同外藉 partner，Terry Paterson 來被我們染紅染藍，
Welcome Terry 。
陳震威同學（1978 英社）
，是本市知名公正律師，他擔
任文書和財政兩份工，但為要證明他的辦事能力強，我想由
他再擔任同學會的法律顧問，又將來你們交來的自敘文，會
由他校對，及中文打字。
記得，在培正上作文堂，老師看來特別清閒，坐在台上
看書，我們要在45分鐘後交卷，中二時，羅曉梅老師要我班
馬騮頭，作一個題目，
「豈有此理」
，我便將這種不平等，寫
在紙上，將心中的不滿，舒發出來，你估我有幾分，竟然有
九十分，培正的老師就是這樣特別，引導各人的自發性，所
以，培正能夠成為名校又人材輩出。去年，我們同學會中間
的羅乃萱同學（1975 昕社）
，算是爬格子，其中佼佼者。
財政方面，我先要多謝李世洪學長（1966 皓社）
，和羅
慧莊同學（1975 昕社）
，他們雖然未能出席今晚聚餐，但分
別贊助100元和200元給同學會，我相信再加上在座各位的
贊助，一定會變成富貴同學會，但財政必須有透明度，所以
每一個月的職員會，都會做
一份 update 財務報告，以下
我 介 紹， 區 尚 勇 學 長（1966
皓社）
，今次他做聯絡和總
務，又是能者多勞，他曾任
同學會財政三十年，由他協
助陳同學一起做，我想大家
可以安心。
兩位區同學的運動細
胞，要算在培正馬騮頭的遺
傳 工 程 上， 對 所 有 球 類 招
式，都有板有眼，他們會擔
任我們問卷的乒乓球，羽毛
球，網球及高爾夫球活動第
一和第二把手。
最後，我介紹我們的酒
仙， 鍾 明 生 學 長（1957 輝
社）
，這一回，他負責康樂，
大家對他抱有最大期望，因
我做同學會會長定下很簡單
的目標，以歡樂和關心，支
持紅藍精神，薪火相傳。鍾
學長，曾在職員會上，提出

會長
心聲

BBQ的idea，這個項目是在問卷調查中，排名第一，但如何
取得場地Putney Park的燒烤爐，食物如何準備，交通安排，
贊助商，天氣不佳Plan B 等等，鍾學長一力承擔了首二項，
他不怕早上七時去佔爐，預備過百人的食物，所以，各位當
你們明年接到請柬，可能是週半，幾個小時的 BBQ 活動，
但幕後的汗水，請大家鼓掌及盡量出席。
談了這樣久，你們可能想聽一下，我對人民幣升值，又
澳元對美元，股市會否下滑的看法。但我想再多謝，幾位重
量級人士，我們的 PP馮玉基學長（1951 明社）
，李桂榮學長
（1956 瑩社）和葉喬生同學（1976 敏社）
，他們經營同學會
三十多年，做到薪火相傳，交到我手中。培正能成為著名學
府，經過一點一滴的歲月累積，同學會在外地，發揮學校的
紅藍傳統，校風就能芬芳四溢，回饋母校，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
悉尼培正同學會 徐兆敏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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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HKPCAA,
As the new president of SydPCAA, I joined our senior
members Yum Cha meeting, which was fixed on every Tuesday
of 1st and 3rd week of the month. Amid, you were charmed
into submission by that infectious red and blue spirit. They
all enjoyed their gilded time in Pui Ching. They are just part
of Pui Ching and SydPCAA history. They are distined to be
remembered. My respond is to make personal profile for each
SydPCAA members, whom submit their own draft.
I do like to list some of the activities, that I planned to do with
my committee in coming three years.
Dancing night
Short trip- abalone site
Bridge competition

Ma joh competition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Golf camp
Fishing camp
HikingBBQ
Co-school program: HKU, CU golf Tour
Co-program with MelbrounePCAA and CanberraPCAA
The upcoming Coronation is set on 4th December, 2010. Any
special tradition or gifts that we need to follow. Please advice.
Also a gift to Past President, Yip KS,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in HKPCAA shop ?
Best regards
Benjamin Chui, President of SydPCAA

台灣培正同學會

台灣培正同學通訊
一 . 一九三五覺社蔡惠強同學於2010年4月25日在台北
逝世，享年九十三歲，蔡同學是海軍中傑出培正將領之一，
曾任少將艦長，海軍總部通信處長等要職，退伍後在台灣北
部購置果園，曾招待校友們作一日遊，熱心會務。五月七日
舉行公祭儀式，同學會會長劉安乾偕李用彪（海軍中將）
、
李念章、曾耀民等代表前往致敬。

