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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戚嘉慧 77年 傑社

2015年一眨眼又過了，我去年年底有幸參加了澳紐世界培正同學日，之
後又出席香港、澳門及廣州培正的同學日，大開眼界，還認識了多位校長和
同學會會長， 穫益良多， 並且還了我一年內能參加省港澳同學會的心願。 本
來打算寫一篇遊記，但拜讀完鄭國輝學長的澳洲遊後，不敢斑門弄斧，我將
會改為 紐西蘭同學日之旅，留待下期獻醜。
去年年底理事會中經理事們抬舉，讓我再服務一年，我想有這麼多進步
的空間，還是跟所有學長繼續學習。在此我要特別多謝兩位剛離任的學長理
事，第一位（排名不分先後）是為我們籌備了幾年乒乓球日的林鼎彝學長，
別忘記去年同學日的中秋佈置及圖片展覽，都是林學長的功勞。另一位是談
雲衢學長，每次我們收到的通訊，都是談學長替我們到印刷廠郵寄來的。而
且每次活動，談學長都一定到場，無論服裝、道具、茶水，這位萬能老官，
都有求必應，衷心感謝兩位。今年歡迎兩位新加入的理事: 許永懋和雷百成。
除了許永懋和李健是夫妻檔外，另一佳話是我們去年加入的何愛文理事，因
為結了婚搬到南加州，位置由女兒何靜儀補上，恭喜何學長，各位理事們，
我們互助互勉。
今年二月二十日在香滿樓的春宴，我們有區錫機學長主講獨自創發的
頑症治療。七月十六日是乒乓球日。而今年的夏季野餐，會改為三日兩夜的
Reno之旅。如果反應良好，以後可能辦遊船之旅。灣區培正同學日暫定在九
月期間。乒乓球日和同學日的詳情通告將會在下期通訊登載。我們歡迎各位
學長的寶貴意見，學長們可以寄信到我們的郵箱地址或電郵到sfpcaa@gmail.
com。 最後敬祝各位學長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謝謝下列獎學金捐助者
1950 弘 弘社社友 $ 500
1970 謙 陳樹萱

1955 忠 忠社社友

$ 600

1958 銳 談雲衢

$ 20

$ 100

謝謝下列通訊捐助者

			

		

1939 鵬 李兆康

$ 10

1945 毅 陳雲柱夫人 $ 30

1945 毅 陳

1945 毅 李秀珊

$ 20

1945 毅 譚連德

$ 30

1954 匡 崔家祥 $ 20

1954 匡 楊東權

$ 20

1956 瑩 龐敬鋆

$ 30

1958 銳 談雲衢 $ 20

1958 銳 吳宣倫

$ 100

1959 光 高子煒

$ 100

1959 光 黃維廉 $ 100

1960 正 黃伯熙

$ 10

1963 真 陳訓勤

$ 63

1969 昇 黃錫海 $ 20

1969 昇 寇懷信

$ 20

1970 謙 陳樹萱

$ 100

1970 謙 葉榮銓 $ 10

1971 剛 郭耀褆

$ 10

1973 勤 張菊偉

$ 20

1976 捷 黃文傑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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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同學日禧班聯歡點滴
2015年9月26日三藩市灣區培正同學會在Cupertino王朝海鮮酒家舉行每年一
度同學日，同時慶祝十屆禧班加冕及頒發紀念品慶典，到會參加人數總共219
人。編者幸得禧班社友支持提供一些有關他們禧慶的活動彙報和感言，在此
登載與讀者分享：

1940年級毓社鉑銀禧

區東

今年是毓社離校75周年，我聯想到舊事，無限感慨。當時我級在澳門就
讀，1939年秋，母校舉行50周年紀念慶祝，我們請李竹侯老師撰聯，貼在池
塘上九曲橋的盡頭原有的對聯上，詞曰:
“豈為愛蓮來，不過池角小亭，堪作課餘游息;
權宜遷澳讀，剛又校齡半百，也該紀慶裝煌。”
同時橋頭入口處，架上一木牌坊，貼了龔振祺老師所撰一聯。 詞曰:
“綵綠笙歌，頌五十年前哲士;
蠨蛸鸛鹿，懷百餘里外東山。”
因此更懷念先賢創業功績，自此至今，又再25年矣。於今75年後，母校遷
返廣州舊址，回首前塵，自覺歲月不留人，世事滄桑，本篇作者，亦將感於
斯文也歟 。

