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同學會消息

選舉結果如下：
會 長：徐德輝（耀）
文 書：鍾捷華（光）
康 樂：葉棣章（正）

選舉完畢舉行簡單交接儀式，由本屆會長李文田將本會
會旗交給新會長徐德輝（耀）
，會員大會完畢，全體拍照留
念。

副會長：何志強（誠）
財 政：李尚次（耀）

全體合照

新職員 左起何志強（誠）、葉棣章（正）、徐德輝（耀）、鍾捷華
（光）、李尚次（耀）

英國培正同學會

英國培正同學會慶祝成立十周年

安排在四月六日向香港培正同學會校友介紹了英國培正同學
會成立的經過，分析了同學會不能與澳、美、加同學會規模
相比的種種因素，本會以後的方針是加強與母校同學會的聯
繫及向在英留學的紅藍兒女的輔導。會後更向呂會長贈送錦
旗留念。今次行色匆匆，不及拜會澳門及廣州母校同學會各
校友，深感歉意。
四月十二日席設尖沙咀國際中心二十六樓金殿海景宴會
廳，出席的有創會會長源嘉樂學長、梁瑞鑽學長、梁乃森會
長、曾慶年、姚雯姑、高彥霆副會長、麥翠和、謝少奇、謝
明軒等。吳會長因班機延誤在無錫機場滯留了七小時、只能
在晚上十一時由機場趕到尖沙咀與各校友見面及合照留念。
五月廿十七日同學會組團暢遊格拉斯歌及愛丁堡並探望
在蘇格蘭的校友。

英國培正校友在三月六日聚會於倫敦楓林小館選出第十
屆執委如下﹕
名 譽 會 長 ﹕ 梁乃森（光社）
會
長 ﹕ 吳仁灼（剛社）
副會長兼財政 ﹕ 周卓敏（博社）
副會長兼聯誼 ﹕ 高彥霆（耀社）
康
樂 ﹕ 謝少雯（英社）
秘
書 ﹕ 陳筱美（剛社）
蘇 格 蘭 聯 誼 ﹕ 許永慈（英社）
英 格 蘭 聯 誼 ﹕ 譚敏兒（展社）
在會各校友樂見創會十年，同學會更應積極向母校及校
友宣傳及肯定本會，除了與回流的校友聚餐慶祝外，吳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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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培正同學會

̎ᜪ̳ነ
（1）台北市舉辦盛大的國際花卉博覽會，由2010年11月
至2011年4月展出，分十幾個場地，鮮花經常更換，美不勝
收，每日參觀者達十萬人以上，在台校友前往觀賞者都有兩
次以上，歡迎海外同學友朋來台看看。
（2）去年12月18日，在台「老校友」歡迎澳門培正畢業
考入台灣各大學的新生，是每年度的大事，席開四桌，會長
劉安乾主持領唱校歌，有歌王之稱的雁社李用彪海軍中將帶
唱「青年向上歌」
，之後與會同學逐一自我介紹，講在校的
故事，享用精美的廣東點心，今年也如以往，全部都是澳校
生，納入培正學生同學會組織，分台北、中、南三分會，可
上網聯繫。
（3）弘社李念章本會前會長之一，是廣州培正的董事，
一月份前往廣州參加校慶並代表台灣同學交流。
（4）台灣校友們好幾位都設網站或「臉書」
（Facebook）
，
「部落格」之類與同學朋友們交誼，如偉社程仲明、誠社朱
祖明、會長劉安乾都甚熱衷發訊，朱祖明更在家設立小型數
據電影放映室招待朋友觀賞其作品及中外名片。
（5）11月份鋒社鍾榮凱應香港私立樹仁大學（在北角山

