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剛強老師安息主懷
1941年磐社梅剛強學長於2011年7月24日晚安息主懷，享年八十九歲。梅剛強學長
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香港培正母校任教美術科，亦曾任宿舍舍監，是一位和藹可親的老
師，梅老師之安息禮拜謹定於八月十四日（星期日）下午5:30假新界大埔墟鄉事會坊32-38
號大埔浸信會擧行。同學會同寅深表哀悼。

梅剛強老師生平事略

代初前後四十年間，上至週年
紀念、按立慶典所用之大字牌
匾，下至聖誕節日禮堂之聖景
佈置等，大部份均出自家父之
手工。1968 年家父被按立為大
埔浸信會執事。70 年代起在埔
浸歷任聖樂部、總務部、學務
部（教育委員會）等顧問。自80
年代起更擔任成年級主日學老
師及常青團契導師，直至中風
後始引退。
家父由 1953 年起至今前後
與埔浸七位會牧，包括彭學騰
牧師、龍子壽牧師、梁德舜牧師、朱活平牧師、陸幸泉牧
師、龔仲康牧師及陳志強牧師，並眾傳道同工、執事部長，
弟兄姊妹，同心事主幾近六十載；參與兩次建堂〔1958年在
安富道；1973年在鄉事會坊現址〕
，襄助四間基址〔上水、
廣林、富亨、運頭塘〕。悠長歲月中，家父不但見証了埔浸
的開始，亦伴隨著埔浸成長，可說是徹頭徹尾的「埔浸人」。
家父畢生熱心教育，先後任教於香港培正中學及大埔中
華基督教會正而學校（後易名基正小學）
，合共三十六年。
家父為人忠厚，處事盡責，對後輩更諄諄勸導，誠為一位良
師。1983年，家父因法定年齡所限而宣告退休。退休後生活
清閒，更時常返回教會協助總務部維修工作，及改善禮堂音
響裝置，樂此不疲。1992年家母家父先後移居美國。1995年
回港探親期間，家母在浸會醫院被驗出患有腎衰竭須長期洗
腎；後又確診為骨髓瘤須接受化療。家母患病三年期間，家
父分擔大部份家務，直至1998年8月家母安息主懷。其後家
父有感於家務繁重，家人仍亟需關顧，遂決定放棄返美，回
流香港。
2001年9月及11月家父先後兩次中風，幸只屬輕中度，
留醫個多月出院。中風後由於行動不便，甚少出外，但仍
可在家中料理家務。2004年2月家父在家心臟病突發送院急
救，蒙主眷佑化險為夷。出院後同年5月入住大埔舊墟汀角
路平安里基督教榮美之家安老院（後易名康和護老中心）。
家父入住安老院後仍不忘為神家需要代禱及奉獻，尤其關心
教會建堂事工。但由於行動及上落不便，只能就近參加大埔
禮賢會之主日崇拜。2009年3月家父往醫院體檢時，因對用
藥反應過敏導致心臟停頓，經醫護人員搶救脫險；復得家
人悉心照顧調理，得以逐漸康復。2010年8月15日埔浸立會
五十週年紀念慶典，家父不但可以出席且能在會中見証神

