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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禧三部曲-旅行緬甸剪影

鄭國輝 1957 輝社

慶祝鑽禧，國外旅行選擇緬甸是四月時在南下墨西哥遊船上決定的。初響應甚
眾，後基於某種原因，報名者陸續退出，成行時只有十四人，計有馬文達、葉秀雯
夫婦、翁希傑、葉秀瑜夫婦、何汝顯、蔡煒幗夫婦、魯德華、霍秀森、朱一美、黃
秉權、趙文權、鄭國輝、麥翠玲、李健權母子。多是二年前參加世界同學日，遊澳
洲的班底。
十一月八日下午，一行十五人(包括領隊傲捷旅行社的老板李志安先生)飛離香
港，三小時後在仰光機場會見導遊楊福。這是一年青小伙子，緬甸土生，先祖是中
國人，能說流利國語。只怪我的國語太差，初聽明只一小部份，後習慣他的口音，
可聽到百份七十左右。阿福是一虔誠佛教徒， 述說解釋很詳盡。 緬甸是一佛教國
家，佛塔和寺廟琳瑯滿目。所以此行也是觀摩塔寺為主，增進我對佛教的認識，收
獲甚豐。每到一處，阿福不厭其煩，述出其歷史和特點。但有一令人非常困擾的，
每入一勝地，要作「赤腳大仙」。在旅遊車內便先除鞋脫襪，換上拖鞋。未到目的
地，也要將拖鞋寄存一處，有時要踏着滿沙泥碎石的小徑，方能進內，腳板非常不
舒服，且有疼痛感覺。 出現了小意外二: (一) 朱一美腳趾被沙石擦傷流血，幸好
有抗生素膏，塗在傷處以免沾着污地上的細菌發炎 (二) 在一塔出來時麥翠玲找不
着拖鞋。後兒子李健權幫她尋覓，原來放錯了小籃，若找不着定狼狽萬分。有過來
人告訴我們，高齡人不宜往緬甸旅行。也許這是多人作「臨崖勒馬」的原因。我們
成功地旅遊緬甸，確是非常幸運。
沉醉於佛教，舉國若狂。剛成年的男丁要出家當和尚一段小時間。達官貴人建
築巍峨宏偉的佛塔， 稍為富裕的人家也建小型佛塔以表達心意。 因此遍地都是佛
塔。貧苦大眾也積點餘錢買些金箔薄片裹在佛像身上以祈福。這樣一個狂熱的佛國
自有其客觀條件。
緬甸的民生窮瘠，歷史充斥着天災人禍的沖擊，我在街上見到乞丐之多，為亞
洲國家之冠，且有不少從事勞動的老人、婦女及兒童。自解脫英國殖民魔掌變成獨
立國家以來，軍人掌政，以鐵手腕控制老百姓的生活，摧毀自由思想，封鎖對外溝
通渠道和殘忍鎮壓從言論或行動評議和抵抗政府的團體。在此虐政下，現代發生了
兩件驚心動魄大事，分別是人禍與天災。
六條八慘案，事發於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早上八點八分，反對軍政府極權下的
壓迫，學生發動全國性抗議遊行。僧侶、市民……也參加，士兵在街頭用機關槍向
遊行隊伍掃射，搶救傷亡的醫師和護士也遭池魚之禍，白色制服染滿鮮血。單在仰
光鬧市內，有二千以上受難者被射殺或以棍棒杖斃。
二零零八年五月， 氣旋風暴 Cyclone Nargis 襲擊伊洛瓦底河 Irrawaddy 三角
洲，估計有十三萬八千人在旋風肆暴下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露宿原野，嗷嗷