1943鋒社鍾榮凱執筆

上成立五十年）之邀對傳播系學生演講「在變動的世代中的
全球公關」
，鍾同學現任台灣公關基金會董事長、世新大學
副教授，此次是代表該會對港的交流活動。

鍾榮凱夫婦參觀花博

李用彪校友領唱

歡迎澳校來台入大學的新生

鍾榮凱訪問樹仁大學與師生合照

劉安乾會長主持歡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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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3 年級翹社呂文熙榮膺
「2 010 年度模範童軍」
香港「模範童軍選舉」始於1987年，旨在選拔傑出的童
軍成員予以表揚，為其他童軍樹立典範。
「2010年度模範童軍」已選出，全港有五位童軍獲選，
我校翹社呂文熙同學獲此殊榮。日前在香港童軍中心舉行
頒獎典禮，五名傑出童軍獲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親手繫上
「模範童軍」肩帶，成為童軍模範。
呂文熙乃本會呂沛德會長之公子，呂會長學生時代是
童軍教練，今文熙更勝一籌，青出於藍勝於藍也。

ρمଓพ  ՚α྆ၙౙত
張榮弢 2010年10月10日
親愛的社友們，你們好！這篇不是遊記，也不是回憶
錄，只是把幾宗事記下來，喚起旭社社友們的團結精神，也
鼓勵一些社友以後多辦團聚的活動，然後大家共享同在一起
的愉怡，留下更多更美好的回憶。這是非常值得的。
記得2007年冬在香港的45周年團聚時，同學們玩得很
高興。餘興未盡，接著便有社友建議於2010年在加拿大溫
哥華巿來一個畢業48年周年團聚。當時同學們熱烈贊成。
秦葆鍇同學（Parker）自願擔任幫主。Parker 辦事果然認真，
回加後，聯絡了住在溫巿的黃宇平、周美保、余子平，並得
到他們的幫助。結果，活動辦得十分成功。真是多謝他們四
位，他們為社友做了很多事，功德無量。
2010年9月3日開始至9月17日共計15日的旭社團聚，
首輪活動是Alaska Cruise 荷蘭遊輪；第二輪活動在９月12日
和９月13日，是溫巿巿內遊、威士拿遊和聚餐；第三輪活動
由9月14日到9月17日，是加拿大洛機山脈和班芙四天遊。
在溫巿的同學把各項活動辦得有聲有色，一百分圓滿。我們
有幸參加的人，都十分欣賞，也享受到活動的歡樂。
在此我要向大家致歉。我住在美國西雅圖巿，離溫哥
華大概150里，車程約三個小時（當然得視乎過美加邊境在
海關等候入境的車隊長短而會有異）。兩地相近，我應該給

