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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校友聯會網頁正式啟用通告
編者
在通訊蓬勃發展的 21 世紀，互聯網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只需幾秒就可收發的電子郵
件、每天 24 小時均可瀏覽的網頁資訊，真正做到天涯若毗鄰。
培英校友聯會希望藉著互聯網加強各地校友會的聯繫，凝聚校友的力量，為輔助母校、發揚
白綠精神而努力。現時聯會網頁初步提供以下數個項目，歡迎各校友瀏覽及指導。
電子版刊物 — 刊載各期《聯會友聲》，讓校友隨時閱讀
電子圖片庫 — 刊登各級社校友之新舊活動照片，供校友隨時瀏覽及重溫昔日美好的回憶
校友留言區 — 提供園地給校友留言及提供意見
相關連結 — 連結各地培英中學、中心和各地校友會的網址，方便校友聯繫

聯會網址：www.puiyingaa.org
電郵地址：info@puiyingaa.org
由於網頁仍在發展初步及完善當中，不足之處，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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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 祝 124 周 年 校 慶 、 安 社 晉 陞 元 老 、 毅 社 畢 業
鑽禧、沙田培英建校銀禧暨聖誕聯歡大會
敬啟者：際茲聖誕降臨，普天同慶，培英中學及培英校友會聯合舉辦慶
祝 124 周年校慶、安社晉陞元老、毅社畢業鑽禧、沙田培英建校銀禧暨聖誕
聯歡大會。現簡介是日活動如下：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五)特假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8 樓皇
廷大酒樓舉行慶祝活動。七時正慶祝安社晉陞元老暨毅社畢業鑽禧典禮，席
間尚有餘慶及抽獎節目等，歡迎攜眷友參加，餐費每位酌收 250 元，欲免向
隅，請及早訂座。
現隨函附上聯歡大會覆函，務請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前填妥，連同以
「The Pui Ying Middle School of Hong Kong」或「香港培英中學」為抬頭人
之劃線支票寄回（此乃培英中學校董會之帳戶），或撥電話 2550-3632 與陳
麗敏小姐聯絡、 2691-7217 與陳小燕小姐聯絡，俾便統計人數，預留席位為
感。
此致
各位校友

PS : 內容如有更改以校方公佈為準

香港培英校友會主席 黃建潭
香港培英中學校 長 畢 玫
敬啟
沙田培英中學校 長 邱藹源
沙田培英校友會主席 王志深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培英中學校董會通告
2003 年 3 月 18 日第 194 次董事會會議，校董會主席兼校監蘇棉
煥醫生向董事會請辭校監一職，並推薦吳振智牧師繼任，經眾校董討
論並一致贊成通過，生效日期由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起。吳牧師是培
英建社校友，又是前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現任大衛城文化
中心總監。蒙吳牧師答允出任校監，培英中學深慶得人。
校董會主席
蘇棉煥
11-8-2003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2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白綠大家庭

西關培英中學「校友日」
每年八月第二個週日為「校友日」是西關培英中學的傳統活動。在
八月十日上午十時，千名校友雲集於風雨操場舉行聯歡盛會，內容包括
慶祝西關培英中學通過市一級學校評估的簡短儀式（學校領導講話、校
友代表致詞等等）、餘興文藝節目表演、豐盛的抽獎活動、校友聯誼聚
會、自由參觀母校教學場館和校史展覽館等活動，當日午膳則由各級社
校友自行安排。本次校友日活動是由 " 老三屆 " 校友分會負責具體組織
工作，由西關培英校友會溫榮錦主席及駝社校友譚妙瓊、陸英鳴主持。
培英校董會主席蘇棉煥醫生，西關培英中學名譽校長、培英校友聯會永

又是主人 又是賓客

遠榮譽主席蔡建中學長及西關培英校友會名譽主席、培英校友聯會副主
席陳宜學長蒞臨歡聚。

馮潔莊校長給學生在校史館介紹展品

蔡建中、陳宜、溫榮錦三位主席與學友暢談

蘇主席講話

師生數代同堂合照

蔡主席講話

抽四個大獎每獎 500 大元

西關培英中學校友理事
會 舉 行 2003 年 年 會
西關培英中學校友理事會在非典過後，學校
被評為市一級中學的大好形勢下，於 2003 年 6 月
同學與李朝炷老師師母及趙亮祖老師師母合照

30 日召開年會；校友會理事卅多人參加，會議由

溫主席講話

校友會副主席、秘書長（兼）關康泰主持，由校
友會主席溫榮錦匯報校友會一年來的工作，吳厚
昌校長代表學校領導班子對各校校友前輩問候；
接著各理事對今年 8 月 10 日校友日活動議論和提
出可行建議。
（西關培英中學校友會通訊）
吳校長講話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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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強區欣逢盛事

歷史名校再鑄輝煌

─ 記西關培英中學市一級學校掛牌慶典
憲社．郭勤佳
台前空中綻放的禮花與樂聲掌聲融成一個歡樂的海
洋；全體高唱國歌，接著齊唱培英校歌後，各項儀
式開始。首先吳厚昌校長致歡迎詞：對前來祝賀和
我們一同分享的上級領導以及蔡建中名譽校長、校
友聯會陳宜副主席等校友代表表示熱烈歡迎和感
謝。對領導及校友的關懷幫助和支持給我們極大鼓
舞，使我們遇到困難時不退縮，能在短短的時日裡
使學校面貌煥然一新、辦學整體水平走上了一個更
高的台階，順利通過市一級學校評估，實現了我校
二○○三年七月十一日，炎夏熱氣迫人，在廣

數屆領導和全校師生夢寐以求的厚望。今年高考成

州城西，多寶路西關培英中學門前，鑼鼓喧天，醒

績 99% 畢業生上省大專線。市一級學校是我們新的

獅舞動，喜氣洋洋。西關培英中學市一級學校掛牌

起點，必須朝向更高的目標努力、更上一層樓。

慶典“熱烈祝賀西關培英中學評為市一級學校”更

接著市教育督導室蔡婉主任講話：“各位嘉賓

具節日氣氛。兩旁列隊站立穿著整齊白綠校服女學

教師同學們，我非常高興參加今天的慶祝大會，讓

生，純樸的笑靨恭迎上級領導和校友嘉賓。

我代表廣州市教育局對西關培英中學升上市一級中

早上九時三十分，掛牌儀式在醒獅偃鼓停舞、

學表示熱烈祝賀，感謝社會各界人士對西關培英中

學校管樂隊齊奏進行曲中正式揭幕，有市、區領導

學的關心；對蔡建中先生、陳宜先生給教育事業的

蔡婉、徐建華、孫峰、陳錦添、龔壽南、賴麗穎等

全心積極支持，表示衷心的謝意。學校今天的成績

和學校領導吳厚昌、黃燕芳、蔡建中、陳宜主禮。

也是全體師生共同奮鬥所得的成果，希冀師生繼續

隨著綢幕揭開，“西關培英中學市一級學校”校牌

努力，再上新台階。”

呈現眼前，禮花滿散空中，五彩繽紛彩帶隨風飄

隨後，孫峰副區長代表荔灣區政府對學校表示

揚。幕幕歡慶熱鬧情景都被錄像機，攝影機留住，

祝賀並感謝蔡建中先生、陳宜先生對學校的支持。

亦永遠留在廣大師生、校友的心坎裡。從此，西關

學校是要成為教育強區的重要支柱。希望學校不要

培英中學揭開新的一頁，邁向新的歷史里程。

辜負區政府的殷切祈望，努力更上一台階。

掛牌揭幕後，領導和嘉賓隨著鼓樂來到蔭雨操
場 — 傳統的學校集會地，主席台第一次在東面樓廊
檐下，使得露天場地未受日照干擾，與北面教學主
樓底層開寬體操室連成一片、數十年來從未有過像
今天這麼廣闊的會場。全校師生已安排坐好，起立
鼓掌迎賓上台就坐。
西關培英中學市一級學校掛牌暨蔡建中獎教獎
學基金頒發儀式由學校書記黃燕芳主持；序幕是在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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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是名譽校長蔡建中發言講話，他說：“今

大會結束後，穿著整齊教師服裝配打培英領呔

年因非典型肺炎的影響，未能從美國回來和大家一

的全體教職員工齊集在教學大樓前合照，留下璨爛

起慶祝培英創校 124 周年校慶。當得悉西關培英中

的笑容，留下成功的喜悅，留下美好的回憶，留下

學被評為市一級學校後，感到非常高興。現讓我代

團結的精神。

表培英校友聯會、代表培英校董會主席蘇棉煥醫生

筆者是一名退休小學教師，我曾參加了數十次

祝賀西關培英中學榮膺市一級中學。”最後蔡校長

學校集會，但從沒有像今天那樣激動和興奮，這是

指著教學主樓上的一幅口號標語讀出《樹雄心立壯

一個歡慶成功的大會，是感謝報恩的大會，是鼓勵

志，再創省一級》並向全校師生們發問：“你們有沒

決心的大會，是昂揚前進的大會。

有決心？”師生齊聲回答“有”。蔡校長興奮地再問

中午十二時，全體教職員工和退休教工前往陶

一次，師生的回答更齊，更嚮亮。

陶居三樓宴會廳，筵開廿八席“熱烈慶祝西關培英

最後由何鉅洪副校長宣讀 2003 年蔡建中獎教

中學晉升市一級學校”午宴，席間進行抽獎活動助

獎學基金頒獎名單，對一批在全國、省、市獲獎的

慶，獎品豐富，包括電器用具、食品等，最後又增

老師嚴小遼、羅開源、黃燕芳、黎桂芳、彭智英、

添 4 名特等獎，獎金 500 元，幸運兒分別是退休教

鄒曉靈、溫歡容、暢星晶、陳少敏、胡宇松等老

師溫歡容、牛敏娜和現職青年教師勞慧貞、朱純

師，和學生何嘉仁、梁羚、朱立人、何䡝璋、鄭昱

光。

庭、梁超峰、陳欣、黃霆琨、邵銘思、呂𡭄、黃勝

璀燦亮麗華堂上，人人愉悅歡樂，個個笑意盈

杰、陳嗣杰、邵慶龍、譚晉峰、鄧雪瑩、梁穎詩、

臉；這是辛勤教育的成功喜悅，是收獲的喜悅，是

黃杏琳、岑偉熙等和初中優秀畢業生蕭惠儀、趙曦

培英人信心的喜悅，正像今天嚴小遼老師發言那

陽、陳受恒、熊欣儀頒發了獎狀和獎金。

樣：“今天是值得慶賀的日子，也是個人繼往開來

受獎教師代表嚴小遼發言：“代表 03 屆盛社全

的日子，我們將繼續宏揚培英人團結奮鬥的精神，

體師生向學校成功掛牌熱烈祝賀。我們努力拼搏以

全心全意，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向省一級學校的目

歷史上最好的高考成績為學校送上一份珍貴的賀

標繼續挺進。”