梅廣勳（1971剛社）撰

家父梅剛強執事，廣東省台山縣人，生於1922年8月18
日（農曆六月廿六日）。乃培正創校先賢之一歐陽進寬先生
之外孫，前兩廣浸信會聯會屬下堂會牧師及前兩廣浸信會東
山神道學校教授梅國芳牧師之公子。在家九位兄弟姊妹中排
行第四。家父生長於一基督化家庭，自小接受基督教教育薰
陶。童年肆業於廣州東山培靈幼稚園，繼而東山培正小學及
培正中學。初中時信主並由劉粵聲牧師施浸，加入廣州東山
浸信會。
1937年日軍侵華，家父當時年僅十五歲，隨家人避難
到從化縣，飽受戰火之苦。後幾經艱辛輾轉北上，進入粵北
坪石培正培道聯合中學繼續學業，經歷兩年多的戰時學習生
活。之後日軍大舉侵犯粵北，學校被逼解散。家父因而又隨
家人南下曲江，再轉向東江逃難。時值基督教青年會總部亦
由此路綫撤退，且在沿綫開設多個難民站。家父全家本基督
博愛精神奮起參與救災工作，協助逃難之同胞。迨至1945
年抗戰勝利，家父再南下廣州繼續服務於長堤青年會，及善
後救濟分署廣州工作隊。
1947年戰後，社會一切正待復原，當時香港培正中學
亦亟欲增聘人手。家父感到身為培正校友（1941磐社）
，回
饋母校乃理所當然，故欣然應聘來港任教於香港培正中學
小學部為美術老師。甫上任已獲委以主編《培正詩集》之重
任。家父來港旋即加入九龍城浸信會，並積極參與詩班及主
日學之事奉。1949年5月他與黃敏英姊妹（家母）在廣州結
婚，婚後定居於大埔。家父於服務培正母校的十四年間作育
英才，桃李滿天下。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乃是他任職培正
時，原本為培正同學日而設計的紅藍反白三色校旗，因好評
如潮而獲母校選定為培正校徽；這校徽沿用至今已超逾半個
世紀。家父熱愛培正，每年例必參加培正同學日活動（直至
中風後始停）。家父有胞弟三人亦是培正畢業生：剛毅（1947
虹社）
、剛銳（1953誠社）及剛健（1957輝社）均旅居美國三
藩市多年，對當地華人、教會及培正同學會貢獻良多。
1953年香港浸聯會於大埔開設福音堂，以九龍城浸信
會為母會；並聘得彭學騰先生為主任傳道，美南浸信會差
會宣教士畢路得姑娘協助。先祖父梅國芳牧師自願擔任義務
牧師，家父亦盡心盡力參與教會事奉，尤其熱衷於指揮及訓
練詩班，且被選為值理。家父不單有音樂恩賜，更具藝術
眼光和設計頭腦，還寫得一手好書法。埔浸由開基至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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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實乃主所賜之福氣。家父入住安老院七年期間，凡事謙
讓，與員工院友相處融洽。閒時更得教會牧者、主內肢體、
親朋學生拜訪問候，或關懷鼓勵代禱，或餽贈愛心禮物，或
相約出外飲茶，令家父深感主內一家真情之可貴。自去年初
起家父因心臟衰竭及肺炎，曾幾次入院留醫診治，均能平安
出院與家人共叙天倫。迨至今年7月初家父感氣喘力弱，兩
度送院。最後因腦中風於7月24日（農曆六月廿四日）黃昏
在家人陪伴下安然去世，享年八十九歲。
家父一生虔誠愛主，恪守聖經真理；愛顧妻兒，忠於
家庭；凡事親力親為，以身作則，深得兒女的尊敬與愛戴。
家父蒙主恩賜兒女六名（其中三名亦是培正紅藍兒女）
，俱
已成長，忠心侍主，服務社群。長子廣才在香港從事音樂工
作。次子廣文（1970謙社）與媳王皓璨任職新加坡神學院聖
樂學院，有一子一女。孫男允琛，孫女瑋琛偕孫婿Joshua均
在美國生活及工作。三子廣勳（1971剛社）偕媳杜麗珩旅居
英國威爾斯任自由傳道，協助當地華人教會及團契牧養信
徒。四子廣恩來回中港兩地從事食品製作推銷業務。五子廣
泉在大埔福慧妍雅集庇護工場工作多年後已退休。幼女小
慧（1978英社）偕婿熊振慶已定居美國亞特蘭大多年，育有

女兒兩名。外孫女瑋婷及瑋珊分別就讀於該市州立大學及中
學。
家父已走完今世路程，返回天家，在主懷裡永享安息。
但願其一生嘉言美行、榜樣見証，永留在我眾心底裡，作為
勵勉。懷念之際，謹將一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神。阿們。