區東 戚嘉慧會長 葉兆光夫人
******

毓社懷舊照片欄

**********

**********

1945年級毅社金鑽禧

******

陳翹邦

多謝三藩市灣區培正同學會為毅社同學離校七十周年辦金鑽禧慶祝，並致
送到會每位社友一枚超級鑽石留紀念。
三藩市灣區的毅社同學，原先很分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一次譚連德
家聚會中，劉志超提議毅社應該有個定期聚會日，大家一致同意，每個月第
一個星期六中午到香滿樓飲茶，由陳雲柱擔綱，不用發通知、不必報名，到
期社友自發參加，坐下就像家庭團聚。我們的月會，飲食在其次，主要是聯
3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八十九期通訊

誼。例如陳雲柱身體不好，初時點心泡過滾水才進食，後來只食淡粥，陳國
鈞也曾油鹽不進，張淑芳切去半個胃，陳幹夫婦近十年來身患重病，他們仍
然堅持參加。由於經常聚會，友情更加增進，社友消息更加靈通。陳雲柱過
身後，他的夫人黃珍妮女仕遵照其遺愿繼續主持至今。
毅社是培正的一份子，所以月會並不限於
社友，57年輝社鄭國輝、67年恆社周榮超夫
婦，他們不僅常臨，而且是基本台柱。香滿
樓毅社月會，現在可說是灣區培正同學會的
一個據點了。 		
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上世紀七十
年代毅社同學第一次參加灣區培正同學會的
只有陳國鈞和我兩人，1995年在皇后酒家毅
社金禧慶祝約有二十四人，2015年王朝酒家
毅社金鑽禧到會社友僅五人。話不多說了，
但愿灣區培正同學會薪火相傳，長保青春。
陳翹邦 陳幹 譚連德 李秀珊
******

**********

1950年級弘社藍星禧

**********

			

******

趙善強

					

我們灣區弘社同學也趁機會邀請各地弘社同學到來參加離校65周年聚會，
對這群80歲以上的“老人家”交通問題很難處理，在戚嘉慧會長及孫必興理
事安排下，把這一班“老嘢”專車送到王朝酒家，同時又贈送每人一顆名貴
的“藍寶石”(約 50 carat 左右)，紀念2015年弘社藍星禧，除集體拍照外還享
受一個豐盛的海鮮餐，飯後再分別由何汝顯、談雲衢、雷百成專車送別，麻
煩了多位理事熱情的招待，僅此鳴謝。
此次聚會，灣區同學有潘永健、關威民、劉觀之、李朝勇、李添基、李保
羅、陳惠群外，還有外地來的蘇君樂(聖地牙哥)、朱樹椿(北京)、李宗枬(廣州)
、鄭建基(溫哥華)、陳兆金(丹佛)、甄炘文太太(泰國)及其他社嫂 (照片1)。
兩日後9月28日弘社同學再一次在Millbrae香滿樓酒樓聚會，因為有幾位社
友及社嫂未能參加同學日慶典，共30多位有機會再一次與各地同學們握手擁
抱，共享一次美味可口的午餐全部由郭同伋嫂夫人(包起)請客 (照片2)。

照片1

(前排左起:)

陳兆金、陳惠群、朱樹椿、李朝勇、
關威民、李宗枬、蘇君樂、潘永健、
劉觀之、李保羅、李添基、鄭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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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前排左起: 劉觀之、潘永健、蘇君樂、朱樹椿、鄭建基、李建弘
後排左起: 李添基、趙善強、伍志超、黃洪鼎、李朝勇、李宗枬、麥國健、關威民、吳錫麟
******

**********

1955年級忠社鑽禧

**********

				

******

梁錦濤

唉! 一百二十萬天又過去了，這60年不知怎樣過去的，但確確實實我們這一
群都是高齡老翁了，尤其是最近一兩年，我們走路慢了，背不怎直了，據最
近統計，我們四班培正高中畢業，共160人，大概已走了一班，其他的我們，
是在排隊，物換星移，無法抗拒。
我們同級大概有20人左右在灣區，這次王朝午餐出席有13人，已是不錯
了，最近數年不開長途車的人約有三分之一，從不參加活動者亦有四分之
一，在未來數年，能有一半人(10人)左右能參與活動的，已是萬幸了。
隨着年齡增長，人懶了，什麼都不想做，請人去寫篇中文報導，難之又
難，不是說寫不出中文，就是跟本不想寫，不能寫，其實只有一半是真的。
說了半天老話，又回頭說說我們這一群老者活動近況，大概三四年前吧，
我們一向有集會，午晚餐團聚之舉，現已無影無蹤了，有的是有朋自遠方
來，聚首一下而已。有志同道合者，麻雀友四人局，每月兩次(自已組合者)有
每星期四早上，在舊唐人街(SF)有一桌中午飯局，從明社到忠社都有，不超過
十人。
上月Nov 9- Nov 14, 2015 我們忠社鑽禧在香港盛大慶祝，並在珠海、中山
四天歡聚一堂，出席老師只有生物老師老瑞麒夫婦，年過九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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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
劉粵深、方翹楚、周興文、謝瑞津
前排左起:
鄧國謀、羅愛萍、薛又梅、鍾美麗、
伍維章、梁錦濤、陳若琪、張奮雄、
趙崇綱