禮。我們榮幸能獲得名譽校長蔡建中獎教獎學基金

正是今天大會主席台前楹聯那樣：

的獎勵，並代表全體教師向蔡校長表示衷心謝意。

教育強區 欣逢盛事
歷史名校 再鑄輝煌

受獎學生代表 06 屆赫社蕭惠儀發言：“我在高
中升學試中取得 629 分的成績，感謝學校辦學的條
件改善，感謝蔡校長獎教獎學基金的獎勵，身為培
英人，我感到自豪與驕傲，在今後的學習中，我將
朝著更高的目標奮進，以最優異的成績為培英人爭
光。”
儀式結束是黃燕芳書記致謝詞：“學校終於成
功創建成市一級中學，對上級領導重視學校建設，
對廣大校友的支持和幫助表示衷心感謝，今後我們
一定要發揚團結拼搏的精神創建省一級中學。讓我
宣佈大會完滿結束。”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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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西關培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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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結母校情

融合新動力

西關培英中學 黃健紅

西關培英畢業班老師列廣州市六中參觀交流。

西關培英畢業班老師列廣州市六中參觀交流。

今年 7 月西關培英中學迎來了學校晉升為“市一級”
學校和 03 屆高三畢業班高考成績創歷屆之冠省大專上咏
率達 99% 的喜訊。這標志著學校擠身到市級的教育強校
之列。一直以來對學校的各項建設都熱心關注和大力支

西關培英高中畢業班老師參觀互太公司。

持的名譽校長蔡建中先生喜聞此訊，親臨道賀。蔡校長
一向對工作和生活都具有奮發進取精神，他進一步關注
的是母校今後發展的前景。面對成績，蔡校長想到的是
要讓母校向更高的目標層次進取。在他的積極支持和組
織下，為西關培英中學的全體新、舊高三畢業班老師創
造了到久負盛名的省一級學校市重點中學─廣州市第

參觀互太公司。

六中學參觀、交流學習的機會。 7 月 21 日上午市六中的

弘揚培英精神，再現輝煌

教導處主管教學的曹副主任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毫無保

在創建教育強區春風吹拂下，西關培英中學師生上下

留地向我們介紹了近幾年六中初、高中畢業班工作的教

一心，艱苦奮鬥，取得“市一級學校”稱號的同時，今年

學特色和成功經驗。老師們在會上還就具體教學工作的

高三畢業班師生，又在高考戰場上再奏凱歌，再現西關培

進行了交流。透過曹副主任精辟的經驗介紹和相互的交

英輝煌，也為創建教育強區獻上一份厚禮。

流，六中全體高三教師的團結拼搏精神；“實”而“活”

“三年磨一劍”，高考成績來之不易，在校領導制定

的工作作風；集體的智慧和力量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

的“抓早、抓緊、抓准、抓落實”方針指導下，畢業班全

象，他們成功的秘訣很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體老師團結拼搏，使 2003 年高中畢業班整體水平有大幅度

蔡建中名譽校長這次的牽咏搭橋，聯結了兩所母校

提高，其中英語、數學、綜合、政治、生物等學科的高考

的情緣，也聯結了兩股教育教學力量，相信這股力量的

實績都大大超出原定計劃要求，為今年高考大面積豐收作

融合，將為西關培英中學今後飛躍發展注入一股更強大

出貢獻。

的新動力。
下午，往六中參觀學習的教師們興致勃勃地參觀了

2003 年 高 考 上 咏 情 況
重點

全級

蔡校長投資南沙的互太印染有限公司。並在蔡校長的盛

194 人

省大專以上

%

人

%

人

%

16

8.2

93

48

192

99

情安排下，觀看了長隆動物世界晚上精彩的馬戲表演。

2003 年 高 考 錄 取 情 況

老師們親身感受蔡校長對母校款款深情，紛紛表示要傾
全級

注全部心血教育好每一個學生，創造出更佳業績為西關

194 人

培英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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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以上

省大專以上

人

%

人

%

人

%

20

10.3

102

53

188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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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廣州市西關培英中學
晉升廣州市一級學校
西關培英中學
吳厚昌校長：
西關培英中學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您的
積極，進取的領導；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及廣
大校友的摯情支持下，實現了高質素教學的目
標，現在被晉升為「廣州市一級學校」，實在
是培英大家庭之光，亦是全體白綠兒女之光。
謹藉 母校「廣州市一級學校」掛牌儀式
之際，表示衷心祝賀！

證明
為創建教育強區，保證西關培英中學上等級，根
據《荔灣區教育綜合改造規劃方案》和區教育綜合改造
工程領導小組會議決定：原耀華中東小學進行擴建，擴
建後用地面積可達 12000 平方米，將來建設為西關培英
中學高中部。

培英校友聯會
永遠榮譽主席 蔡建中
主席 曾集祥
暨
全體委員 敬賀

特此証明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

○

○

○

○

○

○

○

○

○

○

○

○

○

荔灣區教育局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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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廣州培英中學太和校區
舉辦「教育教學研討會」
廣州培英中學太和校區為增添教職員工對母校的歸

史，以繼承和發揚培英獨特的文化“白綠精神”；由培

屬感，為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太和校區在白雲區教育

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廣州及西關培英中學名譽校

局領導下，於八月十日至十二日舉辦「教育教學研討

長蔡建中先生在會上演講並致送一批印上培英校徽的 T

會」。為此，特邀請培英校董會主席蘇棉煥醫生主講校

恤作為紀念。

附：廣州培英中學太和校區教育教學研討會安排

日期
8 月 10 日
星期日

時段
上午
下午

8 月 11 日
星期一

上午
下午

8 月 12 日
星期二

內容
培英文化、精神
弘揚培英精神
教育理念與
教學組織

信息技術培訓

上午
下午

工作計劃及安排

時間
8:30 - 8:40
8:50 - 9:50
10:00 - 11:00
2:30 - 3:40
3:50 - 5:00
8:30 - 10:20
10:30 - 12:00
2:30 - 3:30
3:40 - 5:00
8:30 - 11:30
2:30 - 4:00
4:10 - 5:00

主題

主講

領導講話
培英的歷史
培英人求學與創業
勤於學習、善於創新、樂於奉獻
學校發展性評價
新課程教學改革的理念、問題
和對策
教與學過程中的心理疏導
教學平台使用
課件整合 ( 1 )
課件整合 ( 2 )
學科教學計劃討論
軍訓安排、培訓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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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潔局長
蘇棉煥主席
蔡建中名譽校長
陳耀漢特級教師
李建文副局長
康永久博士後

主持
韓 斌
屈宏華
閔家順

遲玉凱博士
李春明
(電教教師)
周忠旺特級教師
韓斌副校長

周忠旺
熊 健
謝清瑞

白綠大家庭

太和校區開學了

史電腦化花了很多心血。我邀約他到廣州、西關以
及太和校區，也希望他能就上述兩方面給培英體系
學校提供些意見。

八月九日，應廣州
培英中學太和校區韓斌
副校長之邀請，到新校
區分享教師教育研討
會。

抵穗後，蔡兄要到華南工學院辦事。輝明和我
先到白雲區雲景培英實驗中學（初中）參觀。當天
風和日麗，剛進校門，就見到區就添副校長在那裏
忙著打點一切，準備明天迎接入讀的學生。因為明
天入學的學生，將住進由校方教職員工籌建的新宿
舍。每房間可住六位學生，有浴室及水勐，空氣、
光線均佳。而新型的運動場正在興建，明年校慶前
將會竣工完成。

八月十日上午八時
三十分抵達太和鎮，校
門前的文化廣場已動
工，希望明年校慶前建
成。入校門後，第一眼
培英林景 1（鳳凰木）
就看見「培英林」所種
植的樹，今年三月十二
日植樹節時才種植，現今不但長出嫩芽，而且翠綠
凑蘢了。(見附相片) 據云，近月乾旱，員生不怕辛
勞，每日澆水，故樹苗苗而可秀云云。

區副校長帶我到隔壁的白雲培英小學，兩校僅
一牆之隔，學校外牆的顏色也相同，很有統屬性，
從外表看，不消說已知是一家人了！
由於區校長忙於準備明天學生入學事宜，改由
劉明老師帶我去拜訪白雲培英幼兒園。去年三月我
曾到過訪，今日崔護重來，感到兒童遊樂設備增多
了，色彩豐富了，校外附近有小公園和泳池，小朋
友有機會在培英接受全人教育，一定會成長得更
好。難怪附近的家長都爭相送幼兒來此入讀了。

上午九時，先由劉洁教育局局長講述新校區等
籌建的構思和政府全力投入的經過。繼由蘇棉煥和
蔡建中講述培英精神，棉煥講述校史部份，建中兄
則講述校友的凝聚力和協助母校推展的培英精神。
十一時半，我倆又應西關培英中學吳厚昌校長
邀請，參加西關培英一年一度的校友大會，今年回
來參加者眾，據校友會溫榮錦主席初步統計約一千
人，場面十分熱鬧。會後，校方在荔灣畔溪酒家設
午宴招待校友。午宴後，溫主席帶我們到廣州藝術
學院看看正訂製的十隻「雄鷹」，製成後每校送一
隻，為日後交鷹典禮用。這批「雄鷹」今年十二月
可鑄造完成，明年各校畢業典禮時就可以振翅鷹揚
了。

參觀完畢，謝過區副校長和劉明老師，和到各
處「埾景」（影相）的何輝明老師會合，趕凓前赴西
關培英吳厚昌校長的晚宴，我們準六時到達廣洲酒
家，吳校長和西關教職員等共十人早已恭候我們
了。
廣州酒家，頗負盛名，我們以前未嘗光顧過，
這次得吳校長款待，飽嚐廣州風味，大快掋頤，真
的不枉此行。膳後，由溫榮錦主席帶我們到上、下
九路和第十甫等購物街，物產豐盛，琳瑯滿目，我
們不約而同地建議明年校慶在廣州聚會時，一定要
安排時間，讓大家來此漫步，懷舊一番，誠人生快
事也。

下午五時半，乘搭直通車返港。路上我們感到
太和校區的迅速發展和認真貫徹國家交託的任務，
培英日後將會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
八月三十日建中兄和我再乘直通車到廣州，參
加廣州培英中學太和校區的開學典禮。這是一個月
內第二次到廣州，而這一次還邀請何輝明（66 、穎
社）校友同行。他熟悉圖書館的運作，也為培英歷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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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時半才返回廣州賓館辦理入住手續。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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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林景 2（大王椰樹）

