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同學會消息

紐西蘭培正同學會

ख़ϹᙬෙКᙬ̳ነผȹ

會長李文田（輝）

李尚次（耀）
、陳華盛（捷）、周瑞芳夫婦和孫女、孔碧虹
進 入 2011 年 新 春 兔 年， 恭 祝 大 家 兔 年 吉 祥， 萬 事 如
、倫碩軒（啟）共23人。
意，闔家歡樂，身體健康，主恩滿溢，在這裡，簡單報告下 （義）
今次聚會我們舉行會員大會會議記錄如下minute
這裡同學會的消息。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在2010年舉
1）致歉 Apologies 張景富、黃興輝、何倩儀。
行五次聚會，有三次飲茶，二次晚上聚餐，平均每次都有22
2）會長報告 President’s report . 簡述如下：去年2009年
人參加。
分別在 2月28日、5月9日、7月18日、9月26日和12月20 日
2010年度舉行第一次同學會聚會於2月20日星期六下午
舉行了五次同學會聚會，有四次下午飲茶，一次晚餐，平均
12時在Remuera中區大酒樓舉行聚餐。參加聚餐者有張潮彬
每次都有28人參加，最多一次參加人數有33人，最少一次
（磐）
、簡惠貞（建）
、黃超衛（明）夫婦、莫澤生（明）
、張韻
（偉）
、張景富（偉）夫婦、唐世耀（匡）夫婦、李文田（輝） 亦有21人參加，因為有幾位同學出國旅遊所以參加人數較
少，那一次在2009年12月20日舉行，慶祝聖聖誕和母校創
夫婦、李褔運（光）夫婦、鍾捷華（光）
、林元龍（真）
、徐德
立120周年紀念，在2009年5月 9日舉行會員大會並選出本
輝（耀）
、李尚次（耀）
、何倩儀（勤）共19人。今日是舊曆
屆職員：
年初七，同學們都興高彩烈參加新年聚會，一見面，互相握
會 長： 李文田（輝） 副會長：唐世耀（匡）
手問候和恭賀新年。
文 書：李尚次（耀） 財 政：徐德輝（耀）
2010年度舉行第二次同學會聚會於5月8日星期六下午
康 樂：何志強（誠）
12時在Remuera中區大酒樓舉行聚餐。參加聚餐者有張潮彬
在7月18日由會長頒發永遠名譽會員証書給張潮彬（磐）
（磐）
、簡惠貞（建）
、黃超衛（明）夫婦、莫澤生（明）
、郭石
學長。9月26日歡送林衛華葛青兩位同學離開紐西蘭到香港
仰（偉）
、何志強（誠）
、唐世耀（匡）夫婦、李文田（輝）夫
工作，最後會長多謝各同學支持和參與。
婦、李褔運（光）夫婦、鍾捷華（光）
、徐德輝（耀）夫婦、

張潮彬（磐）、簡惠貞（建）

黃超衛（明）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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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次（耀）、林元龍（真）

