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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Pui Ching DC Alumni,
Our beloved alumnus Henry Mar 馬朝明（1940毓社）
passed away early this morning. We all have fond memories
of 馬朝明, and I have attached some pictures of him taken
from our last 12/4/2011 meeting. You may also watch 馬朝
明's introduction of himself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llowing
video clip: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jnr3t9n3fE
Let us keep alumnus 馬朝明 and his family in our
prayers. There will not be a public funeral service but a
private family burial service. In lieu of flowers, the family
has requested that contributions be made to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Daniel Li 李本沃（1966 皓社）301-299-213

梁國昌學長已於2011年1月13日逝世，享年95
歲。梁學長熱愛母校和級社，為香港培正同學會資
深理事，歷任融社社長，發展社務，團結社友，支
持本會活動。梁學長退休前經營建築公司，當年承
母校邀請負責 E 座林子豐堂加舖紙皮石工程，工程
完成過半，梁學長到來巡視，認為質量不夠理想，
命令全部拆除重新舖設，其敬業重質及愛校精神，
至今校友每談及，無不交口稱贊。梁國昌學長音容
宛在。

1944年級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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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先生
您 好 ! 本 人 是 卓 國 邦 的 長 外 孫， 外 公 已 經 於
2011年3月2日離世，享年86有餘。他一生為人正
直，忠貞愛國，中學後於清華就讀，後來為國家征
召韓戰，之後於珠海定居，育有2子3女。
經網頁查證得知他以前畢業於 貴母校，是屬
於1944 年級昭社。本人冒昧希望 貴刊把外公逝世
一消息刊登出來，讓他的同屆同學可以知道並紀念
此事。
他晚年身處珠海，因此會在珠海出殯，本人希
望藉刊登聯絡得他同屆好友，為外公述史，如蒙賜
福，感激不盡。希望能略盡綿力，以報親恩。
期待您的回覆!
祝 身體健康。
卓國邦外孫，黎廣業 上 2011年3月3日

誠社駱紹棠同學因久患柏金遜病，痛於2011年元月
25日，享年77歲。
駱同學喪禮定於2011年2月27日，在大圍寶福山紀
念堂舉行，2月26晚守靈。
紹棠同學從小在香港培正就讀。小學六年級時即與
鄭日雄、高澤霖、李君聰等同窓共硯。
1953年畢業於培正中學望班。1955年入葛師，畢業
後在津校任教一年，隨即轉任官校教師，直至1987年退
休。退休後、含飴弄孫，過着休閑生活。
紹棠個子高高，性情活潑而剛直；不善交際，喜談
笑，做事認真，絲毫不苟。
他的音容笑貌，將永遠留在親密的同學們心中。願
紹棠同學安息，並向他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培正1953年級誠社同寅 鞠躬 2011年2月12日

銳社社友又弱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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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一月六日晚，社 友吳
懿徽同學與肺癌頑症抗鬥半年
下，卒之在醫院中安祥地離世，
當 時 有 丈 夫、 子 女 及 親 人 相
伴，去時可謂一無牽掛，親人雖感悲傷，但都能節哀順
變。
喪禮在同月十八日早假沙田寶福山殯儀館舉行，其後
於歌連臣角火化，本社社長陳子樂，社友林楷培，羅菊
芳，朱婉蓮、陳力行親臨參加。而當日未能出席之本社大
多數同學則於早一晚親臨致祭，顯見吳同學之人緣極佳。

吳同學在生時相夫教子，子女幼時同在培正受業，長
大後各有所成。夫君鄭先生為一成功殷實商人，經常遊走
國內外購材配料，接洽生意，而吳同學則座鎮港大本營，
相互呼應，合作無間，互為成功人士的背後人。
吳同學為人溫婉，處事不慍，說話永遠是陰聲細氣，
對人則絕對禮貌有加，處處顯出做人的誠意。吳同學生
時熱心本社活動，除躬身參加外，並大力捐輸活動費用，
事前低調，事後不求揚名，深深贏得知情社友稱許。
而今吳同學去了，撫今追昔，能不令到各同學和認識
她的人哀悼和傷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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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社球星悲殞落，斯人雖去網音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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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權（1954 年匡社）