手快，親自走入孶房
取白粥兩大碗出來，
我們兩人才免「空肚
上陣」，（上次建中兄
和我都沒吃早餐，我
是餓慣的，卻擔心建
中兄可能會低血糖。
這次以為學乖了，提
早入座，但仍不得要
領，故建議明年如在
此賓館住宿，必須預
早安排早膳。）

可再的話，我企望再在培英接受 「一條龍」的教
育，由幼兒園讀起！
白雲區政府招待午宴，席中潘史揚副區長總結
工作經驗，對教職員工務實苦幹的第一次招生的工
作成績和表現給予肯定，並對未來工作提示了明確
的方向。席中還指示明年 125 周年校慶，要盡早成
立籌備委員會進行工作。
午宴後，我返回白鶴洞，會同輝明兄，沿凓培
真路，踱步舊日的游泳棚，沿路我當嚮導︰當年誰
住過的房子，一一告訴輝明兄。這些房子已破爛不
堪，睹景懷人，尤其見到梁得靈老師昔日的居停，
令我想起富爾敦堂的音樂黃昏、牧童笛廠；而朱婉
德、羅伯強、鍾同芬、麥煥南、袁景倫、余業勤、
陳濟民︙許多同級的同窗好友先後離去！但他們年
青的俊臉，勤樸的形象，依然在我的腦海中縈迴。
回憶，好像春花上的蜜蜂，生活的風暴又豈能驅趕
牠呢！

唐國俊兄七時半前抵達賓館，我們會合後，立
即起程。八時十分到達太和校區，輝明兄和我分別
到處拍攝一些校園景色，以備《培英青年》或《聯
會友聲》封面之用。
九時正，開學典禮正式開始，學生們很有秩序
地在大操場排座，雖是驕陽熱如火，但一點兒也不
曾動搖學生聆聽首長、老師以及同學的發言。由升
旗禮開始至學生的結束語，共約七十分鐘。會後，
學生有秩序地把自己所坐的椅子搬回課室。我情不
自禁地跑到學生群中和他們合照了幾幀照片。我感
自己又好像到了學生的年代；如果時光倒流，兒時

參觀過校史館，拜會了衛校長，也欣賞了他在
新疆所拍攝的照片，新疆的天然風景很美，拍攝手
法和構圖俱佳，希望明年校慶時，衛校長可以供諸
同好，展覽照片給大家欣賞。輝明和我大飽眼福
後，滿懷愉悅地踏上歸途。
癸未年仲秋蘇棉煥記

沙田培英音樂劇講價值觀
沙田培英中學為慶祝二十五周年校慶，將於

現代版。邱校長指這齣劇在現時公演很合時，提

明日及後日一連兩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

醒人們在這段艱苦歲月，無論路途如何滿佈荊

館，公演一齣英語音樂劇──《 Soul for Sale 》，

棘，生命中很多東西仍屬非賣品，包括我們持守

中文劇名為「出賣靈魂」。此劇由該校老師改編自

的價值、人與人之間的關愛情操等，皆不可出

文學名著《 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

賣。邱校長又表示，今次並非首次公演音樂劇，

》，劇中所有歌曲均由學生和舊生創作，參與台

兩年前亦曾在校內上演由師生製作的英語音樂劇

前幕後的同學約有二百人，可謂大型製作。

「浪子回頭」。她認為透過這類演出，能夠增強學
生之間的合作性和解難能力；另外，以英語演出

據校長邱藹源表示，這齣劇的原著是講一名

對提升學生的英文聽說能力亦有幫助。

青年為了追求無限智慧及超越神，而把自己的靈
魂出賣給魔鬼，今次該校學生演出的是此名著的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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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培英訊息

新當選為廣東省副省長的我校校友雷于藍（中）親切會見了出席廣東省十屆
人大代表會議的母校校友陳遠居（右 2）、林雪芳（右 3）與台山市委趙瑞
彰書記（左 3）等並和他們一起合影留念。陳遠居校友今年還當選為全國勞
模。

2002 年 10 月 28 日江澤民主席在三藩市機場親切接見了旅美朱灼樞校友。

2003 年 4 月 6 日母校舉行 " 慶祝台山培英中學建校 73
周年座談會 " 。（圖為黃日華會長講話）

2003 年 4 月 6 日，李錦桃校長在慶祝台山培英中學建
校 73 周年座談會上講話。

去年 12 月母校取得廣東省第二屆軟排女子亞軍、台
山市三連冠，今年 4 月男排重獲台山市第一名，旅加
校友李植榮、旅美校友伍錫強得知喜訊後，各人又一
次獎勵 250 美元給母校排球隊。這是他們的第三次獎
勵。圖為學校、校友會領導與全體教練員、運動員合
影留念。

去年，五七秋高校友在母校舉行第四次聚會。該學友
會旅美翁炎興會長（中）等與當年梁愈明校長（右 1）、
譚錫潤校長（右 2）和現任李錦桃校長合影。

現任廣西民族學院副院長朱耀樞校友（右 2），今年
3 月返鄉省親，特取道回母校參觀。校友會秘書彭宏
達（左 2）與其同窗同鄉兄弟朱俊華主任（右 1）陪同
參觀。此照攝於新校門前。

最近，台山市有關領導來校檢查高考備考工作並參觀
了校園。圖中，薛衛東副市長（左 4）、黃新民副部
長（右 1）、蔡炳樂局長（右 2）、陳翠芹副局長（左
2）、李錦桃校長（左 3）、李沃歡副校長。

台山體育界元老，旅美伍國榮老師伉儷（左起 4 、 5） 今年 3 月 24 日旅港校友伍兆燦先生家屬伍永漢先生
旋里建宇。圖為學校和校友會領導與伍老師伉儷茶 （前排左 2）及其親友蒞臨學校參觀指導，受到台山培
聚。
英中學全體行政領導的熱烈歡迎和盛情接待，台山市
委、大江鎮府有關領導陪同參觀。照片攝於培英校友
樓前。前排左 1 陳俊立常委，左 3 李錦桃校長，右 3 李
就光鎮長，其餘為學校行政領導。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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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中文問答比賽」後記
香港培英． 7C ．張柏瑩

二零零三年六月六

於選擇棄權的隊伍，系

日，我校中文科應中華

統則會自動在其資本內

基督教會公理書院的邀

扣除十分。

請，參加該校主辦的第

比賽開始了，各隊

一屆「線上中文問答邀

參賽者都目不轉睛地注

請賽」。

視著電腦螢光幕，以最

比賽情況

短的時間鍵入答案及為

參與是次比賽的隊
伍，除主辦學校及我校外，尚有六隊來自不同

問題下分數注碼。賽事初段，大家經驗不足，

地區的中學。賽程規定，每隊出賽隊員三至五

結果有隊伍在急功近利下，失掉所有資本而被

人，而隨隊老師亦可就部分題目作出提示。我

淘汰出局。前車可鑑，參賽隊伍立刻變得步步

校本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更想藉

為營，尤其在下注碼時都加倍審慎，免得因虧

此機會令同學一試實力，汲取經驗，終於捨棄

本而失去參賽資格。及至比賽中段，各隊伍的

老師的協助，只派出六位中六級同學應戰。

分數已有一定基礎時，注碼亦下得比較「極

賽前每隊均有五百分底分，以作為回答二十

端」：分數較多的往往投放大半的分數，希望

五個問題的資本。至於比賽所提問的範圍則十分

得到更大的回報；反之則繼續審慎處理，為保

廣泛：簡單如漢字部首、成語，以至中國文學知

資本充裕，可以繼續作賽。主辦學校為使賽事

識，中國語文科的課文細節等等，無不涵蓋。當

氣氛更熱熾，於是在比賽開始前，進行了一個

系統發出問題後，參賽隊伍便要在電腦的遊戲程

「誰是冠軍？」的競猜遊戲，凡競猜成功的同學

式中鍵入答案，限時三十秒，否則作棄權論。在

皆可獲獎品一份，因而令台下眾同學看得異常

輸入答案後，隊員須利用手頭上的分數下注，至

緊張、投入，戰況更形激烈，氣氛更見高昂。
雖然我隊欠缺老師的協助，但在各隊員穩
固的中國語文基礎、豐富的中國文學知識、冷
靜的頭腦和熟練的中文輸入法，當然更少不了
在校全體師生的精神支持下，最後以二萬五千
五百二十分壓倒群雄，勇奪桂冠。
六位隊員能把一座大獎杯獻給母校，這是
何等喜悅，何等光榮，但我們絲毫沒有忘記
「勝不驕，敗不餒」的訓言，日後一定會在進德

畢校長與獲獎同學合照

修業上多加琢磨，以迎接不斷的挑戰。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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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毅社同學畢業鑽禧誌慶
拳拳赤子心
跨逾半世紀

濃濃母校情
摯情復依然
培英校友聯會

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
主席曾集祥
敬賀
暨全體同仁

給主席的信
曾集祥主席：
可使刊物派送到真正需要的校友手中。

我在多倫多探親期間，於 8 月 2 日拜訪了安
省培英校友會永遠名譽主席鄭偉志、主席李堅

我依蘇棉煥校監及梁華濟名譽校長之托，跟

崇、副主席姚季曍、財委李曼霞、秘書卓曼麗、

鄭偉志提出江門培英因無高中學生，可否將獎學

總務馮漢強等校友。他們約了我和同時到訪的香

金發予教師出外進修，學成後回校反饋予學生。

港培英會所主席譚錦標，中午於北約克區之翠豪

他說已跟蘇校監及梁校長解釋了，因為經過各評

閣飲茶。

委研究後，認為獎學金之對象為培英學生，教師
進修是學校行政的事，應由教育機關負責。

席間互相介紹了香港校友聯會及安省校友會
的近況，我特別提到會刊的發行問題。他們也感

席間談笑甚歡。安省校友每月第三週之星期

到依各自擁有的名單分寄於各地的校友，所花郵

三都會在該酒樓聚會，謂之三、三茶婣，可見他

費不菲。也許收到期刊的部份校友並不那麼關心

們的聯絡是密切的。雖然初次接触，已感到鄭偉

校友會活動，而有些很想知道校友會情況的校友

志主席是位德高望重，得到大家擁戴的學長；李

郤不在名單之內，他們也原則上同意由各會提出

堅崇主席在多市亦事業有成，是社會活動的積極

所需期刊數量，集中寄到各地之指定地址，然後

份子，在他們的領導下，各委員齊心協力，關係

由各地校友會利用會員間的人際關係直接派送，

融洽。會刊“白綠楓訊”也辦
得有聲有色，由於得到眾多校
友及當地著名商戶刊登廣告，
已可維持會刊的印刷費用。
最後，剛巧譚錦標的同班
校友亦在該處聚會，於是一齊
來了個大合照。
鄭忠文
2003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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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基金會學術講座紀實
日 期：2003 年 5 月 18 日
地 點：假日翠亨村 ( 美國南加州 )
主 持：基金會主席黃強律師、副主席伍國暖
主講人：廣州培英、西關培英名譽校長、培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學長
主 題：中國大陸中學教育改革與培英中學

