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同學會消息

有：陳澤富、陳澤恩學長（1937藝群）
、陳國強、陳伍婉蘭
學長（1974基）
、黃乾亨學長（1950弘）
、黃乾利（1953誠）
、
陳瑞權（1956瑩）
、鄺家駒學長（1973勤）即鄺學長的公子 ..
所以，每做好一件事，真的非群策群力不可，最難得是整間
台山培正贈回給當地政府。
Jetboat行了一小時經過澳門，轉向北慢駛入珠江，再過
大半個小時，才到江門。張廣德校長坐在隣近，大家便閒談
起來。今日培正一門八傑，考考大家，是指那八間培正，東
山培正中學、東山培正小學、西關培正小學、香港培正中
學、香港培正小學、澳門培正、廣西梧州培正和台山培正。
台山培正雷活釗校長帶領台山培正車隊接待，Well, 再
坐一小時車程，到達晚上下榻的酒店碧桂園。午餐於酒店
三號國賓廳，台山美食，首推黃蟮飯和飯焦，白蘿蔔（像日
本的大根 Daikon）
，蒸肉丸不是貴食材，但地道。台山從前
不是什麼魚米之鄉，台山人多離鄉別井到外地謀生，金山阿
伯少不了。故此今日，台山培正很重視外語教育，也是市內
少有的重外文的學校，教師114人，中學1462人，小學1100
人，幼稚園600人。
午飯時，會上廣州東山培正來的代表，呂超校長、朱
素蘭會長等，大家第一次見面，難得他們親切的招呼，馬上
申請到東山培正拜會。對我而言，像到聖地一樣。聽老師和
學長們的培正掌故多，但在香港培正唸了十三年，從未踏足
過，約定6月16日見。其他有澳門培正同學會的蕭文毅幹事
等。雷禮和前會長、鄺伯、雷校長主持午餐，重要嘉賓是黃
國忠副市長。
午飯後，大家乘車到台山培正校園處，天公不造美，
下著微雨。大門位於小山岡下，一班職員老師們已在恭候，
送上雨傘，在此謝謝。右側是幼稚園三層課堂，和我校 " 至
善至正 " 的校訓，再加上碑文刻着 " 進入培正，學會做人，
掌握知識，增長智慧；走出校園，建設家鄉，服務社會，貢
獻國家 "，左前側便是樓高三層的三友樓，主建築群在山岡
上，籌建的黄啟明校長紀念堂位於山岡頂大操場的右前方。

大家合照後，往教員會議室開會，討論籌款和紀念堂的多用
途功能，難得鄺伯思路細密，分析獨到，看來水到渠成的日
子不遠矣，神一定會安排。
晚飯在台山第一家興華黃蟮飯總店吃，在加拿大、中
山、開平、台城都有分店，雷會長和雷校長找人買來野味加
餸，香港和澳門的團友都是淺嘗，但台山的老師和職員們卻
讚不絕口，2012年第三屆世界培正同學日有機會一定要來
品嘗，雙雷一定請客。晚飯後回到酒店才八時多，李仕浣校
長、張廣德校長、呂沛德會長、雷禮和會長和我，在酒店大
堂圍爐夜話，閒話家常。兩位校長，活在港府的教育體制
下，真是勞心勞力的將培正小學推向高格定位，每年有三千
人排隊，但學位才二百個。問李校長難忘的家長投訴，隨便
就提了兩個：一是投訴老師貪污，不讓孩子升班，幸好，升
留班有一套完善考核制度和會議紀錄，廉署查閱後消案；二
是學生屢不準時交功課，要記過，家長來求情，家長告辭時
告知，
「李校長，你的一番勉勵說話跟教會的牧師一樣」。
李校長下個學年，會退下火線，張校長接任，深慶得人，做
校長一點不易為。
呂和雷兩位會長，正心繫2012年的世界培正同學日。
但下一屆，2015年往那兒舉行 ? 他們將眼光投到我身上。南
半球很多培正人未有來到訪，辦世界同學日是一個好項目，
但澳元正處高位對美元。我同意帶這個項目回悉尼，跟職員
會商議，執筆時，已取得Auckland,PCAA Fred Tsui 徐德輝
會長（1965耀）and Melbourne, PCAA Elizabeth Wong王端
兒會長（1971剛）同意做一個週詳的Feasibility Study。在悉
尼培正同學會心中願望，希望大家能合辦，一來貫徹紅藍精
神；二來方便前來參加的學長們和家人，在大公宴前後可以
到紐、澳各城市旅遊；三來，悉尼同學會，平均年齡六十
歲，鄺伯的魄力不是人人能及。
6月12日早上，有一個紀念活動在台山培正舉行，謝天
賜學長追悼會。前些時，謝學長在美國華盛頓市積勞成疾辭
世。追悼會後，車載我們到台山步行街逛逛，女生比我們班