					
					

香港鑽禧全體忠社同學合照
******

**********

**********

1960年級正社翡翠禧				

******

林鼎彜

今年同學日會場加多了一個照片展示的角落。其目的是以照片形式向同學
報導校友會一年來活動之實况和今年禧班的過去與現在之介紹。
展示內容
1. 為出席同學日之校友在主餐前後端上一道非食品之開胃菜或甜品。避免
同學對同學日“聚餐”理解為僅僅是飯局，大家圍桌而坐，講幾個段子，懷
幾份舊，吃飽了就散場。
2. 為會場營造一些迎客氣氛。俗話說：三分長相，七分打扮。可見打扮的
重要。唯獨是我們租用之會場，室徒四壁，連一點裝飾品都沒有。要同學對
同學日產生好感，在會場佈置方面做點工作可能有幫助的。
照片收集工作
1. 向各禧班收集展示之照片及照片解釋。另外要收集的是校友會該年各頃
活動之照片。負責此項工作者最主要是校友知道收集代表人是誰，因為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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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的同學很多珍貴回憶都在同學錄內。絕對不輕易借出。今年能成
功借出這些老同學錄。主要是戚嘉慧會長出馬。不但買了保險，保証絲毫不
損，而且準時奉還。這是今年照片展最艱巨也是最光榮的任務。
2. 複印同學錄內之照片和照片縮小放大。這項工作需要一定程度攝影知識
和願意不厭其煩的跑冲冼店者才能勝任。黃維亷理事不但是校友會欽定攝影
師而且冲晒內行。與冲晒店工作人員＂拗手瓜＂能力強。
3. 最後是統籌、集大成。實際工作是在展示板上縫縫補補、剪剪貼貼。自
命有點審美眼光者就可應徵。規矩主要是寧簡毋繁、寧疏毋密、寕拙無巧。
讓觀者看起來順眼，一目了然。能讓觀者感到像博物館看展品就是專家了。

					

照片展示 一 角

******

黃伯熙 林鼎彜夫婦 阮明 莊文崙 李穎方

**********

1965年級耀社金禧

**********

			

******

關仕清

光陰似箭，轉眼間我們耀社同學已經離校50週年。 在多次的同學會議中，大家
都約定參加九月二十六日的同學日午宴。結果我們有十四名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連家眷共十九人。
同學日那天我們幸得吳宣倫學長作大會司儀。 我們唱完校歌，大會正式開始。
經會長戚嘉慧致詞後，午宴正式開始。 進食幾味菜餚後，會長戚嘉慧開始進行禧
慶儀式。因為我們未能請到老師前來參加慶典，禧慶儀式由前五屆學長執行。我
們65年耀社五十年金禧幸得60年正社的黃伯熙學長為我們十四位同學帶上金禧的
金牌。其後我們耀社關仕清同學也為70年謙社同學帶上他們45週年藍寶石禧的賀
牌。
待各界的禧慶儀式結束後，大會更播出悠美的音樂，邀請有些愛跳舞的同學翩
翩起舞，大會場面非常溫馨。為了增加場面的熱閙，我們由吳煥源和關仕清同學
發起為大會獻唱幾首很動聽卡拉OK歌曲，場面增添不少風采。當我們唱到“朋
友”那首歌時，我們大家都有無限感慨。
歲月不留人，生命歷程到今天，我們都要感恩。我們有機會來聚會，大家暢
談生活點滴及多年離校的情懷，大家能夠享受兒孫的家庭樂趣，事業多少的成功
與挫折都成過去。我們朋友同學間將互勵互勉，大家一齊尋到人生真理，我們所
作的事都能榮神益人，珍惜我們的家人，讓我們都能活出美好的生活自由風采。
在大會結束時，我們都相約在十一月去參加母校舉行的同學日慶典及其他旅遊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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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