11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九十三期通訊

待哺。國際機構準備伸出救援之手。軍政府斷然拒絕物資進口，更封鎖災區消息，
於是哀鴻遍野，死傷枕藉。
由此見得，亙古以來，緬甸人民生活得很苦，隨時有滅頂之殃。宗教是唯一解
脫災難的法門。希望輪迴後有一較好的生命，或積善能直接踏進極樂世界，不再回
塵俗中浮沉，備受折磨。 這樣悲觀的人生哲學， 我在印度恆河遊記已有詳細的闡
述，在緬甸境內，奔入眼簾的都是寺廟和佛塔。欣賞這些宏偉建築竟成了遊緬甸的
主題。
古城浦甘 Bagan 觀光首當其衝。現存仍有四千多座佛塔使此小城名貫遐邇，創
造了世上獨一無二的色彩。蒲甘築在一望無際，有點沙漠化地質的平原上。在大小
馬路旁邊，零星點着高矮巨細的佛塔，尖頂、圓筒蓋、方地基，夾離些灌木樹叢，
尤其是在夕陽斜照時，這些棕塔綠葉，都鋪上一面薄薄金紗，絢艷亮麗極了！佛塔
繁多，令人目不瑕給。阿福選擇了多處領我們入內，羅列了最輝煌的、最古的、最
高的、最大的、和最漂亮的。
雪貢佛塔 Shwezigon Paya 建築耗時三十一年， 一一一三年全部完成。 造型簡
樸，以三層方形平台為基座，上面再接一個八角型平台連接鐘型塔。此建築藍圖成
了後來蒲甘平原許多佛塔的範本。整座塔都包以金箔，金碧輝煌，在烈日照射下，
十分刺眼。塔腳旁有一泓池水，跪在地面上，可看到圓頂端刺入雲霄的尖針倒影。
我因三年前汽車撞裂脛骨三處， 絕不能跪。 領隊李志安跪下用手機拍了速照給我
看，蔚為奇觀。圍繞着高塔是守護寺廟，門楣雕了很多手舞足蹈的人像，雖是千年
古物，仍栩栩如生，反映古蒲甘人物生活情況。阿福告訴我們此塔藏有釋迦牟尼的
骨塊，很靈驗實現崇拜者的懇求，被國人視為聖塔。
阿南達佛塔 Ananda Temple 被譽為「最美麗的佛塔」，也是最大的，有三層塔
基，每層塔基四周再加立小塔的設計。牆壁嵌上許多雕像，工藝精美，述說佛祖生
平。四尊立佛供奉在寺中間，各面對東、南、西、北。參拜者就圍着這四尊立佛繞
圈。立佛製作巧奪天工，遠看他，佛在微笑着歡迎你。近觀之，佛變得道貌岸然的
尊嚴莊重。此寺曾蒙大火。南北二佛被毀。重修的幾可亂真，但面容不會因觀者遠
近而變易了。馬文達因四處獵取拍照鏡頭離群走失了。阿福要到各處找他。我們緊
隨着李志安站在指定一旁等候。導遊和領隊沒有手機聯絡。幸好十多分鐘後阿福找
到了他。這是寺內尋人，若是仰光或曼德勒市內便相當困難。這也是旅遊緬甸一危
險性。
午膳在皇帝餐室 Si Thu。這是伊洛瓦底河畔一很有園林風味的雅緻餐館。我們
的座位在河邊，要從入門處經過旁廣植各式蘭花、紅掌、林林總總的如蕨類的熱帶
綠葉小徑方抵達。座位高臨緬甸的母親河，此河上抵曼德勒，下通仰光。在未有火
車、飛機時代，此河是貫通南北的大動脈。數年前緬甸開放部份地區作旅遊事業，
要建設很多旅館、餐室、機場、通道‥‥‥雷厲風行，動用無數勞工，其中有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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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年逾古稀的老人、有纖弱的婦女、有十歲左右稚氣未消的孩童。在軍政府凌厲的
政令下，誰敢遲緩步伐。現在旅館和餐室很有國際水準。我坐在河邊享用着，聯想
到三年前在意大利五村落 Cinque Terre 地中海旁懸崖上用膳，只是東西情調大異而
已。口嘴嚼着菜餚，目掃射着河面遼闊，白浪滔滔，湧上心頭的是「大江流日夜，
客心悲未央」的無限感觸。
在蒲甘的居停處名喚「隱匿渡假村」Sanctuary Resort。我依稀記起南非 Kruger
National Park 和秘魯南部 Nazca 沙漠內夏令營式的渡假村。在廣袤大地上矗立着二