21

各地同學會消息

男生，活潑多了。午飯時，鄺伯再多謝大家，其實我們要多
謝他，住吃行全包，黃啟明校長後繼有人，因當年，培正留
宿僑生有40%是四邑人，40%是台山人，僑生時時未能交宿
費和學費，黃校長一力承擔，讓僑生們專心學業，所以學長
們畢業後多有作為成大業，當年的授業老師們和校長，功不
可沒。這次籌建黃啟明校長紀念館，實是延續培正歷史，悉
尼同學會全力支持。
台山市將來的重要發展是核電廠，離台山培正西三十公
里，2014年落成，會大大提高生產力，但有福島天災為鑑，
想中國政府會小心行事。

6月16日，東山培正一行
和朱素蘭會長相約午膳於廣州東站的景星酒店，她帶
來陳建秀副會長和廖漢年副會長。朱和陳會長是隣居住近東
山培正，但廖會長早上從番禹乘地車過來，近年廣州交通和
建設大躍進，週邊的發展，政府十分用心，自從亞運會後，
大家都在享受成
果。悉尼算是南
半球的大城市，
和廣州市比較起
來，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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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會長從事教育界多年，東山培正的學位難求，校友們的成
就不凡，老師們其中的努力和用心，各位能否深深理解和體
會。
午飯後，一行人坐地車一線，從火車東站地車總站，坐
四個站，走出東山口站，經過舊區一兩條小街，眼前一亮，
培正路到了。左側是廣州的第七中學（從前的培道）
，右側
便是培正小學，有前省長葉選平提字，紅牆綠瓦，瓦頂燒
有「培正」二字，和英國白金漢宮看齊，在區內很顯特式。
走過小學大門，右轉便到達中學部，弘社廣場就是中學入
口，弘社捐贈廣場每一塊地磚，在美州樓右前方，弘社廣場

的基石，剛泊了一輛校車，朱會長知道我想拍照給港、澳同
學看，馬上找司機將車駛走。參觀當日，正在考試，未能訪
問就讀的學弟妹們，但一定是質優生，招收五百人，招咁低
分數綫，2009年度訂公費686，擇校678，2010年度訂公費
652，擇校685，平均分80%才有機會入讀，當日天氣酷熱，
但校園內古樹參天，氣溫馬上下降，泳池和操場更是一流，
難怪近年省、港、澳運動交流，都是東山獨佔鰲頭。轉往教
學大樓，是1992年林炳炎基金奠基又一次證明校友們的支
持。林老先生是恒生銀行創辦人之一，兒時曾參加他們在赤
柱，何善衡老先生家的泳池游泳和學打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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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學大門，本是同學會的所在地，但正在進行工
程，會址遷往培正二橫路，一間兩層屋子，樓下設有校史博
物館，看了才知有一座著名的「白樓」建築不復見。培正120
年的歷史就在當下，希望大家安排時間，一定要參觀。廣州
同學會，花不少心思保存下來。木製的樓梯上二樓，樓梯牆
上，掛滿各社的社旗，最佳拍攝位。二樓掛著黄啟明校長題
的「敬業樂群」
，很有意思。朱會長送
上預備好的禮物，是廣州培正的紀念
啤牌和鎖扣，我代表悉尼同學會答謝。
在 歐 遊 期 間， 到 過 Sweden 的
Stockholm市，參觀了Nobel博物館，
看到各Nobel Prize得主放在博物館內
的研究成果。最使我回味是1960代，
DNA人類圖繪，今年2011年，我還是
看不懂。那時電腦還是萌芽期，得主
卻能第一次將上帝做人的方式，展示
在一張 A4紙上。人有太多事不清楚，
什麼是自己不擅長的領域，而這些領
域，正是我們自我成長的原動力。過
去培正老師們給我們啟動了，求知的
欲望，探索不同領域的興趣。
再在博物館的書店，看到唯一的
一本中文書：
「求知樂」
（The Joy of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正是敬賀
崔琦教授的文集，文中多提到崔學長
對老師們的尊敬和熱情，絕沒有因他
的地位而改變。有感現今老師們的辛