同學錄特刊中，首次有厚達400頁的彩色包括省、港、
澳三地匡社同學資料的[匡社畢業離校四十五周年特刊]
的出版，鳴玉嫂發揮她的藝術天份製作特刊的各分部彩
色圖文插頁，由錦琪同學創作並用毛筆親自書寫九首詩
詞在各分頁上，特刊才最後定稿付印。現在重翻舊作，
睹物思人，更感同窗良友的道別匆匆更增懷念。
錦琪是培正匡社的網站的主持及製作人，1954年級
培正同學的地址、電話及電郵地址都很及時的更新及增
減。同學們的聚會來往及子女婚宴都及時有圖文並茂的
報導，網站連系各大中文報刊和世界各地培正同學會的
互聯網，資料豐富齊全，錦琪同學費盡心思，他的坦率
認真態度有如孩童般的純真可愛，二年前我剛做完心臟
手術，出院在家康復，培正同級同學很有愛心，遠道來
到加州首府沙加緬度市我家關懷探訪，錦琪夫婦亦一同
來到，我曾把心臟醫生要求我每天服用的藥物及份量給
來訪的一位曾是心臟科醫生的同學看，錦琪在旁也要我
影印一份給他，結果第二天我的每天服用藥量已在匡社
網站及電郵中發表，個人私隱的公開，令我啼笑皆非，
錦琪從他的長子心臟醫生那裡知道其中一種藥會造成肌
肉疼痛，他並特意通知我並附上參考資料，這引起我的
注意而使我更換另一種藥，從這件往事看他對人的愛心
和關心，匡社的網站多年來由他獨力出錢出力並花費大
量時間管理維修，今年一月他已重病纏身，仍然堅持工
作，一月十日他最後上載了馬鴻福同學從加拿大來訪北
加州匡社同學聚餐時的照片，可見他愛培正匡社之心，
永不停息。
感謝神的恩典，錦琪家庭美滿與妻施鳴玉共結連理
已43載，恩愛有加，育有兩男兒，四名孫兒女，長男聖
賢是Kaiser醫院心臟主任醫師，次男亞孟在Stanford 穫
博士銜後，任職Apple電腦公司。
為了悼念錦琪同學，香港吳漢榆同學送來悼念詩–
首如下：

1954 年畢業於香港培正中
學的梁錦琪同學，主耶穌基督
的好信徒，匡社網站的主持及
製作人，前美國國家實驗室退
休工程師，慈愛又受尊敬的好祖父，鳴玉嫂的親愛丈
夫，在2011年3月15日晚八時半在家合上了他的眼睛，
入睡在主的懷抱中，享年七十六歲，我們在和他道別
時，都感到恩主的手正在拭抹我們的淚水，我們聽見了
天使的歌聲，天上讚美的聲音，如同湧入永恆的汪洋中
不停的流水，深信當錦琪睜開他的靈眼，就會看清天
上的美景。為他舉辦的追思禮拜已在2011年3月25日中
午，在加州的 Lafayette 的Redwood Chapel 舉行，小小
的一百多座位的靈堂室內容納不了前來參加追思禮拜的
親朋好友及賓客，後到者只能靠牆站在室後，有些只能
站或坐在室外一齊悼念梁錦琪同學的安息。除錦琪家中
的至親及從各地前來的親戚外，住在美國加州的匡社同
級的同學余煜培夫婦、何榮新夫婦、李宗愷夫婦、鄧合
義、余則誠夫婦、崔家祥夫婦、章以洵夫婦、楊東權夫
婦等亦到堂道別，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孫必興及其他
年級社代表也參加了追思禮拜。
1951年秋梁錦琪由德明初中轉入香港培正中學高中
一年級愛班。直到1954年高中畢業後，到臺灣大學機械
工程系就讀，1958年得學士銜，後赴美入讀柏克萊加大
機械工程系得碩士銜，然後任職於美國國家實驗室任工
程師及高級工程師，直至退休。
退休後生活愉快又精彩，熱愛乒乓球運動，他雖然
沒有一些乒乓名將離桌大板抽殺的優美雄姿，但近台推
擋球技出神入化，在美國老人賽中多次得獎，名列前
茅，獎牌獎杯無數，琳瑯滿目展現在家中。
他雖然只在高中學習時就讀培正中學，但比一些從
小學、初中到高中畢業的同學更愛培正中學。培正是基
督教學校，校徽中的[至善]及[至正]也是錦琪同學的座
右銘。[至善] 就是跟隨和效法基督成為完善的人，
[至正]
就是堅定走耶穌的正道，永不回頭。新約馬太福音第十
章22節耶穌說：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
前也必認他。」錦琪在離世前反復在牧師面前背誦約翰
福音第三章16節：
「神愛世人，甚至將衪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是錦
琪弟兄得到永生的確證，他熱愛培正，一直積極參加培
正同學會活動，出錢出力，他的家也常成為匡社與其他
級社同學聚會的地方。由於灣區有不少在培正畢業又在
台灣大學畢業的同學，無形中培正同學聚會又是小型的
台大同學聚會，錦琪亦常常樂道他在台大宿舍內扮鬼嚇
同室培正同級黃源發同學的逸事。匡社有出名的 [ 四大 ]
的外號：[大頭]是梁錦琪、[大汗] 是余煜培、[大孖] 是
何榮新、[大浦] 是潘錫鑾，錦琪甚喜愛此外號，他的頭
並非特大，但他常常自稱 [大頭]。他的愛妻施鳴玉女士
的好客及高超廚藝，更讓人感到溫馨有如在家，更值得
一提的是他們夫婦大力鼎助，有份參予編輯的，在培正