十多座茅舍。每舍有兩號房間。茅舍間樹木扶疏，鳥語花香。伊洛瓦底河在園地邊
流過。房門距總部註冊處有一段步行路程，所以行李要用車子運送到房間。膳堂在
註冊處後面，旁有一大草坪，圍繞着各款石像。草坪中有一頗具規模的噴水池。沿
遙遠一邊有石級可步行下落達河邊碼頭。因蒲甘氣候，酷暑殷雷，阿福給我們三小
時在房內休息。待紅日西斜，稍紓減熱氣，下午四時再出發。
我們參觀了大比奴佛塔 Thatbyinnyu。有別於其他用土磚建造的，此塔用大量
石頭和磚塊砌成。內原有一白石佛像，在一九七五年大地震中破裂，被移往蒲甘博
物館內保存。此塔我們只能在外面欣賞其建築藝術，因已被禁止入內。在附近山坡
上去看落日景象。要耐性等候。這「鹹蛋黃」初被雲層掩蓋了。「千呼萬喚此出
來」，嶄露頭角，我們也緩緩走下山坡，重登旅遊車。
晚飯在新城 Nanda 餐館。菜式奇劣。只有椰汁飯僅堪入口。麥翠玲說咖哩雞的
胸肉，是煲完湯剩下的渣滓，然後在上面灌些咖哩汁。蔬菜煮到熟爛，入口即溶，
牛肉塊宛如乾柴。魯德華對阿福說：「我們以後不想再吃緬甸式烹飪了。」倒是飯
後的木偶戲很有瞄頭。武打功夫純熟。扯線木偶跳動像真人般。遠勝越南河內的水
上木偶戲。其實說是木偶是不當的，人物都是穿了花式七彩的傀儡。這是蒲甘獨特
的藝術。路邊街頭都有這些五花百門的「公仔」出售，後來我也買了一個給我國際
人物收藏。
我們有兩晚在蒲甘，留宿於隱匿渡假村是一難得的經驗。翌日晨阿福邀請我們
往一佛塔頂看伊洛瓦底河的日出。 只有領隊李志安單身匹馬跟他去， 我們都婉拒
了。我的睡眠時間很少，六時出門對我不成問題。本想和李志安作伴，但要爬佛塔
石級，手持小電筒照路， 恐怕危險性很大。 且十多年前我曾在印度恆河上看過日
出，不外如是，倒留在旅館享用精美的早餐，以補去夜的遺憾。餐後徘徊於樹蔭花
影中，在此匆忙旅程內稍作休閒。
達瑪央吉佛塔 Dhamayangyi Temple 是座雙層佛塔，入口面向北方。塔內有小
樓梯，非常陡削。尤其是赤腳踏着砌級的石板，冰凍潤滑，若在此跌交，後果不堪
設想。我小心翼翼，在那僅容一人的狹窄梯級，慢慢移動身軀，雙手摸着黑暗的牆
壁以作穩定。登上二樓，真是別有洞天。圍繞着佛塔四周有一條六尺寬的行人道，
藉此可眺望四周景色。美極了！放眼數里，是無際的平原，疏疏落落地豎立着大小
形款不同的建築物，都是佛塔，遊客頻頻拍照。我相信照片也不能吸盡此奇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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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是墨綠色的植被，捧起了咖啡色的佛塔群，這色調在和諧中突出反襯。我在此流
連忘返。希望腦海能吸進照片不能獵取的奇景。 奈於時間的限制， 依依不捨地下
樓。趙文權和我在佛塔旁的小賣物店叢中， 物色了好幾件玉石小動物， 以作此行
的留念。接續下來，阿福領我們參觀有壁畫的佛塔。這些作品年代久遠。有些已呈
褪色或剝落。內沒有電燈，地面凹凸不平。何汝顯用手機微弱的光線照亮着，我緊
跟着他夫婦二人以防意外。
翌日乘國內航機從蒲甘飛曼特勒。二城相距路程不遙，但行車要經蜿蜒山路，
需五小時，乘機快捷點。 年青時讀了英國詩人 Rudyard Kipling 二十世紀初寫的一
首詩 On the Road to Mandalay。 美國音樂家 Olay Speaks 立即將此詩譜成藝術歌
曲，配以明快的行軍旋律，抑揚頓挫的節拍，悅耳及哼哼易上口的音調。「棕櫚樹
的風與寺院的鐘，它們說：『回來罷，英國兵，回到曼德勒』」頓成了膾炙人口的
名句。曼德勒是緬甸殖民時代英國行政中心和駐軍總部。這首詩是描寫一退伍英國