勞，我們悉尼小小同學會，能做到便是送上紀念原子筆給每
一位老師，前任教過我們的老師也預備一份，借助香港、澳
門、廣州和台山同學會代派發。
悉尼培正同學會徐兆敏會長
1st August, 2011

會長
報告

會，郵寄印製、支出，另外 $10作為我們的項目費支出，其
實是不足夠，所以有能力的同學們，請多贊助。
使來年的項目更加精彩和更多同學參與，剛在十月一
日收到劉維張同學（1976捷社）
，贊助同學會2012年度經費
$140。去年，是 $50，加碼了。又去年有贊助同學會 $200的
羅慧莊同學（1975昕社）繼續贊助同學會 $200，真的衷心多
謝。
大家看培正同學通訊，知道第一屆世界同學日2006年
在洛杉機 Los Angles，第二屆2009年在廣州也是120週年校
慶，第三屆在台山培正2012年11月24、25日，那麼第四屆
2015年是我們悉尼嗎? 會長正組織在Melbourne, Auckland
and Canberra等同學會一齊合辦，發揮紅藍精神希望有好消
息遲些宣佈，雖然我們一班職員馬兒好，但糧草也要足，儲
幾年錢才易成，故此，今年的同學日抽獎，頭獎是免費駕駛
Mecedes Benz C-class for Weekend，價值應為$800（$600 +
$200 insurance）
，希望大家多買Raffle Tickets，以示支持。
另外，職員會用心印製年刊和DVD 相簿，給大家一個美好
回憶，同學們參與的自傳式記述，實在難得，可以窺到培正
的歷史、教學精神、校譽的建立，一切得來不易，培正今
天有42個同學會在世界上42個城市，我想大家應該值得驕
傲，各位身為悉尼同學會的一員，遠在9千公里的國度外，
願神一路帶領，讓更多八十後的同學參加，會務更加興盛。
明年2012，活動項目也訂了下來，分別在2、4、6、8、
10 月，雙月舉行，2 月份暫定，第一個週末，2 月 4 日慶祝

今 日 10 月 29 日， 是 2011 年 度 的 同 學
日和加冕，好開心，見到很多昨年同學日
有出席的同學和學長們，剛才播的 Music
DVD program，大家有看到自己熟悉的身
影、造男、女主角（我接受唔到囉）
，是的
大家又長大一歲了。好的時光，值得紀念每一分每一秒，同
學會用不少時間將它們輯錄起來，希望各位喜歡。
轉眼當了會長一年又三個月，算是吃喝玩樂樣樣齊，同
學會提供了八個大項目給同學們參與，2010年十月聚餐、
十 二 月 的 同 學 日 和 加 冕，2011 年 有 二 月 飲 茶 團 拜， 四 月
Breakfast Point BBQ派對，六月聚餐，八月教會聚會，十月
賞花遊和今年的2011度同學日和加冕。能夠順利完成，有
賴職員們努力不懈，參加了十五次工作會，雖然不是每次都
全部出席，但總能超有66%出席，作出決定，同上市公司運
作差不多，你們真有眼光，昨年八月選出的兩位副會長，出
席率是100%，所以下次選舉，都幾難取捨。
過去一年，我們重大開支，主要是2010年度的同學日
和加冕$744.55，贊助培正同學總會$650，BBQ party $410.70
和捐贈原子筆與香港、台山、東山和澳門培正老師們，又贈
筆支持2012年台山培正舉辦第三屆世界同學日，十一月廿
四和廿五日合共 $1500，加上其他項目，總支出 $4712.70，
總收入 $7795.60，餘下 $3082.90，而同學會的收入，主要
靠同學們的贊助，請大家參考2010-2011年度的贊助表，所
以來年，同學會訂下會費 $20，其中 $10作為香港培正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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