余瑞礎教授與兩位培英名
譽校長劉賜江與蔡建中

憲社．伍國暖

程達民學長與蔡建中學
長“歡談”

黃強主席宣佈今次學術講座開始，並介紹主講人蔡

余瑞礎教授說：希望領導人接受各方面的意見，不

建中學長。

要一言堂。 1993 年，江澤民主席訪美，會見交通大學

蔡學長說：現今國內進行中學教育改革，過去小學

美洲校友代表，當時，余教授是美洲交通大學校友會副

至初三這九年是義務教育，所有中學都是公立。今後，

董事長，在談話時，在座校友對江澤民校友說：今天的

則同時成立私立中學，亦即收費中學，以實現多元化的

會面，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心情愉快，希望政府

中學教育。而成立私立中

領導也能做到這一點，接受

學，必需是一些有名氣、有

各方面意見，以作參考。在

背景、有條件的學校，如母

江澤民主席領導下的祖國，

校培英中學有百多年歷史，

一定走向民主富強。

有良好的校園，是寄宿學

廣州培英、西關培英名

校，有良好的師資，良好的

譽校長劉賜江學長說：希望

後備，而培英都已具備。培

培英將來開辦一間英文中

英在 2002 年的高考，總成

學，一間培英大學。

績平均分達 633 分，排廣州
地區第七名。近年建設中之
太和培英中學已近完成，明

南加州校友會副會長林
相片中之人名，未按序排列，請大家自行對座好了。龐錫球、劉賜江、劉夫人梁
菊馨、余瑞礎、湯秀林、蔡建中、張焜如、張紹之夫人 Lily 、張焜如夫人葉二
華、林觀華、李仲衡、黃強、張子舜夫人、張惠中、張惠中夫人、羅愛梅、陳憲
萬、高美玉、張子舜、胡謂秀、任國暖、潘漢松、李新忠

年或可招生。

觀華提出組團參加 2004 年
母校建校 125 周年紀念，得
到校友們熱烈回應。

在講述過程中，蔡學長請大家發言。潘漢松學長第

今日盛會，有三位校友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參與南加

一個說：過去，培英中學之所以培養出很多優秀人才，

州培英校友活動，三位校友是憲社李仲衡學長、陳憲萬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有著熱愛培英，有信望愛的培英

及 58 屆立社高美玉。強社畫家張焜如及夫人畫家葉二

“白綠精神”，高質量的老師，例如過去的傅世仕校

華，遠從 San Diego 而來， 35 屆鵬社學長䀄錫球一般不

長，楊國威、梁秋河、陳培澤、張兆駟、梅澤沛、葉天

便遠途開車，今日也出席了， 32 屆誠社程達民學長與夫

健等老師。今後，也應本著這種精神，尤其著重培英畢

人陳翠蓮女士，因另有會議未能出席，但遲些定會再與

業的優秀人才，為本校服務。

校友們見面。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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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余樹權夫婦訪問德州

彪社．張景燊

二○○三年四月十九日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歡迎余樹權博士夫婦宴會留影

1952 年級強社余樹權醫學博士與夫人 Jane Yu 於

回憶老社友們的趣事，此情此景，只有白綠兒女才能表

四月十七日抵 HOUSTON 探親，並順道拜訪在德州的老

現出這種白綠精神。

同窗及校友會。余博士一家和培英淵源甚深，雙親是培

十九日晚，德州校友會在明園酒家設宴歡迎樹權夫

英的老前輩，父親余日森先生是 1924 年甦社社友，曾

婦，在坐校友有立社佩玲夫婦（佩玲與樹漢是同班同

是廣州培英西關分校校主任。母親黃麗菁女士是廣州西

學）、奕榮夫婦、樹衍夫婦、伯興、卓東、景榮，而成

關培英分校及香港培英中學的國文老師， 45 60 年代

社何重權一家也特別來此處晚膳坐在隔席，宴會菜餚雖

一輩的培英校友都是他倆老的學生呢！

不名貴，但白綠情誼就難能可貴。席間樹權兄談到明年

余 日 森 老 學 長 一 門 三 傑 ， 樹 權 是 1952 年 強 社 校

母校 125 周年校慶時，校監蘇棉煥醫生邀請他夫婦返校

友，是醫學博士，曾在美國 Alabama 州行醫。二弟樹

慶祝團敘，剛巧我們德州校友會也準備組團返各母校慶

衍是 1955 年法社校友，是土木工程師，曾任職於石油

祝，希望目前肆瘧的 SARS 病毒能被消滅絕跡，我們又

公司，居住在 HOUSTON 。三弟樹漢是 1958 年立社校

可在香港及國內各母校相見了。

友，是電腦專家，居往在 Minnesota 州。樹權博士剛退
休，此次到訪德州，一是與樹衍兄弟團聚，另外是他遵
守諾言，與分別五十多年的老同學見面，林卓東是他在
西關分校及白鶴洞正校同班同級的老同學，我則與他在
50 年在香港培英同級半年，而我弟景富則與他在廣州
培英同班，卓東與我和樹權兄已有五十多年沒見面，此
次能在異鄉重逢，實屬難得可貴。我們彼此都已步入古
稀之年，看到樹權的風采仍是那麼開朗及豪邁，我們彼
此談到在西關分校及鶴洞求學時的趣事及喋喋不休的詢

二○○三年四月十九日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歡迎余樹權博士夫婦晚宴後留影
後排（左至右）：林伯興（彪社）、余樹衍（法社）、張景燊（彪社）、
林卓東（強社）、余達賢先生、李奕榮（台分）
坐排（左至右）：樹衍夫人、樹權夫人、余樹權博士（強社）、朱佩玲（立社）、
奕榮夫人

問老同學們的近況，由其看到卓東兄把強社 1948 年在
鶴洞馬禮遜堂前合照的初中畢業相拿出來後，兩人彼此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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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之光

In recognition of his many years of service, commitment
and dedication to providing exceptional medical care in cardiothoracic surger y for Nor th Alabama and Southern Tennessee,
Huntsville Hospital and Hunts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are pleased
to recognize Dr. Peter S. K. Yu with the naming of the Surgical /
Trauma Intensive Care Unit in his honor.
Dr. Yu was born in Canton, China. He received his undergraduate degree from Westminister College in Fulton, Missouri and
a medical degree from the St. Loui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He completed his internship and surgical residency at Charity Hospital and LSU Medical Center in New Orleans and was later trained
in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at Charlotte Memorial
Hospital in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Dr. Yu came to Huntsville in 1973 where 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active surgery staff of Huntsville Hospital. He
has also served as Clinical Professor in Surgery at the UAB School
of Primary Care.
Dr. Yu is certified by the American Board of Surgery and
the American Board of Thoracic Surgery. He is a Fellow in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the Amer 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the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 the Southern Thoracic Surgical Society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Angiology. He
is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the State of Alabama Medical Society and the Madison County Medical Association.
Dr. Yu has authored a number of medical publications.
Dr. Yu's distinguished career as a thoracic surgeon is well recognized and respected throughout the area. For 26 years he has
dedicated his services to Huntsville Hospital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 Known to be a passionate patient advocate, Dr. Yu has
led the hospital's Institutional Review Committee, insuring the
committee's dedication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patients.
As an expression of his support and dedication, Dr. Yu has
made a very significant gift to Huntsville Hospital. His gift will be
used to benefit the Surgical/Trauma Intensive Care Unit where he
has cared for his patients with compassion and skill over the past
26 years.
Huntsville Hospital and Hunts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are deeply grateful to Dr. Yu for his outstanding generosity and his
years of service in our community.

A reception at Huntsville Hospital honoring Dr. Peter Yu, second from right,
brought together members of his family, including children David and Nancy,
at left, and his wife Jane. The occasion marked the naming of the Dr. Peter S.
K. Yu Surgical/Trauma Intensive Care Unit at the hospital.

Huntsville Hospital honors
doctor for years of service
Dr. Peter S.K. Yu was recognized for his many years of service commitment and dedication to the practice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at Huntsville Hospital and for his support of the
Hunts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during a reception at the hospital on
Aug.19.
The occasion marked the naming of the Surgical/Trauma Intensive Care unit in his honor. The foundation hosted the party.
Among the guests in attendance were Peter's wife, Jane Yu;
his daughter, Nancy Yu, and her hushand, Jody Kochansky, of New
York City, and Peter's son and daughter-in-law, David and Nancy
Yu of Charlotte, N.C. Hospital medical staff and employees and
friends of the Yus also stopped by to offer their best wishes.
Foundation chairman Lee Hoekenschnieder presided over
the dedication ceremony. Joe Austin, hospital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Peggy Matzkiw, director of critical/surgical care, joined Lee in
honoring Peter, Dr. Joe Dowdle, member of the Health Care Authority of Huntsville, read a resolution detailing Peter's
accomplishments.
Peter was born in Canton, China, and came to Huntsville in
1973. Here, he pioneered the practive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gained the respect of his medical colleagues and became a passionate patient advocate. For 26 years, he has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hospital's Institutional Review Committee, which works to
preserve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patients. He also has been a
clinical professor in surgery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School of Primary Care.