溫巿籌委會同人盡一點綿力。然而，我只在籌備開始期間，
參加過兩次會議。其間，我二兄（住 Portland, Ore.）不幸在
2009年冬逝世，繼而岳母大人也在2010年春天過身，而太
太多年來患有頑疾，諸事不順，使得我在後期再無法如願參
與溫巿的籌備會議，只好有勞黃宇平、余子平、周美保同學
襄助秦君，和替我善後工作。我非常感謝各位。這兒，不能
忘了還要感謝的是，這次活動又得到程慶生遠在渥太華以
email提供通訊資料相助。
秦葆鍇同學對於9月3日抵溫哥華的每一位外地來的同
學都非常關心，他們乘什麼班機、什麼時候到溫巿都一一關
注。他寫 email 給我，著我在離家前，先到西雅圖機場接剛
從意大利回美的吳秉渝。我接到吳君，兩人便同行直奔溫哥
華。我跟吳君多年未見，在途中的幾個小時，話匣子打開，
便天南地北地暢談，五十年的離情別愫全都盡訴矣，至為投
緣和投契。
下午一時半到達溫巿列治文的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酒店。報到後，剛遇到從澳洲來的黃康育同學。之後，我又
馬上趕赴先師林天蔚府上。因為事前得悉范思碚太太（黃維
芳女士）也參加這次遊輪之旅。范太是林師母的姨甥女（范
太稱林師母為小姨）。范太是當日一時半從多巿到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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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被林師母接到家。我到林府，是去查詢范太的登船文
件和交通有沒有需要代為安排和幫助，也去探望林師母，向
她問好。程慶生也為范太安排了一位培正銳社師姐熊女士作
遊伴。有關范太的各樣事情，都很順利，實天助我社也。而
我社也難得有范太這位旭社媳婦參加這次團聚旅遊。她對旭
社社友的隆情，至為可貴。
9月4日早上，參加者都依時集合。旅遊車把我們送到
溫巿大輪碼頭（Vancouver Place）登記上荷蘭輪。那天天氣
非常好。溫巿四位辦事同學把事情打點得有條不紊。團友
們都順利出關上輪，心情非常愉快。秦領導除了點名，安排
行李上落之外，還做導遊介紹，照料大家一直到當日晚膳的
時刻。飯後，稍為休息，我直上三樓的橋牌室。那裡設有雀
局，秦領導早己準備好麻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好此道
者，計有田玉樹、石耑生、劉貴全、唐逸堯和在下。眾男士
上場，皆大歡喜。但好幾位女眷也是雀友，閒著頗為沒趣。
我把從家帶來的小麻將拿出來，女士們隨即一擁而上，另開
戰場。以後便是兩局同開，河水不犯井水，各自娛樂了。在
同輪的其他華人同胞，就只有羨慕和旁觀的份兒。這得稱讚
秦兄和我有先見之明，自己攜來麻將，除導遊外，還導娛
也。
同學們大多有乘遊輪經驗。遊輪的設施布局，一般大同
小異。哪一層有吃的，哪一層有玩的，都是同學熟悉的，不
必別人指引。每日同學們都能找到自己愛到的地方，自己的
天地，十分愉快。每晚六時正的聚餐，都在事前安排在四張
大圓桌，自成一國。十分理想的食物，質量一流，服務也是
一流。赴宴的同學們都精神飽滿，打扮得體。女士們裝扮更
是高貴華麗。蘇建興夫婦以中式禮服盛裝亮相，夫妻兩人相
襯到絕，在場的老外均刮目相看，蘇氏伉儷露兩手給他們見
識見識，為我們旭社和我國文化增光不少。
在9月10日，適值秦德荃生日，又值中秋佳節的臨近。
晚宴上，石耑生夫婦提供月餅多盒，廖耀琦夫婦提供美酒，
荷蘭輪公司供應生日甜點，某匿名同學供應大生日蛋糕。餐
桌上有一輪一輪的祝賀，一回一回的敬酒。秦德荃跟夫婿扮
演新婚夫婦的恩愛，相偎親熱。各人照相機即時「卡察」
「卡
察」閃個不停。席中陳乃森（秦德荃的丈夫）突然對著秦葆
鍇大叫一聲：
「舅老爺請，我敬舅爺一杯。」原來秦德荃與秦
葆鍇同姓三分親，以兄妹相稱。跟著，在座的全都站起來
敬酒，同叫「飲多杯。」這晚是整個遊輪旅程中的焦點和高
潮，有好幾位團友飲幾杯酒之後更是開懷大唱，並大叫「生
日快樂」。
程總（慶生）在日間，曾拍攝到鯨魚大翻身，鯨躍龍
門，由鯨頭到鯨尾的轉體動作，一一盡入鏡頭。程總是攝影
高手，日後自有精彩照片，送發給各位觀賞。請各位稍候，
程君會讓各位在網上下載。
8 日 的 遊 船， 並 沒 有 使 任 何 一 位 社 友 勞 累。 回 到 岸
上的下午，又立即討論次日的節目。在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酒店的茶座談得高興的時候，有位滬籍女士朱永芳
（Gloria）
，到處找1958年初三光班的同班同學。在座的黃志
宏夫婦、孫美蓮、尹玉麟、張榮弢和秦德荃都是當時初三光
班的。朱小姐拿出一張畧畧發黃的初三光班全體黑白合照出
來認人。她真厲害，指著在座的同學說「儂是秦德荃」
、
「儂
是張榮弢」…。事經五十年，也竟然一一認對。當年的朱姑
娘，在1958年入讀培正中學初三光，做插班生，在1960年
離開培正。她很念舊，今年特意偕同夫婿楊偉程（Alex）來

