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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培英創校132周年,校友會於四月十六日(星期六)假萬
錦市太古金王朝酒家,舉辦聯歡餐會;是日天氣雖然欠佳,但仍不減
校友們的熱情,而且有由渥太華遠道而來的校友,實屬難能可貴,六
時前已有很多校友蒞臨會場。
    校慶日循例召開會員大會,由前主席姚季堃擔任司儀,核实已
達法定人數,大會隨即開始,會長李雪纖報告去年會務及活動,並禪
釋修改會章緣由,一切順利通過;聚餐大會隨即開始。
  聚餐會筵開十五席,場面十分熱鬧。今年校慶會恢復紀念畢業
離校60載鑽禧及50年金禧元老獎並補發已合資格的元老。由伍伯
良顧問頒發紀念獎牌;鑽禧元老有(49)協社雷煦然及(51)彪社宋哲
和。金禧元老計有(59)羽社何劍炎,(60)任社畢燕霞及(61)淡社
楊景釗三位。至於畢業離校30年晉陞元老者計有譚健南,(78)望
社:朱祺羨、余美現、陳翹慈、鄺取媚、黄玉珠。(79)慈社:李素
珠。(80)愛社:温小云、余美清、鄺清荷、譚秀燕及黃春和。(81)
旭社:梁淑芬。金鷹紀念章由香港聯會常務副主席鄭忠文學長代表
母校頒發,元老人數是歷年最多,全場掌聲雷動,相機之閃光不絕,
場面甚為熱鬧。
    大會主席黃創隨即介紹今年新增的校友,而以台山校友最多;
計有譚健南、朱祺羨、陳翹慈、余美現、黃玉珠、鄺取媚、余美
清、鄺清荷及譚秀燕。尚有江門(58)立社黄翹禮及香港(73)安社
高繼標等各地校友們拳拳復膺,紛紛回歸加入海外白綠大家庭,校
友會會長與他們一起拍照留念。
    當晚於享受佳餚美食期間,亦有餘慶節目,由侯倩儀天大面子,
邀請每席派出「男生」一名参加舞蹈比賽,令全場女士們興奮莫
名,原來培英男生善舞者不鮮,點止係「咕哩頭」咁簡單！由黃春
和任評判,結果姚季堃以大熱勝出。此外由梁鎮華主持的「歇後
語」和馮漢強主持的「笑哈哈」比賽,由於獎品吸引,全場眾人擁
躍參與,氣氛熱烈。當然少不了我們的唱家班;如陳尚賢、馬淑華
夫妻擋的藝術歌曲,又遠道而來的黄春和演唱金曲多首都是專業水
準。加上校友第二代的擊鼓及其他校友的卡拉OK,全場氣氛澎湃至
高峯。最後更有名貴禮物抽獎,至十時許大家盡歡握別,相約於聖
誕晚會再見。

目 录 132周年校慶聯歡聚餐記 ‘65 裴社 周能思

第22期 [白綠楓訊] 編輯小組
李雪纖、黃     創、黃安法

劉繼強、馮漢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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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新校友與三位台山元老們合照 新加盟校友與會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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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之老 楊景釗