Program
Welcome and Introductions
Lee Hoekenschnieder, Chairman
Hunts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Board of Trustees
Remarks by :
Joe Austi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Huntsville Hospital
Peggy Matzkiw, Director Critical/Surgical Care
Huntsville Hospital
Lee Hoekenschnieder, Chairman
Hunts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Resolution
Dr. Joe Dowdle
Health Care Authority of the City of Huntsville
Comments
Dr. Peter S.K.Yu

Ann Marie Martin's Taking Note
column appears Sundays,
Wednesdays and Fridays in The
Times, Her office telephone
number is 532-4440.
ANN MARIE MARTIN
Taking Note

Hunts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Dedication of
The Dr. Peter S. K. Yu
Surgical/Trauma Intensive Care Unit
honoring
Dr. Peter S.K. Yu
August 19,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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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會長壽宴
立社．朱佩玲
就是要有“老本”、“老健”、“老伴”及“老友”。
當談到“老伴”時，他介紹了他的賢內助，說及他已結
婚 34 年，並打趣說能夠保持婚姻美滿，過著和諧幸福生
活，是因為他對太太遵守了男性的“三從四德”承諾，
博得全場掌聲與讚揚。
七時半左右開席，菜色一流，海鮮全餐，席間會長
與夫人不停的週旋於各席賓客之間，殷勤敬酒、勸食、
談笑話當年，使每位賓客都笑口常開，樂也融融。然後
切蛋糕，唱生日歌之後，其中賴萼興校友拿出一卷神秘
賀禮，要壽星公當眾開啟給賓客欣賞，其中一份甚有深
意，看似一卷紙，由雜誌剪貼逐條駁長而成，卷成一
卷，由頭開啟長約數米，最後出現了一個紅色“壽”
字，意即長壽，滿堂賓客為此有意思的賀禮又充滿了掌
聲與笑聲。

張景燊生日宴會中培英嘉賓送給會長之“長壽”賀禮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五日會長張景燊學兄壽辰，設晚
宴於候斯頓海華海鮮酒家貴賓廳祝壽，筵開六席。
記得上月某天，景燊兄囑咐三月十五日不要安排節
目，把這天留給他，當時問他甚麼事，他神秘兮兮的沒
說。第二次追問時，只說請大家聚一聚，吃餐便飯，仍
然不說原因。後來打探，才知道是他慶祝七十大壽，事
前不告訴我們，是他不想為繁文辱節要我們破費，這是
他一片慷慨之心吧！

人生七十的確值得慶祝，美國人認為“7”是幸運數
字，正如中國人歡喜“8”字一樣。七十歲了，可以放下
工作，放下兒女的家庭擔子，沒有了社會競爭壓力，可
以過著優哉柔哉的生活，更可享受天倫之樂，何等稱心
如意！景燊兄，恭祝您福壽雙全，年年有今日，歲歲有
今晚！

當晚我們一進入貴賓廳，會長夫婦滿面春風，熱情
的接待客人到來，德州培英校友就佔了三席。宴會開始
前，會長介紹了到場的親屬，賓客及校友們，並簡述踏
進老人行列時，每人要具備“四老”的條件。所謂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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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社．劉卓儒

加省省會培英校友會，於七月十二日（星期六），
在維廉公園舉辦郊遊燒烤會。是日上午 11 時許同學們挈
眷攜友先後到達現場。來賓中有美西培英校友會潘星煒
會長等六位學長及本埠多位僑團首領，計有一百二十多
人，大家見面互相問候，歡敘家常。

對校友會的活動，一貫積極支持，這次郊遊又慷慨贊助
200 元。還有幾位後勤工作者，如黃鈞濤、梅捷成、譚
錫鵬等同學，從採購、切割、醃製、運輸、燒烤一條龍
的工作做得出色。沒有他們辛勤的付出，我們大家就無
法享用這樣的美食。

12 時午餐，大家享用校友會提供的燒雞脾、炒麵，
及同學們帶來的各種美點。黃錦韶會長從自己貨倉帶來
廿餘大罐 " 巴西石榴汁 " ，同學們品嚐後都贊不絕口。

陳仲森學長作謝飯祈禱後，大家享用美味牛扒晚
餐。在抽獎高潮結束後，一日郊遊寫上完滿句號。抄錄
霍炳華顧問兩首新詩作為這次郊遊小結。

餐畢是自由活動，在綠樹蔭下三五成群，有玩牌、
猜謎、閒談、領著小孩玩耍，自得其樂。

〈一〉

沙城景物最清研 恰恰郊遊七月天
年內聯歡多少次 培英兒女樂陶然

下午五時半郊遊舉行簡單儀式，唱校歌後由黃會長
致詞，他歡迎同學們及來賓積極參加校友會的活動，希
望大家玩得愉快。接著美西校友潘會長講話，他向二埠
同學問好、祝賀，並邀請二埠同學，參加美西校友會八
月廿四日，在金門公園舉行的郊遊會。繼由二埠譚健兒
副會長致謝詞，他感謝同學及來賓帶來豐富的禮品及食
物，使郊遊辦得更充實、多彩，他特別指出曾禮堂學長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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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二維園中 百花齊放相映紅
烤肉美食噴鼻香 笑語歡聲敘家常
17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各地校友會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遲來的慶典
立社．朱佩玲
戲及有獎猜謎謎語。校友們歡笑聲不絕於耳。
各種比賽完畢後，由副會長佩玲聯同會長夫人頒發
校友會致送到會每位校友及嘉賓一份節日禮物，這些禮
品由林慰嚴、賴萼興、張景燊、朱佩玲贊助，而禮物全
部由會長夫人代勞選購及包裝，更為每份禮物冠上一個
好意頭的名稱，使接受禮物的校友及嘉賓均讚不絕口，
真難得會長夫婦有這麼好的構思。

廿一世紀災難重重，除了天災人禍外，今春爆發非
典型肺炎 SARS 肆瘧全球，人民不敢遠行，甚至華人聚
集的華埠都不敢前往，唯恐受感染，談 SARS 色變，小
團體有如我們德州培英校友會也被波及，本會原已定四
月下旬舉辦慶祝校慶及本會成立一周年聚餐敘會，通知
已寄出，節目已安排，獎品及禮物亦已備妥，突聞
SARS 出現，唯有延期舉行，後來一拖再拖，延至疫症
已受控制，會長張景燊學兄即召開臨時會議，議決零三
年六月廿九日恢復舉行慶祝晚會，地點在明園酒家。

壓軸節目是大抽獎，獎品豐富實用，由林伯興與張
會長的夫人贊助。最後抽兩個大獎，名篆書字畫及國畫
各一幅；篆書字畫由黃惠娟學姊獲得，而國畫由何重權
學兄抽中。這兩幅畫是貴賓何天佑醫生贈送，何醫生不
但是位名醫，也是一位出色藝術家兼書法家，其實何醫
生不是外人，與我培英淵源甚深，他是加拿大溫哥華培
英中心何錦光校董，香港培英中學任教何錫光老師，法
社何煦剛校友及成社何煦暉校友之長兄，可說他是我們
培英的老大哥，這次他慷慨捐出傑作，使我們的聯歡會
增色不少。還有林卓東夫人贈送特製生日蛋糕七個慶祝
我校校慶；使我們食在口中，甜在心中。

慶祝會於下午六時開始，筵開七席，節目由張會長主
持。首先全體起立唱校歌，然後會長致開會詞，介紹新校
友及嘉賓，宣佈這次母校成立 124 周年及我會成立一周年
聚會為何延至今日才舉行，講述宴會意義及一年工作活動
報告，繼由林卓東學兄講述財務報告，林伯興學兄放影國
內旅遊風光圖片。完畢後，是時候開席了，由陳小娥學姊
領禱謝飯。在歡宴期間由賴萼興校友擔任各種有趣比賽遊

宴會由始至終，氣氛熱鬧溫馨，張會長滿場飛與新
老校友及嘉賓敘舊，忙碌萬分。而每桌校友更是互相致
候閒話家常，盡顯白綠兒女的團結情誼。這次出席人數
有七十多人，濟濟一堂，氣氛歡樂，記得去年我會成立
之初，第一次聚餐，只有三十多人參加，一年後的今天
已經成倍增長，由此觀之，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的將來
一定會欣欣向榮，更加茂盛。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一二四周年校慶宴會場面

124 周年參加慶典之德州校留影
後排（左至右）：張景燊（51 彪社）、林伯興（51 彪社）、李奕榮（59 台分）、林滋庭（37 台分）、林慰嚴（48 群社）、林永樾（51 彪社）
賴萼興（65 斐社）、何重權（57 成社）、黃紹基（58 立社）、伍普鴻（54 台分）、余樹衍（55 法社）、林卓東（52 強社）、黃子勤（59 羽社）
坐排（左至右）：鄺麗儀（54 台分）、伍若薇（56 雲社）、譚佩瑜（56 雲社）、李碧蓮（56 台分）、李堅立（36 方社）、林冕煌（42 雄社）
林麗英（44 台分）、李植畹（46 台分）、陳小娥（44 台分）、朱佩玲（58 立社）、黃惠娟（46 台分）、黃卓娟（72 建社）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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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高齡學長

55 ．法社．傅思敏

左起：傅思敏、梁社銳、蔡其𠵴、曾素嫺、

左起：曾素嫺、梁社銳、傅思敏夫婦

（一）澳洲雪梨培英校友會於今年 4 月 12 日共聚新

活，梁學長十分健談，記憶力特強，談起培英往事，從

富麗宮酒家共慶母校 124 周年校慶，參加者有八十六高

花地培英直至白鶴洞培英的趣事......咕喱頭......吸煙罰托

齡的老學長，也有小至幾歲 " 小學孫 " 。相見之下彼此噓

槍......引來歡樂回憶。客廳中放著整箱歷年校刊，每年

寒問暖，洋溢一片白綠情誼。午餐原定筵開四席，由於

都向母校捐款表心意，可見他對培英感情之深。最後我

參加者多，臨時加開一席。在席間和第 38 屆剛社老學長

們和梁學長手捧珍藏的剛社繪有 " 校友樓 " 景點的彩碟合

相談，得悉他夫人骨折入療養院，現獨居一處，便相約

影留念並依依惜別。

往訪。於 4 月 16 日由凱社學長蔡其𠵴，雲社曾素嫺，法

（二）聞悉余偉文學兄兩愛孫趁香港小學停課期間

社傅思敏夫婦一起去探望梁社銳學長。梁學長 86 歲高

來雪梨和爺爺匳匳聚會，我們又相約前往探望他們。余

齡，健康精神，家中兩室一居，環境舒適，雖與兒孫分

學長去年大病康復後，已一切如常，夫婦倆又恢復 " 行

居，但有資助社工定時上門服務，生活影響不大。

街 " ，說是可以鍛鍊身體。看到他們精靈小孫一男一女

梁 學 長 1959 來 澳 經 商 ， 其 家 族 幾 代 均 在 澳 洲 生

依偎倆老身旁，沉浸在一片爺孫的歡樂中。

左起：傅思敏夫婿、余偉文、傅思敏、曾素嫺、余偉文夫人及兩孫、蔡其𠵴夫婦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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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之旅