聚餐一角

地址。密碼設定後，將通知各會員。各同學可自由上載或閱
3）財務報告Finance report大會通過一年財政年結表
讀訊息。
4）選舉職員Election of officers of the committees 因本
〔三〕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慶祝中秋節，舉行追月
會選出的職員任期兩年 , 所以今年不用改選，本屆職員是：
聯歡，謹定於9月26日在Remuera中區大酒樓舉行。歡迎廣
會長 : 李文田（輝）
、副會長 : 唐世耀（匡）
、文書 : 李尚次
州、澳門、香港和各地培正校友參加。
（耀）
、財政: 徐德輝（耀）
、康樂: 何志強（誠）
日期：2010年9月26日星期日。
5）臨時動議 General business 沒有臨時動議
時間：下午6時正（晚餐）。
6）會議結束
餐費：成人每位$20，小童每位$10元。
這次聚會，我們歡迎陳華盛同學1976捷社 ，第一次參
查詢，聯絡，或有關交通等問題，請致電：會長李文田
加我們培正同學會聚會，同時我們歡送孔碧虹同學，孔碧虹
同學（09-6368872）
，或副會長唐世耀同學（09-5763381）。
同學在澳門培正讀書，一向熱心參加本會活動， 7月份回澳
請各位同學撥冗出席，歡迎家屬參加。
門定居，祝她生活愉快。
〔四〕暫定於12月18日在Remuera中區大酒樓舉行今年
2010年度舉行第三次同學會聚會
第五次同學會並預賀聖誕。各同學如有任何意見可於追月聯
2010年8月14日在Remuera中區大酒樓舉行今年第三次
歡會上提出。
同學聚會，參加聚餐者有張潮彬（磐）
、簡惠貞（建）
、莫澤
2010年度舉行第四次同學會聚會
生（明）
、黎庶欽（偉）
、張韻（偉）
、何志強（誠）
、唐世耀
於2010年9月26日星期日下午六時正在Remuera中區大
（匡）夫婦、李文田（輝）夫婦、寧國清（輝）
、李褔運（光）
酒樓舉行聚餐。參加聚餐者有張潮彬（磐）
，簡惠貞（建）
、
夫婦、林元龍（真）
、徐德輝（耀）
、李尚次（耀）
、周瑞芳夫
黎庶欽（偉）
、張韻（偉）夫婦，何志強（誠）
、唐世耀（匡）
婦和孫女共19人。
2010年度職員會議 由文書李尚次（耀）記錄如下：
夫婦、李文田（輝）夫婦和二位親人、寧國清（輝）
、李褔運
〔一〕2010 年9月13日（星期一）晚上6時30分在中區酒 （光）夫婦、葉棣章（正）
、徐德輝（耀）
、李尚次（耀）和兒
家舉行職員會出席者: 李文田、唐世耀、李尚次、何志強、
子、陳華盛（捷）夫婦、陳耀德牧師、周瑞芳夫婦和孫女共
徐德輝。
25人。
〔二〕李會長欲知本會能否設立一個獨立網址及密碼以
中秋節，我們難得有機會同學聚在一起，舉行慶祝中
便加強本會與會員交流，從而拓展到香港、澳門、廣州、美
秋節追月聯歡，今次特別高興，有會長李文田的小姨和岳
加、英國、澳洲和東南亞培正同學會的通訊渠道。在不久的
母從香港來紐遊，一同參加同學會聚餐。聚餐前由會長李
將來，盡可能以電子資訊取代郵寄信件。現階段本會將從
文田介紹各同學玩一種數字遊戲，名字是「數獨」
，英文是
事調查所需要的資源，其中包括費用及技術等項目。經調查 「SUDOKU」
，是一種數字遊戲，聞說可以減少腦退化，同
後，可以在雅虎（Yahoo.com）或 hotmail.com 設立免費電郵
時給讀者測試智力，在紐西蘭英文報紙每日都有刊出，很多

左起：孔碧虹（義）、李文田（輝）夫人、簡惠貞（建）、張潮彬
（磐）、鍾捷華（光）、李褔運（光）

李褔運（光）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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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唐世耀（匡）夫婦、寧國清（輝）

左起：林元龍（真）、黎庶欽（偉）、何志強（誠）、莫澤生（明）

同學都沒有玩過這種遊戲，介紹完畢，我們給每個同學一份
「數獨」嘗試，結果在開席之前，張韻（偉）學長己完成「數
獨」
，後由會李文田頒給張韻（偉）學長小小禮物獎勵，其
玩法是在在9×9格的大九宮格中，有9個3×3格的小九宮格
，在9個小九宮格中填上一至九數字，每個數字在每個小九
宮格內只能出現一次，每個數字在每行、每列也只能出現一
次。 這種遊戲需要邏輯思維能力，雖然玩法簡單，但數字
排列方式却千變萬化，所以數獨是鍛煉腦筋的好方法。
多謝張韻學長送出美酒和會長李文田送出月餅。
2010年度舉行第五次同學會聚會
今年第5次同學會在2010年12月19日晚上午6時30分在
Remuera 中區大酒樓舉行。參加聚餐者有張潮彬（磐）
、簡
惠貞（建）
、黎庶欽（偉）
、何志強（誠）
、張韻（偉）夫婦、
郭石仰（偉）唐世耀（匡）夫婦、李文田（輝）夫婦、寧國清
（輝）
、李褔運（光）夫婦、葉棣章（正）
、林元龍（真）
、黃興

輝（真）夫婦、徐德輝（耀）
、李尚次（耀）
、繆少娟（昕）
、
周瑞芳夫婦和孫女共24人。
紐西蘭今年的天氣反常，現在是夏天，本來天氣通常是
晴朗，結果落了幾天大雨，今天仍是一樣下大雨，幸得聚會
前停了雨，未到6:30分同學們己陸續到齊。
今次同學會聚餐，不但慶祝聖誕，同學會且舉行簡單而
隆重加冕典禮，慶祝下列各位同學：
1960年級正社金禧慶典：葉棣章（正）
1965年級耀社藍寶石禧慶典：徐德輝（耀）
、李尚次（耀）
1975年級昕社珊瑚禧慶典：繆少娟（昕）
、雷秀英（昕）
雷秀英（昕）同學回港參加母校加冕典禮，所以只有四
位同學加冕，我們請了最高齡張潮彬學長主持加冕，由創會
會長張韻頒發紀念品，加冕完畢後，我們開始進餐，照往
常習慣先唱校歌，因為聖誕節將來臨，大家齊唱一曲平安
夜，繼由徐德輝同學感恩謝飯祈禱，在歡樂氣氛中，同學們