溫巿參加大團聚。跟著的三四天的活動，如遊瀑布、威士拿
奧運村、北溫吊橋、士丹尼公園，他倆都全程參與。Alex 是
一位攝影師，在聚餐活動和旅程中，拍攝和錄像好些珍貴的
鏡頭，取景十分美麗。他還把作品上載到youtube，社友可
以到那裡觀賞。真多謝Alex辛勞的製作，我們都希望朱永芳
和她先生以後能繼續參加旭社的活動。
9月12日在溫巿旅遊與聚餐之後，回到酒店的會議室，
又討論2012年的畢業50周年大團聚一事，回香港慶祝是必
然的。另外有人建議加附旅遊，在星馬泰、布吉島、中國
的張家界、九寨溝等地選擇其一。程慶生的號召真夠力量，
他的每個意見，多獲同學贊同。同學們又公推楊康裔連任社
長。有他做領導，再有秦德荃、范國、張大可、方杰等香港
同學協助，2012年的畢業50周年紀念大慶，舉辦有望了。
希望更多的旭社社友去參與團聚。
會議完畢，便拍全體照。這晚有一個壓軸好戲，實在
太精彩，不能不提。在會後，廖耀琦太太 Alice 開了一個美
元摺紙藝術班。在座的貴婦名媛，都踴擁報名參加，即時上
課。課程不收學費，但要自備美元。廖太手藝之精，手工之
熟，在下從未見人能及，正可謂絕活。女士們經她指導後，
都一一上手。Alice又非常慷慨，在早一天迎新的晚上，每個
社友都獲得她送贈一個禮物，那是用兩張美元分別摺成的襯
衫和一顆心，這些精美的禮物，藝術價值不小，很值得留為
紀念。多謝廖太的心意與情誼。Alice是香港真光女子中學畢
業生，很有藝術修養。我們永遠忘不了她。
在威士拿奧運村乘 peak 2 peak 高山吊車，票價四十
元，真是值得。可以坐在比山峰還要高的高架纜車，四望無
邊無際的雲海和山景，教人嘆為觀止，有窮千里目的寫意，
也疑人在夢中。三十年前，我曾到過這兒來滑雪，不過，那
時還未有這可坐24人的peak 2 peak吊車裝置，只有滑雪吊
椅。今次得試新猷，真是大開眼界。廣闊的視野，360度的
景色，十分壯觀；吊車離地面的高度，也深不可測；令人不
由得不佩服今日令人震懾的科技，何等偉大而巧妙。其後，
我和程慶生和王曲奇三人，又上威士拿山更高的峰頂，乘無
底板、無上蓋、無圍欄、只有單板可坐的吊椅。我們三人共
乘，彼此手握手，同時躍上座位。升空之際，鴉雀無聲，只
聽到呼呼風聲，真是不可思議的謐靜。當吊車到達最高點，
高高懸在空中，彷彿在搖晃中飄蕩，令人不禁有騰雲駕霧的
遐想。我盼前望後，四顧空無一物，只見右邊是程君，左邊
是王君。大家彼此交換了眼神。我們共進退，共起降，像生
死患難與共。一剎那感受到旭社友人無比深厚情誼。這種情
景和感受，畢生難得再遇。真是友誼萬歲、旭社萬歲，值得
珍惜珍惜。
溫哥華的晚宴，都安排在巿內的著名飯店舉行。菜式有
溫哥華的大螃蟹、加東的大龍蝦、澳洲的鮑魚和余子平最愛
的八寶鴨。加上溫哥華的新鮮蔬菜，是北美最好的。同學們
大飽口福，讚不絕口。各店食物之精美，連香港來的食家劉
貴全夫婦都叫好，可見溫巿辦事諸君品味之高，也真多謝他
們的挑選。在這裡，也得感謝各位遠道而來的同學參加這次
團聚。真是有緣才能相聚。分手後，期盼不久又有一次歡樂
的敘舊。這會是大家的福氣。
在下有打油詩一首抒情寫意，請各位多多指教。

秋風紅葉催人來，故人聚散幾時再；
莫笑旭日近黃昏，餘光炫耀更多回。
團聚的第三輪活動是加拿大洛機山脈和班芙之旅，在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