憲社．李兆銘

憲社的聚會，不管是天南地北，我是無條件參加

翌日，由伍國暖、余松柏、潘漢松三位盡地主之誼

的。 2002 年底接到伍國暖與潘漢松的電話，相約在明

邀請同學在翠亨村酒家茶敘。余松柏因事未來，但仍與

年 3 月 29 日參加林文琰、蔡寶璇之千金在羅省舉行的婚

國暖、漢松一齊共付茶資。接連兩事，同學誠信堪贊，

禮，並在婚宴之後，約齊所有參加婚宴的同學組織一次

友情可嘉。

憲社北美 " 聚情之旅 " 。我第一聲便說：一定參加。

午茶後，應培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邀請，

2003 年 3 月底我的居留地加拿大東北角的滿地可，

一行十餘人前往蔡建中府上拜訪。蔡府隱藏於翠樹林木，

仍是千里冰封、寒氣迫人，我懷著興奮的心情，踏上飛

綠草花叢之中，外觀亮麗典雅，室內裝飾大方時尚，擺設

往羅省的班機。 3 月 28 日下午，當我步出南加州機場

陳列充滿藝術氣息，有如藝術博物館，處處給人舒暢感

時，柔和的春風撲面而來，黃兆銘夫婦是一小時前由加

覺，高雅享受。坐談中，由主人蔡建中報導培英中學各校

拿大溫哥華前來，和接機的潘漢松多等一小時候我。

發展之近況，與吳友文討論國內之教育動向。

一行四人直接前往今次聚會的第一次餐會，在弘城酒

坐談至四時，回旅館整裝前往參加林文琰、蔡寶璇

家筵開三席， 55 屆法社蔡建中夫婦被邀參加，並與旁坐的

千金 HARRIET 之婚禮，婚禮在海濱之 HOTEL CASA DEL

雷鍚珊夫婦細細交談，原來雷鍚珊夫婿金寶幹先生也是華

MAR 西式大酒店舉行。婚禮豪華富麗，新娘美麗多才是

南工學院畢業，同為建築系，有著談不完的話題。

藥學博士，新郎是醫學博士，可謂是 " 郎才女貌、珠聯
璧合 " 。新任外父林文琰喜上眉梢，移步與憲社同學共

今次晚餐，本來說定是由潘漢松、余松柏、伍國暖

話、高談闊論，大有欲罷不能之勢。

三位以地主之誼接風宴請的，但卻由未到會的沈超、鄭
淑宜夫婦支付。其中發生一段小插曲：─原來 3 月 24

3 月 30 日，林文琰、蔡寶璇夫婦招待全體來訪憲社同

日潘漢松接香港沈超電話：" 我在香港機場給你電話，我

學。午晚餐均在翠亨村酒家，中午在蔡寶璇帶領下遊亨廷

與淑宜準備上飛機到洛杉磯參加聚會，行李已送進登機

頓圖書館及植物園，賞閱館內珍藏十八世紀英法兩國之繪

處，但淑宜突感身體不適，故決定放棄到美國之行。請

畫、珍本及美國藝術品。又飽覽 15 座花園，包括澳大利亞

代轉告各位同學，很抱歉。 " 日後沈超再來電話，堅持

庭園、日本庭園、莎士比亞花園和沙漠花園等。

他曾答應在洛杉磯招待同學之晚餐及招待雷鍚珊夫婦之

晚餐盡歡之後回去旅店，準備明早八時起程，作 "

住宿均由他倆請客，委托潘漢松執行。僅向沈超、鄭淑

聚情之旅 " 。惜二位主人要回香港主理業務，未能與我

宜致以萬二分謝意。

們同遊，有待明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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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遊釣魚活動

彪社．張景燊

Lake Soemerville 釣魚活動
左至右：黃子勤太太、黃子勤（羽社）、何重權（成社）、張景燊（彪社）、
張景燊太太、何重權太太、朱佩玲（立社）、余達賢先生

每年美國德州二月至四月是釣白鱸魚（White

一流的好去處。今次午餐，由各位太太準備了精美

Bass）的季節。德州培英校友會不少校友及眷屬都

食品，彼此共享。

是釣魚愛好者，而其中立社朱佩玲的另一半余達賢

由於白鱸魚覓食多在清晨前及黃昏後來岸邊活

先生更是德州釣魚會會員，而且在釣魚會活動中得

動，而我們到達時間已經超過，又因為前兩天下大

獎不少。為了增進校友會活動及聯絡校友的感情，

雨湖水高漲的關係，所以釣了幾小時，只釣到兩

並學習釣魚本領，由佩玲於二○○三年二月底組織

條，大失所望，不過大家也十分高興開心，因為像

了一次春遊兼釣魚活動，參加校友有彪社張景燊夫

從未釣魚的校友們在這次活動中學到了不少釣魚知

婦，成社何重權夫婦，羽社黃子勤夫婦，二月二十

識及技術，並相約達哥下週早早再來垂釣，結果皇

二日早上七時在佩玲府上集合出發，開車到離

天不負愛好者，不到二小時，我們就釣獲了不少戰

HOUSTON 市 130 哩外的 Lake Soemerville 湖中旅遊

利品，一直釣夠數才離去呢！（每人規定 15 條）

兼釣魚。
當日風和日麗，氣溫宜人，正是白鱸魚游向岸
邊產卵的季節，我們一行八人，九時到達目的地
後，在湖邊佔據了有利位置，並矗起八條魚桿，在
魚鉤掛起魚餌拋向湖中，開始等魚上釣。在等候期
間，我們向達賢兄及重權學長請教釣魚知識及操桿
技術， Lake Soemerville 是個州立公園，佔地數千
頃，是野餐，露營的好地方，可以進行打獵，釣
魚，燒烤，遠足，划艇等活動。大自然風景甚佳，
公眾設備應有盡有，如果不釣魚，來這裏旅行也是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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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風華

54 ．憲社．陳煜坤

紅白黑白兼藍白，白綠風華現采姿。 (1)
歲歲松園盈掛綠，年年粵水殖肥鰣。 (2)
更添藍白輝新象，豈獨黑紅奪彩旗。
同學青年非寂寞，龍騰虎躍盡皆知。
註：(1) 紅白、黑白、藍白乃級社社系之色，白綠是培英中學校色。
(2) 聽松園是廣州培英中學原址。台山、江門、西關、香港，及沙田培英中學均位於粵省珠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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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自成蹊

─ 儒儒雅雅的周相迎老師
周相迎老師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其後考取

5A ．余淑堅

吸收知識之餘，將考試與生活緊密結合，做好試前準備，那麼，

得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在自一九六六年返母校─培英中

取得好成績的機會自然大增。

學從事教育工作。周老師曾任教中國語文、中國語文及文

周老師現在亦有與以往畢業同學聯絡，因為培英校友會遍

化、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和普通話科，至今已有三十六年

佈各地，而《培英青年》、《聯會友聲》等刊物更成為校友間

了。周老師行將退休，特此作個人專訪，既抒發他對學生的

溝通的橋樑。周老師希望各畢業同學毋忘母校，盡己綿力。

關懷，亦令各同學對周老師有更深入的了解。

談到學習中文。周老師以「讀、寫、聽、講」來概括學

在周老師多年的教學生涯上，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二

好中文的手段。閱讀優秀作品以及書寫隨筆都可訓練讀與寫

零零一年畢業之七 B 班同學─ 在學期初的班會選舉，一眾

這兩項基本功，接著，多聆聽別人的說話，例如傳媒或親

同學竟不需任何提名及表決，自動就興趣及能力，自薦擔任

友，以及多與外界作言語上的溝通，這對聽和講都有助益。

每一職務，樂意地為班服務─這種勇於服務，不斤斤計較的

在資訊科技爆炸的新世紀，周老師認為一位成功人士，

精神實令老師感到恩惠；也令那些以服務為成績絆腳石的同

必須要有良好的語言能力。他極贊同陳寅恪先生的看法：成

學，感到汗顏！

功的關鍵有四：最少懂得一種外語。二略董古文。三有健康

至於過往與現時學生的分別，周老師坦然表示現在的學生

的體魄。四情緒商素。周老師表示，懂得怎樣與別人溝通亦

在鬥志方面不及以前。由於骨牌效應，得過且過便成為當代學

是成功必備的條件，這會令你如虎添翼。但不懂得並不代表

生的普遍學習態度；而早期的學生亦因教育制度的影響，學習

不成功，人生也非不完美，因為最重要是要強健的體魄。

比較積極、主動，樂意親師請益。但周老師卻賜予我等金石良

講到對學生的期望，周老師最大的心願還是要學生能自

言：「只要有動力，再配合能力，定可學有所成。」

己領悟出書中的真諦，從而成為知識的主人。「天行健，君

積累了三十餘年的教學經驗，周老師指出，傳授知識已

子以自強不息」，周老師相信只要堅定不移，力爭上游，必

非教師唯一的職責，好的教學方法不是在於令學生吸收領悟

有成功的一日。

多少，而在於令學生自己發掘尋找多少，因此，「鼓勵學生

周老師退休在即，日後計劃足跡遍天下，除了增廣見

敢於發言，自我求知」是周老師一貫的宗旨。周老師進一步

聞，亦可紓緩數十年來積累的平日數學工作壓力；此外，就

指出學生應採取主動，敢於發問，而他更會鼓勵學生找出自

是繼續學習太極，並將這門國粹發揚光大，推至另一高峰。

己的問題，從而不厭其煩地發問或自己尋找解決方法，便可

在這短短的訪問中，周老師的言談舉止處處流露出他對

點石成金了。學習是要學其方法，而並不是著重其成果；而

培英白綠兒女的期望，那番親切的對話，證明老師與學生之

讀書最重要是專心，只有這樣才能增長知識。

間並沒有代溝─只要每位學生發奮努力，與時並進，總會有

當今有學生認為讀書與考試背道而馳，難以取捨，就這問

成功的一天。

題，周老師也有回應。他認為讀書與考試兼備並無不可。只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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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傳統性象徵的規範化
— 我的小小建議

54 ．憲社．潘漢松

培英中學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中，也算是一所百

（四）校訓 信、望、愛。在會場上，刊物上規定

年老號的中學，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從 1879 年安和

書寫由左至右，或是由右至左及應用統一字

堂建校，到 2003 年共 124 年中，在海內外發展到六

體。

間培英中學和 15 所培英中文學校；這是量的變化。

（五）校歌 現有創校時的校歌及香港培英校歌，

從一所基督教會學校發展到多元系列國際性學校；

在不同會場上出現不同的校歌；如在美國南

（海外培英中學仍信奉基督教）但我們培英的優良

加州每年舉行的廣州基督教六校聖誕節聯歡

傳統始終沒有改變，如我們的校訓；信望愛、白綠

（始於 1984 年）每年六校均要唱校歌；嶺南、

精神，我們的校徽，校旗，我們愛培英之心在廣大

培正、培道、真光、協和這五間學校都是唱

培英學子中從來沒有改變。祖國在前進中，尤其對

一個版本校歌，祗有培英中學有不同版本的

教育事業的發展是極為重視，培英中學的發展前途

校歌；有時唱創校的老校歌，有時唱香港培

比任何歷史時期更具有高度和空間。

英校歌，情況混亂，因為老校友來自廣州的

由於培英中學的歷史發展具有多元性，所以培

不懂香港培英校歌，相反香港來的培英校友

英的象徵如校徽、校歌、校旗、白綠校色、校

也不懂創校之校歌。這是多年來如此，我們

訓......等；在不同的培英刊物、會場上、建築裝飾

不能聽而不問。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上都曾有不同的版本出現過，雖然多以校刊刊印的