乒檀怪傑號大頭，叱吮風雲傲我儔。
匡社球星悲殞落，斯人雖去網音留。
加州常廣原同學亦致送悼念詩一首如下：

錦琪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馬騮頭。
大頭一去不復返，匡社同窗思悠悠。
臺大當時年尚少，打完雙槓踢足球。
天堂從此乒乓熱，與主偕行歷千秋。
日本周威雄同學為上詩特創作合成畫：[ 躍向新高
度]
錦琪同學曾創作詩一首如下：

幼而學壯而行，匡社諸君精數理，數碼風雲今
日，追光捉電明天，趁風潮，惜寸陰，且創更好明天。
我亦想和錦琪同學一唱一和， 結束本文，賦詞如
下：

晨求知暮信主，錦琪見証悟真道，回首往事昨
日，喜穫重生今天，傳福音，救靈魂，飛赴恩主身
邊。

74

懷 舊 與 追 思

ੵ֨αज़ቀمдᚪᎵነ
for each who attended the funeral, a flower was given to put
alongside Yee Fai in the cofﬁn whilst we were walking around
her during the "Last Sight" ceremony.
The cremation was in Cape Collinson and the "Thank
You" Vegetable Lunch was served at "Po Kwong Vegetarian
Restaurant" in Jordan Road, Kowloon. The 5 above-mentioned
classmates attended. and really saw her to the end.
Afterthought:
Unlike Stephen Tung, whom I knew well for several years
during my Junior Middle and Senior Middle Years, I was in Pui
Ching with Yee Fai for only 1 year in Senior Middle 1, when we
were in different classes; she was in "Faith" Class and I was in
"Light" Class. (I left Pui Ching in Senior Middle 2). So I didn't
know Yee Fai well at all and she came back to my memory
only during the 2008 Golden Anniversary Class Reunion. But
since then she impressed me by participating most of our class
reunion activities and, with Jane Law (Gook Fong), by taking
care of our teacher Ms. Katherine Lau (Choy Yan) during the
Golden Reunion Day and subsequent monthly lunch meetings
until the ﬁnal months of 2010. With a few other classmates, she
even joined Mr. & Mrs. Stephen Tung in many 2009 private
meetings, knowing that would be Stephen's last months, while
she herself was undertaking several serious treatments for her
lungs.
I hold Yee Fai with a very high esteem in her helpful and
cheerful nature. I only regret that I found out the true Yee Fai
too late to enjoy a longer friendship and fellowship; and I have
high respect for her husband who encouraged her, even in her
last days, to participate our class activities and to see us and be
our companies as much as she could.
Guy（LAM Kai Pui）林楷培1958銳社
20 January, 2011, Hong Kong.