左起: 譚世英、陳靜儀、梅廣勳、李仕浣、李群芳

留下一脈清輝—古容軒老師
（2011年6月8日至10日送別日誌）

親愛的老師，你相信一天內奇蹟會接
二連三發生嗎？讓我告訴你以下這故事。
六月八曰，星期三。收到榮先的電郵，得知你離去的消
息，我徹夜難眠，多麼害怕來不及送你。惱人的是我的設計
工作，剛巧有些很難調動的約會，打了幾通電話，大小不同
的問號仍重叠懸浮在半空 ……。
六月九曰，星期四。奇蹟出現了，臨近中午，種種障礙
居然奇妙地逐一迎刃而解！飛撲往電腦上網，我找到下一個
鐘頭由三藩市直航温哥華的「最後一張」機票！胡亂將衣物
塞進小行李篋，跳上同事的汽車直奔機場，邊走邊向守在關
口的保安員叫喊是趕去喪禮的，那人合作地指示我走一條特
快的通道。慶幸人龍還不算太長，正舒一口氣，不料卻被海
關攔截選中作抽樣檢查，須站在一旁等！時間滴搭滴搭地過
去，我開始冒汗 …… 當我往那見不到盡頭的通道向候機室
拔足狂奔時，機員正透過咪高峰呼喊着我的名字。一腳踏入
機倉，砰一聲，機門迅速在我身後關上。
奇蹟跟隨我一起下機。不能置信地，我租到當天「最後
一輛」蚊型小車，平日沒有GPS就完全迷失的我，竟然順利
準六時駛達 Mount Pleasant Universal Funeral Home，剛好趕
及儀式！感謝上帝，祂讓本來很想來而幾乎來不到的人，終
於來到。素雅的小教堂寂靜地播映着老師生前的照片，空氣
中瀰漫着緬懷故人的淡淡幽思。
老師一生，廿六歲為人師，獻身教育三十四個寒暑，學
而不倦，誨人不厭，嚴而有度，以教為榮。感謝師母把老師
的生平給我娓娓道來，讓我可以和同學們一起分享：古容軒
老師，廣東中山人，1923年出生於秘魯富貴人家，家族於當
地經營洋燭廠，有二姊三兄，乃家中稚子。父母盼子女能研
習中文, 歲半被母親手抱隨同兄姊遷徙澳門，骨肉分離是當