應該協商、溝通地解決。

徵徽為籃本進行制作使用，因未能做到嚴格統一規

一個國家、一個團隊、一所學校對自己確立的

範，會有損培英傳統形象。培英中學是有深厚歷

象徵，都有一種特別的崇敬，這象徵是代表國家或

史，有優良文化底蘊的學校，絕不能忽視這些現象

學校的尊嚴。它起著團結凝聚力量，是件大事情，

的出現，為此提出培英傳統象徵（徵徽）的規範問

不能以個人之喜好選擇來決定，要用培英歷史傳統

題。

觀念來處理這些問題；將培英傳統性象徵規範化應

（一）校徽 確定唯一的創校校徽，在會場上刊物

該提到日程上來，經過協商、討論，做出結論，以

上統一使用（已有鷹帶徵徽並已統一使用）。

立法形式公佈於世，讓培英中學各系列學校一致執
行。

（二）校旗 確定校旗上 " 培英 " 兩字之標準字體、

建議設立培英傳統性象徵規範化委員會；以廣

白綠色之配合、旗之長寬比例，定出標準，

州培英中學為首，召集海內外培英各校負責人組成

各校應按制定標準去實施。

並邀請培英校友參加召開會議（或培英校董會召開

（三）校色 白綠精神，起著凝聚、團結、友愛的

有關人員會議），研討議定培英傳統象徵規範化，

作用。白色是沒有爭議的，但綠色就不同；

決議後公佈有關規定成為日後培英各校執行之根

有深綠、淺綠、黃綠......等。應確以那種綠色

據。最後向政府有關部門立案。

為代表，也應明確地指定出來，以便統一應

2003 年 3 月 20 日於美國洛杉磯

用。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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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詩二首
悼同硯黃君

七七

杭州

聞鶯柳浪記從前，以畫論交廿七年。
今日西湖覓舊跡，悼君不覺淚潸然。

詩畫拾零— 江南（二）

弱冠同習畫，蒙園丁贈飲龍井於柳浪聞鶯。

遊大龍湫

50 ．翼社．蕭燦坤

八零

雁蕩山

仰視銀河落九天，如花如雪復如煙。
此行喜沐龍湫雨，回首雁山心暢然。
大龍湫者，雁蕩山中高一九七米之巨瀑也。

雨後

清．黃仲則詩意

七四

杭州

八一

杭州

一湖新雨後，萬樹欲煙時。
僅此十字道盡雨後湖山之美態。

賞荷圖

香吹湖上人如醉，蓮葉田田望不遮。
九曲朱闌同倚遍，與君攜手賞荷花。
於小瀛洲口占。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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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程

蚌湖 蘇莊

李華斌鼓勵我寫這篇文字，他

拿市 Salinas 工作，距離這裡不遠，

擔任何身後事項。在最後送別的過

認為四妹蘇葹的同學（1955 法社）朋

她深愛這城，尤其眷戀附近一帶的

程中，她安排了讓參與的人平和地

友（如李華敏等），有些會想知道發

海灣，每次我到沙連拿去探訪她

去回憶或去啟發一些未來的遐想，

生在故人身上的事的，但是對我來

時，她總找機會領我到這小港一

沒有叫人去傷悲慟哭，在優美充滿

說，寫這篇文字並不容易，四妹和

行，在 Carmel 一帶兜兜轉轉，又到

文化的氣氛中，輕鬆地為自己和朋

我在世界上相處六十年，但自大學

碼頭的餐廳，一面說新英倫蜆湯容

友在世上的交往寫上句號。下面就

畢業後，相聚的時間不多，討論問

易使人發胖，一面還是把滿滿的一

是由她安排的告別聚會記錄：

題的機會更少！每個人在成長中，

盅喝光。我戲言退休後可以搬來這

因為思想的成熟和環境的濯洗，一

裡居住，她說恐怕別人不讓你「埋

送別

切都會發生很大的轉變，尤其性格

堆」，她的意思是這裡的藝術家未

摯友和同事約二十多人，加上

和人生觀的改變，我不敢用自己的

必肯讓我這無名小子混入其中，如

大姊、外甥和我，早上十時許在碼

想法去揣度她的內心世界，因此，

果日常生活中沒有朋友，即使地方

頭集合，登上預訂好的船。這船沒

寫這篇文字時，我戰戰兢

有蓬，長約四十五英尺，中

兢，決定一反常態，把嬉皮

央部份是凹下去的平台，兩

笑臉都收藏起來，正正經經

旁是連續的長條坐板，坐板

來寫一篇記錄文字。但正經

背後有鋼條的船欄。人登船

得像祠堂之內的神主牌，這

之後就像置身在一個露天的

不是我的長處，因此寫出來

大廳之中，面對面地坐。船

的文字一定會很悶人的，所

頭有凸起的小倉，是通進船

以在這裡首先請求各位多多

艙的門，接近船尾的中央有

包涵。

具碩大白銅造的方向盤，有
三四根船桅，吊下來的繩索

蒙特利 Monterey 在美國

被引至船的兩側，船尾還掛

加州是很著名的，因為有許

上一面美國國旗。

多中外成名的藝術家在那裡
隱居。與它相鄰一帶，有加

讓眾人安坐後，船家把

妙鎮 Carmel 、小石海灘

船慢慢地駛離港口，在離開

Pebble Beach 等，都是風景

沙灘不遠的海中徘徊。船啟

優美的地方，其中十七里車廊 Seventeen Mile Drive ，滿佈名人的寓所
和富人豪宅，常引起經過這裡的人
的嚮往。蒙特利這港口也曾一度是
加州的省會，現在時移勢易，這小
港再難擔當這重任了，但歷史依然
被訪客所樂道。這裡舊日的碼頭，
現在已經變成了旅遊的景點，和其
他許多城市一樣，把商場和餐廳建
在舊碼頭上，使它們成為訪客必到
之處。
四妹最後的二十多年是在沙連

再好，也不會是個安居之所。她在

動後不久，先由外甥作出了開場

一九九四年底得病之後，知道是絕

白，簡單地說出四妹的遺願：把骨

症，依然充滿求生意志，鍥而不捨

灰安葬在這海灣之內，同時也在這

與癌魔周旋，但是終於在一九九九

裡和各人告別。接著是由她的同

年六月初不治，更難得在生死邊緣

事、好友輪流發言：敘述過往和四

上，她不抱怨命運的不公平，只用

妹共享的舊事。各人徐徐道來；有

幽默的態度抗衡痛苦的折磨。辭世

讚嘆、有可惜、有滑稽也有幽默，

之前，她為自己安頓好了一切，選

船內不時響起了笑聲，卻沒有惹來

擇了蒙特利的海灣作為安眠之所，

任何形式的眼淚。經過了一個多小

葬禮交由專業人士處理，預先付清

時，差不多每個人都說了話了，這

了所有費用，讓身後一切不帶給別

時船家從倉裡捧出許多鮮花來分發

人麻煩。我和她雖然是親兄妹，也

給眾人，同時又播放出四妹選定好

只參與了最後一程的聚會，不需負

了 的 舒 伯 特 的 鱒 魚 五 重 奏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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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園地

起航— 送上最後一程

追思往事

Forellenquintept 。這時，各人領會

亦只有寥寥幾人。 B 先生要把預先

到這是送別的時刻了，自覺地列成

準備好的一朵玫瑰送給四妹，他用

一隊，攜著鮮花走往船的尾部，把

力把花朵拋往海裡，逆風之下，花

鮮花拋進海裡。外甥捧著四妹的骨

朵只能落在近處水邊，一次、兩

灰盒，蹲在船尾的小平台上，把骨

次，花朵很快被海浪送回岸上， B

灰徐徐傾入海中，骨灰在水裡成了

先生沒辦法，當他瞧見一雙少年男

一段白綾，隨著海水盪漾，慢慢消

女在沙灘上練習浮板，便走上前請

失在藍色之中。當我們離開時候，

求男的替他把玫瑰帶出海灣深處。

花朵一堆一朿的散浮在海面上，在

這位海軍學校的學生馬上便答應

浩大的海灣之內，顯得有點稀疏、

了，而且還肯定地說：「我會把它

冷清。

帶出老遠去。」他俯臥在浮板上，

回到碼頭，船家準備好了冷熱
飲料，有一方由四妹同事帶來的蛋
糕，蛋糕上面用不同顏色的奶油噴
出一幅四妹和辦公室同事們的合

分發花朵

手划腳踢，直奔大海。我看著他愈
去愈遠，對著夕陽、晚霞、金黃色
的天空、反射出金光的海水，天空

海中白綾

裡有散雲、疏落的幾隻海鷗......。

照，還有一句英文：「Good bye for
now, Sze, you were a great lady.」一

紅雲、落日、黃沙、

句中文：「再見，蘇葹，你是一個
偉大的女人」。
送別之後，有朋友向我說：
「我很喜歡這樣的葬禮，他日我也想

海浪、鷗聲、晚霞、
來去拍沙浪，送來小精靈，呢
呢低聲問：貴客有所求？

用這種方式離開。」

新來小嬌客，起居能安否？

尾聲

此間非人間，沒有；自卑、小

我在沙連拿多逗留了三天，為

器、是非、憂愁。

的要等候四妹的一位摰友 D .

斜陽、霧霰、彷彿她正回首，

Bequette 先生，他在舍妹患病期間

眸子內有光、光裡有笑意。

曾多次加以援手，送行當日因為公

我記起了那句說話：在蛋糕上

幹未能參與，現在趕著回來。兩天

面寫著的。

後，大姊和我及 B 先生夫妻，晚膳
後同赴海灘，這時風正往岸上吹，
海浪一個接一個堆上沙灘，沙灘上

送別的蛋糕

心裡一陣輕鬆，覺得世界是那
麼平和、寧靜。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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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敬愛的學長

緬懷敬愛的李貞明學長
余培炎

哀悼黃培育學長
祭文及哀謝啟
公元二○○三年七月十六日紐約
培英校友會同人謹以鮮花香燭之
儀，恭祭於黃培育顧問之靈曰：

外孝孝孝 孝孝未
孫
亡
女女女女婿女子人
拔拔黃
萃山林
雪
眉

學長敦厚

宅心仁愛

經商以義

待人以誠

時代鞋店

生意鼎昌

大地蔘行

積厚流光

聯絡校友

首創會所

出錢出力

事事效忠

白綠精神

發揚盡致

尊師重道

謀師之安

展轉籌劃

卒底於成

紐約重敘

師生盡歡

寬懷大度

畢露無遺

天胡不吊

摧拆善翁

舉行公祭

用表敬崇

靈其來格

鑒斯微衷

嗚呼哀哉

伏維尚饗

臨宗培培波溫培江廣廣台台香香香滿紐洪紐伍黃 移本終鄉先培
執親英英士哥英門州州山山港港港地英青約胥氏 柩市積月夫英
紼戚校校頓華會培西培培培沙培培可崙俱培山宗 往中閏角諱校
隆友友友培基所英關英英英田英英培培樂英公親墳安華享村培友
情鄉四聯英督主中培中校中培中校英英部校所會場葬長壽人育會
高世十會校教席學英學友學英學董校校全友同全自新生七痛黃創
誼誼六永友培暨校中校會校中校會友友體會人體置澤殯十於公辦
歿惠屆遠會英全長學長全長學長主會會同同 同壽西儀五二府人
存賜全榮同中體暨校暨體暨校暨席全全人人 人地州館歲零君
均花體譽人心同全長全同全長全暨體體
叨 舉經零廣黃
感圈同主 同人體暨體人體暨體同同同
蒙 行於三東培
哀賻學席 人 同全員 員全員人人人
出七年省育
人體生 生體生
此儀同暨
殯月七台先
同同 同員同
鳴素人同
禮十月山生
人
人
人
人
暨
人
生
畢七九市
車
同
隨日日那
並
人
即在壽金
親
HOLY