1958 年級銳社吳懿徽同學因病於 2011 年元月六日
晚上，在九龍聖德肋撤醫院安祥地離開我們了，享年73
歲。殯儀於元月19日上午10時在大圍寶福山舉行。
她生前服務的光明學校師生、培正銳社多位同學及
家屬親友親臨致哀。
遺體已於當日在香港柴灣哥連臣角火化。願吳懿徽
同學安息，並向其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大家都為失去
一位好校友而難過。
銳社林楷培同學深情地為美加同學寫了一份關於吳
懿徽的訃告，全文如下：
Dear North American Classmates of the Class of '58,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Hong Kong.
About eleven months ago, I had the painful duty to report
to you the funeral of Stephen Tung. Yesterday, on 19 January
2011, I had the unfortunate opportunity to attend the funeral of
Ng Yee Fai.
Her funeral really began at twilight of 18 January, around
6 p.m., at Po Fook Shan Funeral Halls, Tai Wai, N.T.,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who couldn't come the next morning for
the ofﬁcial funeral attending. Among our classmates, Chan Lik
Hang, Chan Tze Lock, Jane Law (Gook Fong), Kwok Man
Fai, Mak Pui Ki, Lau Kwok Hwai (Chang Cheung), Theodore
Hsueh attended. (Apologies for omitting, if any). Flowers sent
included Rev. Wilfred Chung, North American Alumni of the
Class of '58, Hong Kong Alumni of the Class of '58 and Teacher
Ms. Lau. The next morning (19 January) saw Jane Law, Chan
Lik Hang and Chan Tze Lock again, with Chu Yuen-Lin and
myself also attending.
There was no formal service during the funeral, though
it was generally in Christian style. One special feature was,

֨ㅽʭሣነ

同學會會費；於2006年，皓社離校四十周年紅寶石禧，
他與我們一同回香港母校慶祝，這也是他在闊別四十多
年後，第一次回香港，當然引起他無限的回想及感懷，
在社慶那天，我們有機會退席到校園蹓躂，逡巡於座林
子豐堂昔日上課的地方，那時大家都跑到四樓中六的教
室旁照相，祗有少輝要到二樓去回味他初中時的學習生
活，我也陪他到二樓的教室去追念一番。
少輝離開培正遷居三藩市，在此中學畢業後，到
UC-Berkeley 唸工程，拿到學位後，再往University of
Michigan 攻讀藥劑，拿藥劑師學位後，又再往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攻讀牙醫，真的是好學不倦；相信同時
有這兩個專業學位者，除少輝外，很難找到第二人，
他學成後，回三藩市灣區就業，在Cal State UniversityHayward任藥劑師，及在三藩市新華埠主理牙醫診所業
務，能者多勞；他愛他的家人，他熱愛工作，他樂於助
人，又愛運動，喜歡籃球、網球及游泳；他那文雅的內
涵，溫馨的微笑，將長留在他所有的朋友心裏。
張均策（1966皓社）

1966 年級皓社鄺少輝同學，不幸於 2010 年 10 月 5
日，因肝癌去世，享年 63 歲，他與夫人 Eva 育有一子
一女，Andrew and Vicki，都已成長，並學業有成；他
的安息禮拜於2010年10月15日在三藩市長青殯儀館舉
行，隨後安息於Colma市松柏園堎園；皓社同學懷著沉
重及不敢相信的心情，送別這位可親可敬的摯友。
鄺少輝同學在培正唸至中三時，就提早畢業，移
民來美國，他在培正雖然祗是讀了短短的三年中學，卻
以培正為母校，對培正滿有熱愛，他對人和藹可親，他
那時是在學校寄宿，據王兆文同學的憶述，少輝唸中學
時，身型較為細小，常面帶微笑，故此常被一同寄宿及
愛搗蛋的兆文捉弄，但無論怎樣，他都不會生氣，兆文
事過後都感到很遺憾，後來轉為對少輝佩服，並對少輝
有著永遠懷念；正是君子感人以誠。
少輝對培正同學會及皓社的活動，都熱誠參加，就
算在因事不能出席同學日聚會時，也不忘叫社友代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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