基社 鍾麗芬

代華僑之苦。澳門粵華小學及澳門培正中學畢業後，往廣州
中山大學主修畜牧獸醫。戰亂輟學奔走內地坪石，和平後重
返廣州中山大學補課畢業，再定居澳門。1949年與葉慧璣小
姐結婚，先後於澳門的廣大中學，蔡高中學，嶺南中學任教
英文、動植物科達十一載，奠定一生教學基礎。1960年受聘
於香港培正中學教生物科，舉家遷移香港，後晉升生物科主
任，於母校春風化雨廿三載，六十歲榮休。1991年移民加拿
大温哥華，有女藹怡，子培偉，及兩外孫女。
六月十曰，星期五。Corpus Christi Parish 中午的追思
會上，聖堂小閣樓傳來從天而降的女聲，以天國的詩歌撫慰
着世人的靈魂，這種安詳肅穆的天主教儀式很配合老師內斂
好靜的性格。人群中除了家眷親友及遠方老同學，還有我
們熟悉的區重堅老師，潘寶霞老師，余群英老師，羅艷貞老
師。温哥華培正同學會會長李國揚剛做了外公不能出席，然
而副會長林兆庭，顧曾輝，顧問章子惠，理事楊慧兒，基社
同學昨天有陳堅倫，今天有施大衛，及一衆本土及外地校友
到會。台上擺放着家屬朋友、香港培正中小學、澳門培正中
學、港美加三地培正同學會及不同級社的悼念花牌。我的視
綫停留在「香港培正小學校監陳之望，校長李仕浣暨全體師
生敬輓」和「香港培正中學真社敬輓」兩花牌上，悠然神往：
1963年真社的李校長，應是老師在母校服務後的第三屆學生
了；李校長是我們中四英文科老師，古老師竟是我們的老師
兼師公！原來培正人紮的根遠比我們想像中的深。
春花秋月等閒過，一別藹怡四十年。我倆識於培正舞蹈
班，常快樂同行。前往 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 墓園的
車廂內，藹怡靜靜回憶着：
「中五會考時，剛巧爸爸被編排
給我的生物科試卷評分，他公正嚴明，不會因我是他女兒而
偏私，扣我分數絕不手軟。」老師一個月前感不適，肺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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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疑是肺癌，入住 Burnaby General Hospital 一星期後於
六月三日凌晨在睡眠中安祥辭世，享年八十八。我們的數學
科梁君偉老師，同亦終于肺癌，走時才六十，令人惋惜。兩
位老師曾於澳門蔡高中學任教，是小學兼中學同窗，經歷戰
亂，一生相隨，結下永誌人間的友誼。
可喜是去年老師和懿範淑風的師母共慶鑽婚，六十年
來夫妻互敬互愛，琴瑟和諧。師母舉止涵養，香遠如同一壼
清逸温潤的桂花茶。最令她引以為傲的，是老師一生克盡己
任，教學認真，每天在家勤於備課，手不釋卷。深夜批卷
每至睏倦，便改蹲凳上繼續，絕不怠慢鬆懈。老師是大自然
之子，是懂得欣賞生活的藝術家，退休後每外出散步，喜拾
落葉回家以鉛筆細心勾勒描繪，一花一葉一世界，家中書籍
夾滿數之不盡的葉片和畫作。這種習慣，直到兩年前視力減
弱才逐漸停止。老師是個書癡，常抱書同眠，一生從未停止
購買各類中草葯及林木書籍來自我增值。逛公園更不時停下
來用小簿子記錄木牌上如美洲杉，橡樹等資料回家細研。就
連吃壽司，都禁不住要翻查餐牌上各種魚類學名、俗名和習
性。老師的學者風範，對學問和興趣鍥而不捨的追求，一生
貫徹始終。
我印象中的老師，臉上總帶幾分鎖眉的憂鬱。為人沉
默寡言，豁達寬宏，可敬可親。課堂上，為增添學習興趣，
時而化身冷面笑匠，令人捧腹。很多學生因喜愛老師輕鬆的
教學方式而對生物科產生濃厚興趣，會考取得優異成績。相
信不少同學和我一樣，對老師有着很多愉快的回憶。猶記得
第一次的生物解剖，老師著我們在家捉一隻甲甴帶回校，結
果次早學校飯堂門外大排長龍，大小公價一律X毫。如有當
年買家，不妨報價一聲。至於躺在鐵盤中被我們肆意凌辱的
蚯蚓和青蛙，那陣嘔心的强烈藥水氣味，在那悠長記憶系統
的腦細胞中仍能呼喚一二。當老師提起那隻懸在半空拚命掙
扎的可愛白兔，向我們解釋哺乳類內臟結構時，內心有禁不
住的恐慌 …… 直至老師用對待小孩的口吻保持他的一貫幽
默：
「不用你們來劏，我會好好對待兔妹妹的。」大家才如釋
重負笑將起來。
在培正最後兩年的青葱歲月裏，課後的我，沉迷於圖
書館借來的各式外國翻譯著作，及床底一堆泛黃的尼釆、卡
繆、沙特等二手哲學書籍。有時晨曦初現, 始驚覺學校課本
覆蓋臉上。老師是我中五班主任，又是我中六生物科老師，
而我們的居所，僅一街之遙。多少次往返學校途中，我會快
樂地奔跑到老師身後，用我高八度的嗓音大喊一聲古老師！
你總會駐足回首一笑，歡迎我與你結伴同行。老師，感謝你
對我的不離不棄，你對學生的仁慈從不會按照成績表上的紅
藍來區分。正如大衛所言，你視野的廣和對生命認知的深，
到我們洞悉世情回首時更能領悟你的智慧。
識得最近的路最短也最長 ……
樹樹秋色，所有有限的
都成為無限的了
周夢蝶的詩句最能貼切地詮釋我對老師那份永恆追憶的
情懷。親愛的老師，這世界曾因有你而變得更美好，我要用
微笑送上一闕你年輕時熟悉的「在那銀色的月光下」奏鳴曲
跟你道別。老師如同一輪天地間的皓月，寂寂永恆，照拂人
間，留下一脈清輝。
〔請到基社網頁 http://home.pcms1974.org/memorial/
teacher-koo-yung-hin，瀏覽文末之 YouTube 及照片，緬懷古
老師生前風采〕