ANTHONY PACCIONE

同
叩
謝

蝶儀美
儀芳芳

悲惻五中

CROSS

謝
TAMMIE

親
屬
眾
多
，
恕
未
盡
錄

大雅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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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
謝
啟

校友來鴻

給蘇棉煥醫生─ 培英校董會主席的信
培英校董會主席蘇棉煥醫生：
很高興於美國時間二零零三年六月廿五日（星期三），晚上午夜前十一時五十分至六月廿六日零晨三
十分與你電話摯談，得知很多好消息，尤其是在最近發生的非典型肺炎（SARS），香港及廣東省已除去疫
區名，香港及各地培英人都平安，覺得非常快慰。得悉 蔡建中、羅愛梅學長伉儷於六月初已由美國回廣
州，請向他們問好。請代向廣州、白雲區、西關、台山、江門、香港、沙田、溫哥華各地培英人、老師
們、同學們問好，謝謝。
近數月來因負責為駐美中華總會館總董及主席團、肇慶總會館主席、六山管理處主席、廣福堂主席、
全美 源總堂顧問，我自己業務辦公室等各事比前更為繁忙，未能抽空返港旅遊及工作效率較差。
廣州培英方創傑圖書館近況發展如何，請代向衛作輝校長請示。溫哥華培英中心電傳給我有關招聘總
幹事之事，已轉知當任主席 潘星煒。
現隨函附上支票美金貳仟四佰貳拾元（$2,420）奉還，為你代支付各項開支，一切有煩 學長知會及
代墊一切，萬分感謝。如數目不足，至要請來信通知我，如有餘數，請代交轉給培英聯會便是，謝謝。
名稱項目
港幣
美元
對換為美元
1. 方創傑謝潔霞廣州白雲區種植鳳凰樹
$2,200.00
$2,200.00
2. 羅穎廣州白雲區種植白蘭樹
$600.00
$78.00
3. 曾集祥之母親 陳太夫人仙逝
方創傑伉儷 羅穎送花圈
$300.00
$39.00
4. 方創傑夫婦 祝賀沙田培英中學畢業禮贈盆栽
$380.00
$50.00
5. 羅穎 祝賀沙田培英中學畢業禮贈盆栽
$380.00
$50.00
總計

$1,660.00

$2,200.00

若有不對之處，希望指導，今後還望多多聯絡與指導。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2,417.00

學弟
方創傑 敬上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於美國舊金山

P.S. 剛收到廣州培英 却作輝校長來信，影印本及我的回信寄給你閱讀。
我捐助美金壹仟元（U.S. $1,000.00）為支持台山培英中學【獎教獎學基金】之信件副本。

給台山校友會的信
李錦桃校長、黃日華校友會會長：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收到《台山友聲》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出版之第三期，謝謝。內容豐富，印刷精
美，帶來學校、各地校友的消息，讀後有親切感。
李錦桃校長年青有為、辦校有魄力、親力親為、有向上心、有進取心、對校友們有愛心，為我認識校
長中，最值得讚揚及鼓勵，恭賀李錦桃校長被江門市評為 2002 年優秀校長之稱號，希望繼續努力。閱讀
《台山友聲》，得悉台山培英中學設立【台山培英中學獎教獎學基金】，這是很好的倡議，以提高及鼓勵
優良教師及成績優秀同學，隨函附上支票壹張，美金壹仟元（U.S.$1,000.00）以表支持，小小的奉獻，敬
希笑納，以發展培英的事工。請代問侯老師、同學、校友們安好，今後還望多多聯絡與指導。
敬祝
校務昌盛、國運昌隆
校友
方創傑 敬上（1946 、 47 年廣州培英正、弼社）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於美國舊金山
CC:Dr.Eugene M. So 蘇棉煥醫生─ 培英校董會主席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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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會長來函
培英校董會主席蘇棉煥醫生
培英校友聯會永遠榮譽主席蔡建中先生鈞鑒：
培英校友聯會主席曾集祥醫生
您們好！去年十一月在港時，承蒙列位主席熱

二月份弟接獲聯會正副主席聘請為名譽會長之

情接見及盛情設宴款待，銘感於心，在回程返美路

函件，弟因事忙，未暇回信感謝您們，但已致電集

經溫市，拜訪溫哥華培英中心，亦承蒙何錦光、黃

祥兄同意接受聘請，弟會盡心盡力聯絡及團結海內

衛華、袁沛生、馬榮文諸位董事接見，目睹我培英

外廣大培英白綠兒女，為母校增光。望諸位主席今

在海外繼續發揚白綠精神，身為培英人，甚感榮

後多加指導。
現隨函附上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慶祝母校 124

幸。
母校 124 周年校慶暨我會成立一周年紀念，原

周年由立社朱佩玲撰文 " 遲來的慶典 " 圖文二份，

定在本年四月十九日舉行敘餐會。因 Sars 疫情洶湧

VCD 光碟一張（一份請轉交培英青年投稿一份及光

澎湃，部份校友產生恐懼心理，故決定推遲舉行，

碟請交華斌兄），另美金 200 元支票一張交聯會，其

由於近期香港、國內及加拿大均已除名疫埠，且此

中 100 元贊助聯會 " 友聲 " ，贊助之校友芳名如下：

疫症已受控制。故我會議決於上週日舉行慶祝會，

張景燊 美金 25 元

此次參加校友及嘉賓十分踴躍，有七十餘人，慶祝

林慰嚴 美金 20 元

會開得十分成功，並得到到會校友、嘉賓及外界好

林卓東 美金 20 元

評，休士頓最大之僑報 " 美南新聞 " 也大篇幅報導，

林伯興 美金 10 元

可喜可賀。

李奕榮 美金 10 元
黃盛智 美金 10 元

德州校友會一年來校友凝聚力發展不錯，但仍
有一段距離，主動參加校友會愛培英的白綠兒女大

何重權 美金 5 元

部份都是老一輩的校友，而 30-40 歲的青壯年校友卻

另美金 100 元請代轉交校史館經費之用。以美

發掘不多，這是我心裡的隱憂。因為要使校友會能

南德州培英校友會贊助。

繼續發揚光大，一定要不斷的加入新血的。

還附上二份我會 Up Date 之校友通訊地址，請轉

今年四月中旬，余樹權學兄來德州探訪樹衍，

交陳麗敏及譚慧敏小姐更正之用。謝謝。

並拜訪我校友會，上月弟已發稿件寄給聯會 " 友聲 "

明年校慶 125 周年，我會有建議組團返校參加

報導，至於樹權博士在美之威水史，我並未寄給校

慶典，如 SARS 疫症有藥可治，實現返校之機會很

方，現隨函附上他之資料一份，這也是我白綠兒女

大。

在海外的建樹。

附上各事，有煩列位主席，請諒，順候香港、
沙田兩位校長

又及：下次聖誕大聚會，我冒昧請求

順祝

校方音樂老師能錄製培英常唱的聖誕歌曲

身體健康

錄音帶（像年初寄給我會的校園歌曲），以

美南德州培英校友會會長
張景燊 敬上

便聖誕聚會時與校友及家眷同唱。

二○○三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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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美西北培英校友會
會長來函

○
○

沙田培英培英青年編輯委員，溫哥華馬學長：

○

黃朝柱校友是美國西北培英校友會的創會

○

會長，曾任多屆會長，熱愛培英，對培英有深

○

○

厚的感情。
七月十二日是黃學長的追思會，與會親友

○

○

三百餘人，而出席校友者眾，向黃學長致最後
崇高的敬意，多謝他為美國西北培英校友會所

○

作的貢獻。並由 38 年之雷建德校友（他們是四

○

十多年的老朋友），代表美國西北培英校友會

○

○

簡述創會經過，以表揚黃學長的功績。
並勞煩香港培英編輯部轉給培英校友聯

○

會。謝謝！

○
○

○

○

弟我小小的建議，希望大家齊齊儁應！

○

○

可的情況下齊來贊助“聯會友聲”，這是學

○

○

培英大家庭的一份子，理應略盡棉力，在許

○

費的負擔也會是相當沉重的，所以我們身為

○

○

地，我想每期“聯會友聲”的印刷費加上郵

○

○

費確實不便宜，我們培英校友遍及世界各

○

○

筆墨所能形容，不過我亦留意到信封上的郵

○

每當收到“聯會友聲”時的興奮心情非

○

○

○

它是白綠兒女情誼交流、力量凝聚的橋樑！

○

校友會及眾學友的近況，藉以解掛念之情。

○

○

及最新消息、各地培英中學、中心、各地區

○

○

期，通過這刊物使我們得知母校的過往歷史

○

○

《聯會友聲》自創刊號至今已出版了 23

○

旅美法社校友 穗岐

○

○

齊來為
《聯會友聲》出點力

○

○

○

校友來鴻 / 簡訊 / 校董會通告

Diana 會 email 給大家。請留意。謝謝！
黃潔嬋 上

校董會通告

美西北培英校友會會長

明年校慶日程：
24/4/04
香港培英及沙田培英慶祝校慶。
25/4/04

黃學長生平之 File ，他的女兒 Evelyn or

PS：為免遺漏，所以出席校友不列出名單。

由香港出發去廣州，下午二時，
西關培英中學慶祝校慶。

簡訊

下午六時，校慶慶祝大會及晚
宴。
26/4/04

九月一日，江門培英中學開

上午九時，廣州培英鶴洞校區慶
祝校慶。

學禮，香港培英校董會校董黎鈞

中午十二時，太和校區燒豬午宴。

衍博士代表校董會致詞。江門培

下午二時，太和校區慶祝校慶。

英校友會黃軍川主席每年均有返

下午六時，珠江夜遊（包括晚
膳）。

江門參加開學禮，今年也不例

27/4/04-28/4/04

台山培英慶祝校慶。

28/4/04-29/4/04

江門培英慶祝校慶。

外，他的愛校精神，風雨不改。
（編者）

歡迎世界各地校友歸寧
聯會友聲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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