李文田會長頒獎給張韻（偉）學長

左起：何志強（誠）、陳華盛（捷）夫婦、葉棣章（正）

左起： 徐德輝（耀）、李文田（輝）夫婦、龐太、龐小姐

聚餐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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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著豐富的晚餐和酚香的葡萄酒。餐後，各同學都讚菜式
好味，歸功於唐世耀同學，他負責訂酒菜，我們多謝張韻和
黃興輝二位同學送出芬香/香醇葡萄酒，最後由林元龍（真）

同學主持抽獎，同學們都熱烈響應捐出禮物抽獎，徐德輝同
學捐出了四份禮物之多，值得讚揚，我們在快樂融合的氣氛
中結束了今晚的聚會，要到2011年再見。

左起 ：張韻（偉）、張潮彬（磐）、葉棣章（正）金禧加冕

左起 ：張韻（偉）、張潮彬（磐）、徐德輝（耀）藍寶石禧加冕

左起 ：張韻（偉）、張潮彬（磐）、李尚次（耀）藍寶石禧加冕

左起 ：張韻（偉）、張潮彬（磐）、繆少娟（昕）珊瑚禧加冕

黃興輝夫婦（真）
全體合照 攝於19-12-2010

前排左起：徐德輝（耀）、葉棣章（正）、張潮彬（磐）、繆少娟
（昕）、李尚次（耀）；後排左起：張韻（偉）、李文田（輝）、唐世榮
（匡）、何志強（誠）

左起：葉棣章（正）、徐德輝（耀）、李尚次（耀）、繆少娟（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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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11年新的年度，紐西蘭奧克蘭培正同學會舉行
了二次聚會。第一次同學會聚會，於 2 月 12 日星期六中午
12時在 Remuera 中區大酒樓舉行新年團拜聚餐，參加聚餐
者有張景富（偉）
、唐世耀夫婦（匡）
、李文田（輝）
、李褔
運夫婦（光）和朋友2人、鍾捷華（光）
、李尚次（耀）
、何志
強（誠）
、寧國清（輝）
、繆少娟（昕）
、周瑞芳夫婦和孫二
人、林兆庭（真）
、馬耀星（輝）
、陳華盛（捷）
、雷秀英（昕）
等。今次聚會，我們歡迎溫哥華培同學會前會長林兆庭
（真）學長和廣州輝社馬耀星（輝）學長參加，在開始進食之
前，我們請林少庭（真）學長帶領唱校歌和感恩祈禱，在新
的一年，同學們都互相祝賀問候，我們在歡樂氣氛中結束了
聚會。
在4月30日中午12時在Remuera中區大酒樓舉行今年第
二次同學會並週年會員大會，時間將到，同學們陸續到來，
參加聚餐者有張潮彬（磐）
、簡惠貞（建）
、莫澤生（明）
、何
志強（誠）
、黎庶欽（偉）
、張韻（偉）
、張景富（偉）夫婦、
郭石仰（偉）
、唐世耀（匡）夫婦、李文田（輝）夫婦、寧國
清（輝）
、馬耀星（輝）
、李褔運（光）夫婦、葉棣章（正）
、
李尚次（耀）
、徐德輝（耀）
、鍾捷華（光）
、繆少娟（昕）
、周
瑞芳夫婦等。開始進食之前，由徐德輝（耀）同學帶領唱校
歌和感恩謝飯祈禱，跟著每張檯都點了各式各樣點心吃，約
中午一時開會員大會，會長李文田報告會務，大會通過去年
進支表，除後舉行選舉，根據會章，職員任期二年，每二年
職員選舉一次，會長只能連任一屆。

會長李文田（輝）

左起馬耀星（輝）、寧國清（輝）、李文田（輝）

左起林少庭（真）、李尚次（耀）、雷秀英（昕）、繆少娟（昕）

左起繆少娟（昕）、陳華盛（捷）、雷秀英（昕）

聚餐一角

左起張景富（偉）夫婦、張韻（偉）

新舊會長交接 左起舊會長李文田（輝）、新會長徐德輝（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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