軍人回倫敦後對從戎時在緬甸的生涯深切懷念。尤其倫敦陰暗的雨天令此軍人緬懷
到 Suez 運河以東的亞洲明媚燥熱的陽光。 詩中除了棕櫚樹間的風聲，佛塔上的鈴
響，還有癡情的緬甸女郎、從仰光駛往曼德勒的蒸汽船隊、從海灣彼岸像響雷般來
到的晨曦‥‥‥處處流露着緬甸的風情。在英國人寫的有關緬甸的文字中，引起最
大回響的莫過於此詩了。我也因此詩產生了對緬甸的希冀和憧憬。
我們抵達曼德勒國際機場後，並不立即入城，而是向東車行二小時往山區小鎮
眉苗 Maymyo 去。 此鎮海拔比蒲甘和曼德勒高很多， 天氣涼爽， 很多英國將軍
和高級行政人員都遷移此處辦公。旅遊車在市中心轉了一彎。觸目有很多英國式建
築物，是他們當年的寓所。樓宇失修已久。處處油漆剝落和牆壁破裂也掩蓋不住昔
日風華。可見得殖民時代的英國人，高高在上，享受着奢侈生活。
中午已過，阿福領我們進入 Pau Taw Win 餐室。鐵閘內有一頗具規模的熱帶植
物花園。 餐堂四處擺滿不同顏色的蘭花和品種各異的綠葉植物， 簡直是花園的延
續。用膳處是一寬敞密室。大長桌旁擺了十四座位。在旁一連串大窗洞開，涼風吹
入，甚為舒暢。「書成蕉葉文猶綠，睡足荼蘼夢亦香」。這是清幽，滿有詩情的好
去處呀！菜式以蔬菜為主。每一道菜都擺成一精美畫圖，令我不忍下著以破壞了圖
案。這是我進入緬甸最滿意的餐館。
餐後女同學們要求買些水果。公路旁有很多小攤檔。魯德華、霍秀森、朱一美
採購很多香蕉，和團友分享，她們豪邁慷慨，聲名卓著。何汝顯懇求李志安查閱谷
歌，此公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滇緬公路。抗戰時日本兵霸據中國沿海。廣州灣
（湛江）的淪陷，中國再沒有出外的港口。滇緬公路將昆明和曼德勒連接，是中國
唯一的透氣洞和生命線。時日本兵攻陷了仰光， 目的是切斷滇緬公路， 將中國堵
死。孫立人將軍率遠征隊入緬，和日軍浴血。在仁安羌解被困的英軍重圍。（後鐵
娘子戴卓爾夫人在紐約找到一隱居的遠征隊老軍人，親自向他獻花致謝）戴安瀾師
長堅守東瓜以拱衛曼德勒。後馳援邊城臘戍，戴師長中流彈殉難於毛邦村。這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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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畫的滇緬公路曾灑下很多熱血男兒的血汗和淚水。流連此路，何汝顯和我有無限
的感慨。
眉苗還有二景點值得一記。杯告瀑布 Phaychit 有點像四川九寨溝，但規模小得
多了。瀑布頂頭有一金色佛塔。翁希傑、趙文權和我在瀑布前拍照留念。背後有人
在戲水、沐足。這瀑布差強人意。遊客太多破壞了寧謐氣氛。坎陀巨公園
Kandawgyi 有一大湖，水面清澈，「游若空中無所依」一角是白天鵝家族，另一角
是黑天鵝家族。它們劃界分治，互不侵犯。步過橫湖大橋，穿過森林，有一蘭圃。
花的品種，搜羅淨盡，各自爭妍鬥艷。內有一蝴蝶室，壁上貼滿蝴蝶標本，大遜於
馬來西亞檳城的蝴蝶園，彼處有各類蝴蝶，在網底空間，花卉叢中飛舞。是夜留宿
在 Aureum Palace Hotel，也是夏令營式，佔地比蒲甘的隱匿渡假村還大。要坐車從
註冊中心到房間，房內面積也很大。下兩級方踏入浴室。在深夜對老人實是危險。
李志安整夜不敢入睡，恐怕接到電話有人跌倒求救。老人旅行緬甸還有一大難處，
在外間找洗手間。所有佛塔都沒有此設備。要在圍外賣物小店群背後，都是沙石泥
濘小徑上行很遠處。穿了拖鞋行走，甚不方便，赤足更不可能。門外女士收些碎幣
作入場劵。若沒有便「閒人免進」，有幸的旅伴在旁代付，不然要臨時改姓「賴」
了。眉苗的坎陀區公園內外表頗具規模的公廁。 裡內除地面全濕， 方便處是一大