懷念1940年毓社

鄭欽明同學

陳永江（1942斌社）執筆

在台多年的毓社鄭欽明學長患肺癌年餘，2011
年初天氣濕冷感染肺炎，1月14日病逝於台北市仁
愛醫院，享年八十九歲，夫人馮女士真光校友，
三年前安息歸主。鄭兄臨終前其愛女慧文自美趕回
送別，子在勤亦由美返台參加追思禮拜，靈體火化
後，骨灰由姊弟攜送舊金山墓園安葬。
鄭兄是東莞人，幼居香港，讀東山培正初三
時已身高六呎，身材壯碩，是位天賦優異的籃球健
將，被我國世運名將王紀良賞識提拔訓練，技藝日
趨成熟。日寇侵華，母校遷澳門盧家花園，大部份
同學隨往，廣東陷敵後許多學校及球隊都解散或停
辦，惟獨培正在吳華英老師督軍下每週球隊定期操
練，在澳門各校隊中培正仍執牛耳，當時有「培正
後五虎將」之稱者包括毓社的鄭欽明與楊小強（美
籍華僑身高六呎）
、許家光、磐社許家穎、鋒社關
作燊等。他們並曾遠征香港和他校較技，無役不
克，鄭君射球十有九中，尤擅中距離彈無虛發最為
馳名。不但球術精湛，球品更佳，謹守球場道德公
平競爭，不因對方的蓄意犯規而衝突，是球員的模
範。
欽明兄不但打波好嘢，學業也優，畢業時得到
學校頒發英文及乙組數學獎。其後鄭兄入了上海滬
江大學，讀到二年級時太平洋戰爭爆發，輾轉入曲
江坪石中山大學借讀，抗戰勝利回粵又轉上海，入
海關專門學校，一年後以第一名畢業分發廣州海關
服務，次年大陸變色，鄭君隨同轉到台灣。百年前
的海關是由英國人協助組成並管理，遷台時已經轉
手由美國人幫管，但到台後才改變歷史回到華人自
管，而鄭君則是由基層做起，一直做到國民政府海
關的最高主管「總稅務司」退休，鄭兄廉潔公正，
避免應酬，因此甚少參加同學會聚會，常表歉意，
亦見其操守可風
有成。
附 記： 鄭 兄
為當年培正籃球
「 後 五 虎 將 」之
一，
「前五虎」記
得是：黃兆鴻（美
僑）
、吳華雄「細
鬼」
（吳華英之
弟）
、陳天利、羅
吉 安、 許 明 光，
皆為征戰南北聞
名的紅藍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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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哀悼1954年級匡社老同學