黃家樂、汪復復、袁慶和、黃耀棠、蘇麗文、吳煥源、王紀樑、
熊竚聲、關仕清、鍾 立、尹立道、黃 杰、劉德光、何衛華

**********

1970年級謙社藍寶石禧

**********

			

******

陳樹萱

自踏入2015年謙社離校45週年這個禧年以來，灣區許多同學都一直熱心參加各地同
學會所籌辦的禧年慶典，或籌組一些旅行活動，到各美加城市探望當地的同學，大家
聚聚舊。例如於3月中旬，便有5位同學前往羅省接受同學會加冕，並順道跟當地同學
歡聚了幾天。9月中旬，亦有12位同學 (連家眷)，組織一個美食團，前往溫哥華經當地
同學的安排，一起勁食了一整個週末，並四處遊山玩水至離三藩市同學日午宴只有一
天的時間，才趕回灣區參加另一次禧年慶典！
以上所提的活動，原來也在默默地，為禧年活動提供一個熱身運動的作用！禧年的
活動高潮，當然離不開於11月中旬，在香港培正母校舉行的加冕活動，及於加冕前後
由一些熱心的同學，努力籌備了差不多一整年的兩個行程豐富緊密的東南亞旅遊。
今次的禧年，除了是謙社同學「登陸花甲亅之後首次的禧年慶典，在灣區也產生了
兩個令人感到有點無奈的巧合。就是在11月15日的同一天，我和蔡劍輝在灣區分別要
為各自的兒子（我娶新抱）及女兒（他嫁女）舉行婚禮，而香港培正母校的大公宴，
則在11月14日舉行，故所有在亞洲舉行的謙社禧年活動，我們都無緣參加，唯一感
到安慰的，就是多謝關耀文及一些熱心同學，在香港11月12日舉行的謙社重聚歡迎晚
宴，利用 Google Hangouts，使身處海外的同學能夠用視頻參與當晚的盛況，不過由於
時差的關係，晚宴完畢時，已是美西時間早上6時了！

				
左起：蔡劍輝夫婦、 甄伯權、茹名苑、 朱嘉樂、 劉惠玲、 謝成、 雷健熾、
曾英鑾、 葉榮銓夫婦、 伍素瑩、 陳樹萱

8

						

1975年級昕社紅寶石禧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八十九期通訊

			

曹婉荷

在認識五十一年後仍然有聯絡的同學名單上，我可以數一數二。真的，只能想
起兩人，其中一個就是譚月儀同學，所以這次能夠與她一起參加三藩市同學日的
紅寶石禧慶典，覺得非常難能可貴。
無論畢業後多少年，都覺得日子過得太快，年齡數字太大，與心境不成正比。
眼看要跨過「耳順」的門檻了，對紅寶石禧的態度，有些同學是積極的，即使走
遍天涯，也把握每個機會共聚一堂。而我，說得冠冕堂皇的話，是處之泰然，實
在的是: 懶散。今年各地的昕社慶典，我沒有協助籌備，亦早已決定閉門家裏坐，
靜靜地躲過這個紅色里程碑，但無心插柳的參加了同學日，渡過一個愉快的下
午，那份意外的喜悅，竟是更加珍貴。
非常感謝同學會安排簡單而隆重的慶祝項
目。帶回家的是一枚亮亮的紀念章，帶進心裏
的是一絲絲暖意。沒有參加聚會幾年了。喜見
以前認識的學長們別來無恙，亦與家兄及同席
新認識的朋友相談甚歡。言笑之間，重溫了點
滴兒時舊事，如老夫子漫畫，如南音唱片，如
父親喜愛白蘭花。更得到新知識，如「客途秋
恨」的文學價值，如白蘭花的拉丁文名字及種
植心得，如譚月儀的油畫是那麼出眾。最後看
到銀禧班一大羣同學興高彩烈的在大合唱，勾
起自己以前參加昕社銀禧的雀躍，還萌生了要
跑去加入一齊唱的衝動。
人不能總是緬懷過去，也不能只有計劃將
來。即使我選擇懶散地活在當下，那日能夠不
經意的翻開一兩頁個人歷史，是個愉快的點
綴。能夠與相識五十一年的小一真同窗慶祝紅
寶石禧，毫無疑問，是一真的人生樂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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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級穎社珊瑚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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