洞，不能坐下，個中乾坤，慘不忍睹，和其他公廁無異。 我剛用罷， 見翁希傑進
來。我對他說：「若你功力能忍到餐室，別進來，你的眼睛可受不了。」
次日晨早餐後回程曼德勒市。途經愛國寺。阿福說裡內大佛塑造好準備送給越
南的。搬運時大佛異常沉重，費盡人力馬力，不能移動半寸。神靈暗示此佛愛國，
不願他往，只好留在這裡。時值冬季， 此佛竟披上禦寒大衣， 其實曼德勒溫煦如
春。寺內有很多陳年歷史照片，如緬甸最後一位國王和王后，被英國人廢後，徙往
印度以終餘年。我雖熱愛歷史，但時間不容許我仔細閱讀那些英文解釋。
庫特多 Kuthodaw 佛塔中央是座金色大佛塔，旁邊有七百二十九座小白塔，列
成一條長蛇，陣容聳人視聽。每座白塔內都有一塊刻滿緬甸古老經文的石碑，美譽
為「世界最大的書」。曼德勒皇宮已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的是重建。重重疊
疊，可以說是緬甸金字塔。我們隔着護城河遙觀，它在水上的倒影，構成一幅藝術
畫。老實說，蒲甘之後，所有佛塔已成反高潮，我的凝聚力已到強弩之末。阿福的
解述成了耳邊風，看到的有如走馬看花，稍縱即逝。
午餐在中餐館金鴨子，烹飪很夠水準，招牌菜掛爐鴨脆皮肉嫩。跟着阿福領我
們到曼德勒的 Eastern Palace Hotel，領取房間，放下行李，稍作休息。我已在房看
電視了，突然李志安敲門進來，解說旅館客滿。他和阿福共房，這是唯一剩下來有
兩牀的房，可否將這房讓給他們。我說我是單身客，住在那處無所謂。李志安請我
到樓下櫃面領鎖匙，旅館另有地方給我。我以為像在多年前英國的 Island of Skye，
住的是衣櫃改成的單人房，沒有淋浴。打開房門，是一大套房，有廳、睡房、二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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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辦公室，簡直是城市內一居室單位。是夜觀光完畢後，我請何汝顯夫婦、黃秉
權、趙文權入內聊天。幸運之神在曼德勒降臨在我身上，我對此城更情有獨鍾了。
吳炳橋 U Bein 是在曼德勒最後一景點，我們在黃昏時抵達。這是橫跨東塔曼湖
Thaungdamun Lake 的柚木橋，是世界最長的柚木橋。橋身已被水泥修補過。在這
裡看落日是緬甸名景。橋全長一點二公里，由一千條柚木柱搭建而成。那時來人甚
多，異常擁塞。橋上沒有欄杆，很容易被人擠下湖去。阿福見情勢不妙，想召我們
回頭不要上橋，但人流已湧走十一人。他只截回魯德華、朱一美、黃秉權和我。我
們看不到落日，但在茶館內遙觀如蟻般的人群，別饒情趣。曼德勒沒有出租汽車，
街上行人不懂英語或中國話，我們於緬甸文目不識丁，又沒有手機連繫，那時不知
道旅館名字和阿福屬於本地那旅遊機構，走失了便成流浪漢，很險啊！回旅館前觀
光了翡翠寶塔，此佛塔全部用翡翠、紅寶石、藍寶石‥‥‥砌成的。在夜晚電燈照
射下，珠光寶氣，輝煌奪目。緬甸民生這樣窮困，而建這價值連城的佛塔，是不是
人間一大諷刺？
茵麗湖 Inle Lake 是緬甸第二大淡水湖， 在曼德勒東南， 是人間仙境，世外
桃源。從曼德勒到希赫機場要半個鐘頭機程，再半個鐘頭車程抵達湖濱別墅。我們
的住處是一組弧形環湖建築物。每一房號都是一座矮屋，錐形屋頂，每一面都是山
形牆。屋在湖上，為高腳撐起。 屋塗上深棕色， 古意盎然。每屋背後設備一小陽
台，可從房間拉開玻璃門出去。在陽台半臥在「懶佬椅」，遠眺高山，近觀湖水，
超塵脫俗。不知人間何世。在碼頭等候房間鎖匙時出了一小意外。阿福站在邊緣，
不知何故，馬失前蹄，「撲通」一聲，跌下湖去，弄到龍基（緬甸男子穿的長袍）
全濕，急忙找房換掉。
進房休息少許，時未及午，遊湖節目開始了。四人一組分派一柳葉艇。三女將