蕭秀吟、梁錦琪、湯壽仁安息吧！
2011年初，短短三個多月，痛失了三位老同學，不勝
說一定不可以出發了，因為醫生說他患上了乳癌，原來男
欷歔！
士的乳癌是不易痊癒的，初時他還挺有信心戰勝病魔，因
去年十月中，我和外子李學易
（匡社）從溫哥華回港
為他在2005年已患過一次鼻咽癌，那次他到台灣請培正
小住，因為另外有幾位同學亦分別從三藩市和西雅圖回
一位學弟梁雲醫生治癒了，可是這次卻不一樣，病況越來
港，所以在短短兩個月內與蕭秀吟和她丈夫相聚了三次，
越差，大家都很擔心，好幾位同學都約好了在五月十七、
是頗少見的，沒想到在二月初，大概是年初七吧，鄭家安
十八日分別飛去探望他，各人都買了機票，可惜卻遲了一
同學的太太突然給我電話，告知我她的雀友蕭秀吟
「走了」 步，在五月十六日，他便撒手塵寰了。難過，難過！
，我當時發呆了一陣子，故不曉得回應她，因為只在兩三
我和學易本預備返回溫市後便立刻去探望壽仁的，
星期前還一同吃過飯，那時她只說有點兒不適，看來還是
我們兩地相距只需兩小時半的車程，可是卻因種種原因
正常的，沒想到一下子便離我而去。原來她因腸胃間患了
及我要接受一次眼部小手術而未有成行，也因為每次跟
不易檢驗到的癌細胞，到發現時已到末期階段，之前連她
他太太通電話，她都是說他的情況一般，像沒有太大變
當醫生的兒子也察覺不到。短短幾星期就此離世，正是
化，於是我決定和其他去探望他的同學同時抵達，可是在
世事難料，舉殯當日同學多人到場致哀。
五月十五日晚他太太說醫生提議送他到Hospice Care，這
蕭秀吟在培正高中畢業，她是從中華中學轉過來，性
也是他自己的意願，我知道凡入了那裡，醫生就會逐漸加
情很文靜，頗害羞，所以在校時不大活躍，但在畢業後也
重他的嗎啡藥以減輕其痛苦，這樣他便容易在舒服的情
常參加同學的聚會。在我腦海中，仍不時浮現讀書時跟她
況下來個了結。於是我和學易決定在十六日晨早驅車去看
同出入，同到火車橋附近的聯發餐室午膳，她喜歡在揚州
他，就在準備出發的一刻，王釧太太來電告知壽仁已在
炒飯上加喼汁，此情此景，歷歷在目，數十年來我們仍保
午夜睡夢中安詳地離世了。後來各同學聯同溫市的社友共
持緊密聯絡，遽然離去，痛心，痛心！
二十四人在溫哥華為他舉行了一個小型追思會，各人都傷
正當傷痛未過，又接到電傳通知三藩市同學梁錦琪
感非常。
於三月十五日安息主懷了。他生前從事電腦工作，退休後
湯壽仁為人樂觀，勇於助人，有求必應，是位好
專注研究乒乓球術，在三藩市球賽中戰無不勝，近年他
好先生，他曾在廣州培正西小肄業，解放前轉到港讀初
為社友開設了匡社網頁，舉凡母校的消息，老師的近況，
中，中二後移民到美國波士頓，後來在波士頓理工大學
同學的活動等等，他都詳盡地放上網頁中，圖文並茂，精 （MIT）天文地理系畢業，後來更得碩士學位，曾在南極
彩異常，讓分散於五湖四海的同學也能收看到彼此的消
做研究工作。85年來港受僱於一商業機構多年，97年退
息，他一旦離去，是我社的莫大損失！
休後與妻子返回美國西雅圖生活。他自從離開培正後，
梁錦琪在年前患前列腺癌，他的兒子是三藩市著名
與同學失去聯絡數十年，直到2006年才在當地戲劇性的
的心藏科醫生，在太太及兒子的悉心照料下，很快便治愈
和王釧相認，此後我們經常往來，因為他喜歡吃溫市的
下來。可是，去年四月又發現患上鼻咽癌，雖然經過一年
東西，所以我們非常熟絡。他們夫婦多次參加培正同學
的治療，最後還是藥石無靈，安息主懷了！可惜，可惜！
會的活動，如在羅省舉行的培正120週年的同學日、溫
錦琪生前樂善好施，關懷母校，他的遺孀秉承其遺
哥華同學日、香港及廣州匡社金禧慶祝會等等、在兩地
願，慨捐一萬美元予母校，以作發展之用，可見他對學校
與多位舊同窗相聚，好不興奮。去年更喜獲一位女孫，
的愛護與熱誠。其行動堪得後人敬佩。
可惜就在他最開心的時刻，上天卻奪走了他一家人的笑
近年我社同學每年都有一兩次自組團到各地旅遊，
容，接他上天去了！
大都是部份人從美加回港，會合香港同學出發，去年十月
雖然沒有人可以長生不老，然而蕭、梁、湯三位離
訂好到肇慶和台山遊覽。我和學易未回港前，已跟住在西
世，大家都感到捨不得。你們的一言一笑，永遠縈繞着
雅圖的湯壽仁約好在這次遊畢後再同到北京參觀一個拍
我的記憶中，不過，目前你們只是先走一步，相信總有一
賣會，費用都付妥了，幾天後，忽接到他來電說腳部和盆
天，我們會再聚頭的，天堂再見吧！
骨很痛，看過幾次醫生及針炙過都沒好轉。再過幾天，他
李郭少潔  2011年8月溫哥華