二 . 朱祖明同
學（53 誠 社 ）擔 任
台灣建築學界領
導，近年來對團結
全球華人建築學
界、兩岸交流、及
爭取台灣建築師到
大陸執業貢獻甚
大。
三 . 三月二十
日劉安乾會長和他
的母親大人及鋒社
鍾榮凱夫婦聆賞台
北市國樂團一場
特別演出「幻影迷
情」音樂會，大陸
名二胡演奏家丁紅
梅教授主奏另有中

鋒社鍾榮凱（中）獲「公關成就獎」與其他得獎人合照

鋒社鍾榮凱（中立者）與兩岸交流學者合照

鋒社鍾榮凱在兩岸公關研究會致詞

劉安乾會長（右穿紅衫者）踼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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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名家搭配演出，團長鍾耀光（74基社）親切接待。
四. 劉安乾會長是足球健將，代表台灣隊參加華人中年
人的「爸爸亞洲盃」
，成績輝煌。五月三至五日在台北賽，
有上海、菲律賓、香港等隊參加。
五. 五月份有多位校友生日，同學會特在月會中為他們
慶祝生日快樂，壽星名單：曾耀民、薛誠義、余宗就、吳國

儀、繆雷鳴、譚仲錕等。
六 . 43鋒社鍾榮凱太太李兆璋女士當選本年度台北「模
範母親」
，於母親節接受市府頒發獎牌。
五月十五日台灣第八屆傑出公關獎典禮中鍾同學獲得
「傑出公關人終身成就獎」表揚其四十餘年來在公關教育及
服務業界的努力；六月十一、十二日鍾同學協助促成的兩岸

朱祖明率台灣中華全球建築學人交流協會參加與大陸中國建築學會
於吉林省長春市共同舉行之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建築學術交流會，由
吉林省長春市書記高廣濱接見朱同學夫婦

台灣大學數學系第二屆丘成桐中學數學獎頒獎，丘成桐教授
（左二）與銀牌獎李屏（左一）、金牌獎胡晉傑（右二）、銀牌獎
林毓暄（右一）等合影。

在長春市舉行海峽兩岸建築學術交流會於2010年5月23日舉行之
全體照，中座淺衣紅領帶者為朱同學

2009件12月12日兩岸建築學術交流會，右三為台灣之中華全球建
築學人交流協會理事長朱祖明同學，右一為台北市都市發展局局長
丁育群，左三為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周光宙

2010年8月14日例會出席者：朱偉明、周伯乃、曾昭穎、曾耀民、
李念章、朱祖明夫婦、繆雷鳴夫婦、張弘弢夫婦、包金城夫婦、
劉安乾及母、鍾榮凱夫婦、鍾榮凱之女邁安及外孫嚴士欽

八月七日誠社藍之光嫁女致謝詞，站後是新郎謝建成先生及新娘
藍心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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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學者交流研討會在台灣世新大學舉行，主題是「數據化
傳播的時代」
，與會者有來自北京、上海、青島、武漢、江
西、杭州、廣州、香港及台灣學者百餘人。
七. 66皓社丘成桐同學，世界級數學家，現任台灣中央
研究院院士，得獎無數，六月六日又獲台灣成功大學贈榮譽
博士學位。七月十日又主持第二屆丘成桐中學數學獎頒獎典
禮。
八. 台灣校友聯誼會成立四十餘年，會員遍及各行業，
歷年來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六都舉行茶叙，歡迎在台或路過校
友及其親友一齊參加。地點在台北市長春路二十六號二樓
「雅苑粵菜海鮮樓」
，電話：2543-5513，除了月會之外，每

年十一月另有特會歡迎港澳培正畢業來台就讀大學院校的新
生，這些同學每年都有二、三十人，分別到北中南部入學，
畢業後有的留台工作，有的向海外發展，都有傑出表現，發
揚紅藍光榮。
九. 誠社同學藍之光，名建築師，本會前會長，其愛女
心明於八月七日在台北國賓大飯店與謝建成先生舉行婚禮，
軍政商學界嘉賓雲集，我校友到場致賀者有劉安乾會長及
母、曾昭穎、曾耀民、李念章、朱祖明夫婦、包金城夫婦、
盧保漢、鍾榮凱夫婦等。
十 . 八月十四日例會出席人數熱烈，包括歡迎「培正之
友」朱偉明、文藝家周伯乃老師等。

各位親朋好友：
最近5月22-29日率中華全球建築學人交流恊會到
東北長春及長白山以及到上海與中國建築學會作海峽
兩岸建築學術交流活動及順道旅遊，見聞收獲良多，
現附上照片數張與大家分享。
（第1集）
     朱祖明

長春市長18公里之林蔭大道

两岸參加交流會之大合照

朱理事長夫婦率團會見市委書記及市長

市領導設讌之超大型圓桌

由前長春市長現任
中國建築學會理事
長宋春華、率團参
觀他在市長任內興
建之世界雕塑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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