朱一美、魯德華、霍秀森在我前面。後面的是掌舵人，控制着電動機。首站是長頸
族的村落，一中年婦人率領二位年輕女兒迎賓。此族人認為長頸女性最美，所以每
個女性少女時代開始，每年需要套帶一銅頸圈，年復一年，直到無法加而止。這三
年女士頸上也套上纍纍的銅圈。此廳牆上掛滿此族人的生活照片。後面禮品店出售
的多是他們的手藝品。
蓮藕絲織布坊也是停站之一，湖的居民發現將藕絲抽出來打成毛絲可以織成各
種衣著，冬暖夏涼。賣物店可以選購這類產品，是全世界這裡方能買到。午餐在湖
畔一小鎮的小餐館內。食物倒是平常，但臨湖用膳，「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下
午去觀光一水上人家。屋宇都是像我們別墅房間的高腳屋， 建在湖面上。 麻雀雖
小，五臟俱全。村內包括學校、醫院、郵局‥‥‥最特別的是居民的水上農場，蕃
茄、馬鈴薯、玉米等農作物都種在浮萍上。如何將浮萍用作泥壤，確是一門學問。
最精彩的是鑑賞漁夫釣魚，那單腳划船的獨特技巧，令我嘆為觀止。因為雙手
划船實在不方便撒網捕魚。練就一腳踏在船頭，再利用單腳和單手划槳，另一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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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空出來撒網、收網捕魚。我們的柳葉艇駛近漁艇時，驚險鏡頭突然出現。三位
女同學同時側身向右獵取漁夫捕魚動作，小艇也向右傾斜，我向左傾，希望肥胖身
軀可稍作平穩，小艇已入水了，她們的衣袖也沾濕，她們的椅子也向右翻。漁夫見
狀，立即過來幫我們將椅子和小艇復原。女同學也驚魂方定坐正。霍秀森取出一張
五千元緬幣（值約四美元）給漁夫作酬謝。漁夫以為她要買魚，從竹籃取出一條活
魚給她。秀森後來說，此柳葉艇有毛病，當快走時力道平均，停下來或慢行時，平
行便出了大問題。駛回別墅，要入閘門。那藍天白雲，青山碧水，綠野棕屋確實令
人陶醉。湖邊野生的布袋蓮，繁殖甚廣，形成一大片綠氈。
晚餐在山上大街旁的大膳堂。熱哄哄一大堆人，可反映出茵麗湖是一熱門旅遊
景點。飯後要走一大段陡斜石級，回到湖上房間。晚間沒有節目，不能早睡，只好
看電視。澳門蓮花台播出電影「教父」。 半個鐘頭後， 連那熒幕上矇矓影像也消
失。不久房間沒有電源，全部黑了。那小電筒在蒲甘沒有用來看日出，現倒派上用
場，十五分鐘後，房間再亮，電視仍黑，索性揭開蚊帳，躺在牀上休息。
旅程最後一天前我們從希赫機場飛回仰光。自一八五二年以來，英國取得所有
海外線地區主權，仰光成了英屬緬甸首都，且被美化為有東方花園之稱。英人蓄意
將仰光成為殖民地示範城市，歡迎從各地來的移民。我們只有半天時間遊覽仰光。
喬達基塔 Chaukhtatgyi 的臥佛是緬甸最大的。比人還高的佛腳底板有一百零八個圖
案，每個圖案代表人的一次輪迴，皇家湖是一座人工湖。湖上有艘皇家船已改為高
級餐廳。我們在此吃了最後一頓緬甸式餐。晚間有傳統舞蹈表演。唐人街除了有華
人開設的商店級雕飾精美的廟宇，也雜有緬甸人和其他民族的商家。外貌遠比不上
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內的，蘇雷金佛塔 Sule 在市中心，很近我們住的香格里拉大
飯店，巍峩宏偉，市內的壯觀。
緬甸是多元民族，其間糾紛難免。最近出現孟加拉國和緬甸邊界上羅興亞族被
驅 Rohinges 逐和屠殺事件。曾令我們掛慮此旅行的安全。緬甸是否一好的選擇？
多謝神，我們安然渡過。翁山蘇姬雖被釋放，是緬甸人的精神領袖。實權仍被軍人
牢牢掌握着，他們視人命如草芥，從「六條八慘案」得知。對待羅興亞人和自己緬
甸同胞是同出一致的。