羅大堯夫人羅馬蓮彩女士主懷安息
本會已故前會長羅大堯學長之夫人羅馬蓮彩女士於2011年11月23日離世，安息主懷，享年96歲。
羅大堯學長乃本會1948至1953年會長，當時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百廢待興，羅學長對同學會之發展有
莫大貢獻，而夫人馬蓮彩大力協助夫婿，熱心參與培正同學會會務，予人印象難忘。
羅太夫人之安息禮拜定於2011年12月3日上午11時在九龍何文田巴富街合一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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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章鐵錚同學
章鐵錚同學又名章麟，香港培正明社校友，2011年2月9日鞠躬盡瘁，
在港逝世，享年80歲。
鐵錚同學祖籍河北，其父母均畢業於燕京大學，父早年在武漢被
反動政府殺害。他是遺腹子，由母親及姨母在港撫養成長。1946-48年
在香港培正中學初中畢業，受父母的思想影響，他思想進步，20歲高中
畢業進入工會工作，直至退休。
鐵錚同學及其夫人生活儉樸，任勞任怨，從不計較個人薪酬，幾十年如一日。他任職
於水泥混凝土工程職工會秘書長，長期為港工友們勤奮工作，善於處理各方矛盾，為勞、資
及勞工處三方接受。1984-90年由勞工界推選為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1985-99年被
委任為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為香港回歸作出貢獻，1998年被特區政府授予政府榮譽勳章，
充份體現他的愛國愛港的高尚精神。
明社社委會
章鐵錚同學勞苦一生，安息吧！

1943年級鋒社許榮光學長辭世
1943年級鋒社許榮光學長，2011年11月
6日於加拿大卡加利在家睡眠中安祥辭世。
許榮光學長熱愛培正，積極參與培正同
學會會務，他是1995年卡加利培正同學會的
復會會長，他積極聯繫校友，團結同學，關
心及支持母校的發展。
許學長的喪禮將於11月19日（星期六）上

麥群友家人致電郵墨爾本培
正同學會陳秉麟會長通知

午十時正假座卡加利金鐘殯儀館（Chapel of
the Bells）舉行，謹致深切的哀思。
金鐘殯儀館（Chapel of the Bells）地址：
2720 Centre Street, North Calgary 電話：
（403）
276-2296
各位學長如有查詢，請於十一月十五日
前致電李兆堂，手機：
（403）399-3294。

悼念司徒強

培正校友司徒強，著名
畫家，2011年9月5日於紐約
往 生，10日出殯， 中外 宗 親
戚友，藝術界、文學界等巨
擘如李安、夏志清皆光臨追
悼，台北文建會亦有專員參
與，同時台灣、香港及東亞
各地也皆為他開追思紀念會。
司徒強1948年出生廣東開平，就讀香港培正，少時
拜師嶺南畫派泰斗楊善深，後往台灣進修，1973年畢業
台灣師範大學，再往美國深造，1979年普拉特大學
（P r at t
I nst.）美術碩士。早年專研嶺南水墨畫，來美後改攻超現
實派，精勤修習，盡心求索，積極創作，無有懈時脫穎而
出，獨自一格，他的作品常在台灣、香港、北京各地展出
（http://www.okahrris.com/artists/szeto.htm）
，亦為各地
美術館及個人樂愿收藏，數多年前，其在紐約的個人畫
展，紐約地區輝社同學皆有緣光臨參加。
其為人也，逍遙自在，恬淡寡欲，不慕榮利，只自耕
耘，尊師益友，常生菩提智慧，誠言壽終正寢，乘愿再來。
培正才子眾多，美術而言此君實第一人也。
司徒民（1957輝社）

麥群友學長逝世
Deep Condolences to Family of late 麥群友（1953
誠社）
Dear Mr Chan
On behalf of my Mother, sister, and my daughters,
My father passed away last Friday. He went
peacefully. I 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and
support. My father has always been very proud of
being a member of PCAA. He is wearing his PCAA
tie as part of his final attire.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and other members of Melbourne PCAA to
attend my father's funeral if it is possible for you and
the other members to come. His funeral will be held
at the Wilson Chapel of the Springvale Botanical
Cemetery on Wed 16 Nov 2011 at 2.30pm followed
by Burial at 4pm.
Sincerely yours,
Yinhua
15 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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