同學會獎學金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歡迎各校友子弟申請，資格
限於今年(2018)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欲申請，請與陳淑
賢理事 415-681-7309 (H), 415-939-4363 (C) 聯絡。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
有文件，請在8月15日前寄達同學會郵箱: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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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FPCAA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0083
地址更改: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_ 社名: 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費(2018) $20 : $ ________
通訊捐助

: $ ________

獎學金捐助

: $ ________

合共

: $ 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SFPCAA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八年春茗午宴
日期:

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十時半

地點:

香港香滿樓海鮮酒家 (Hong Kong Flower Lounge)
51 Millbrae Ave., Millbrae, CA

餐費(預付): 每人四十元
特別節目: 羅裕康醫生主講
講題:
報名:

健忘症
三月十四日前，請與各級社代表聯絡，並將填好下面個人/團體名單(或複
製副本)及支票/匯票(抬頭請寫:SFPCAA)郵寄回:

Connie Hui, 20 Santa Ana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7
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年級: ______ 社名: ________ 支票總數 $________
2018春茗午宴報名單
個人/社代表: 姓名(總人數):____________ Email或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同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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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乒乓球會(Pui Ching Table Tennis Club)成立通告
球會目的: 擴展每年一度的同學會乒乓球日活動 進一步增加校友和賓客
對乒乓球賽的興趣和強身健体
球場地點和時間:
主場: Redwood City Senior Table Tennis Club (Free admission)
Veterans Memorial Senior Center, 1455 Madison Ave, Redwood City
時間: Thursday: 1:30 – 4:00
副場: Palo Alto Senior Table Tennis Club (Free admission or donation)
Cubberley Community Center, Gym B
4000 Middlefield Rd, Palo Alto
時間: Tuesday 10:00 – 2:00
活動通知: 球賽日前兩週通過微信(WeChat)確認參與者時間及地點。
微信 ID: Pui Ching TT Club
節目: 雙打、單打或有練球的安排。
報名: 請將姓名、電話(Cell)、班級年份和總參與者人數與朱啟鵬(Alan
Chu)聯繫。電話:650-450-1487; Email:akpchu@yahoo.com

謝謝下列獎學金捐助者
1933 奮

鄺文熾

$ 200

1951 明

蔣健生

$ 105

1954 匡

常廣原

$ 60

1958 銳

談雲衢

$ 20

1961 善

李威漢

$ 30

1961 善

許惠翠

$ 30

$ 1000

1971 剛

李群芳

$ 50

1982 駿

陳兆進

$ 20

1967 恆社社友

謝謝下列通訊捐助者
1933 奮

鄺文熾 $ 100

1939 鵬 李兆康 $ 10

1945 毅

陳雲柱夫人 $ 30

1951 明

譚振德

$ 20 1952 偉

1954 匡

楊東權

1955 忠

1947 虹 王國顯

1940 毓 葉兆光紀念基金 $ 38
$ 20 1947 虹

郭昆河

$ 100

梅漢泉

$ 20 1952 偉

雷錦滋

$ 10

$ 20 1954 匡

常廣原

$ 20 1954 匡

陳慧珍

$ 20

伍維章

$ 10 1957 輝

鄭國輝

$ 60 1958 銳

談雲衢

$ 20

1959 光

高子煒

$ 200 1961 善

曾妙珍

$ 10 1961 善

胡炎章

$ 80

1963 真

陳訓勤

$ 63 1964 協

許

$ 20 1964 協

范更生

$ 20

1965 耀

吳麗齡

$ 40 1967 恆

吳令謙

$ 5

1971 剛

吳淼垚

$ 50 1982 駿

陳兆進

$ 20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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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