馬淑華及陳尚賢夫妻檔合唱 姚季堃得獎

晉升三十元老校友及頒獎人鄭忠文副主席（後排右二）

金禧元老 畢燕霞 金禧元老’59 (羽社) 何劍炎

鑽喜元老（左二）雷煦然（中）宋哲和

溫哥華培英中心致送的紀念禮物 劉仲良白雲區老幹部局長（前培英老師）
致送的紀念錦旗



校友來稿

3

  畢業60週年憶往事—遊巴里島得歡愉  ‘51 彪社   宋哲和

    2011年4月16日,安省培英校友會於多倫多舉行
慶祝母校132週年大會並慶賀彪社畢業60週年,贈我
一面獎牌,其題詞：
        離校學年登花甲   白綠窗硯誼長青
    彪社出版一本“黃昏頌”專刋。我懷着興奮的
心情去廣州參加這次慶祝會,一到廣州報到與同學
們相見,大家都非常高興。雖然我們已到七老八十
的高齡,但身體都還好,精神爽朗,但比上次(畢業55
週年)聚會的人數減少了,尤其是國外和國內的外省
同學很少。其中有因體力不足,對遠程旅行有困難,
真是歲月不饒人哩。現錄下譚翔同學在“黃昏頌”
的詩,很能表達我們此次相見時的心意:
        離校已是六十載 , 同學情誼依然在。
                   相見未必能相識 , 唯有鄉音仍未改。
                   期望今後歲月裡 , 互相聯絡勿忘懷。
   同學們互相交談,親切而欣慰,問長問短,談笑
風生,喜氣洋洋。而我呢?都因為耳聾,只能和同學
逐位交頭接耳,言談必須精簡,以期能達到情意交融
就可以了。到中午舉行豐富餐會,因為大家還有很
多話要說,雖然有美味佳餚,也不能專心品嚐,而被
不斷的談笑所沖淡了。午餐後稍作休息便開座談
會,大家發言都十分熱烈,心情舒暢，精神振奮。我
呢？對這歡樂而熱情的聲音就是聽不清楚,猶如“
無聲”似的。但看着大家都眉開眼笑,和顏悅色,更
顯出昔日同學們之間的深厚情誼,就使我十分高興
了,深深領會到這種「“無聲”勝有聲」的欣喜。
   從第二天起便有各種旅遊活動。自51年畢業我
離開培英母校便考入嶺南大學(即現在中山大學校
址)農業院甘蔗專修科學習,所以我就近便到嶺大校
園遊覽憶舊。當年農學院的教學樓,在西南區有爪
哇(JAVA)堂,據說是爪哇華僑捐贈的,是一座紅牆綠
瓦似宮殿式的樓宇。我才得知爪哇華僑如此熱愛祖
國,精神可嘉。王鑑明教授、學長(培英1935年鵬
社)是授課老師之一。畢業後我被分配到甘蔗糖業
科學研究所工作,又在王鑑明所長領導下工作兩年,
他對我的學業和工作很關心,幫助大,進步快,在此
謹誌謝忱。當時我國廣大蔗區種植的甘蔗品種主要
來自爪哇,爪哇是世界主要蔗糖產地,技術先進,因

此我常回來爪哇堂、圖書館查閱有關爪哇培植甘蔗
的研究資料,從而對爪哇有了較好的印象,但不會想
到能去觀光見識的。
   1954年中央號召我們在職幹部投考本業大學，
以便更好培養出才。我考入北京農業大學(現名中
國農業大學)本科。那時正是中國與印尼(印度尼西
亞共和國,首都雅加達在爪哇島,1945年獨立,蘇加
諾任總統,1950年與中國建交)關係良好。印尼派
出不少留學生到北京高等學校學習,因而北京農大
也有印尼留學生和我們一起,校園裡常唱起印尼名
曲「梭羅河之歌」,歌聲嘹喨,心弦激盪。那時我
國在財經方面已基本好轉,領導對同學的學習和文
體活動很重視,精神面貌為之一新。因中央支持舉
辦“北京市高等學校文藝滙演比賽”,農大參賽節
目是“芒菓豐收舞”由一位印尼女同學獨唱,舞蹈
演員16人,男女各半,印尼及本地同學參加,都穿戴
印尼服飾;音樂伴奏三人(一個手風琴和兩把小提
琴,我是拉小提琴的),與男演員們一樣都戴上蘇加
諾帽(黑色圓筒形的平頂帽)。演出的音樂舞蹈,風
格特異,體現了印尼人民活潑康樂的優美形象,比賽
結果獲得一等獎,校刋報導、校內廣播、校園一片
歡騰……。以後當我回憶起這情況時還會有點激動
呢。我十分感謝教我小提琴的劉祐康老師,他是由
梁得靈老師專門請來培英教小提琴的老師。小提琴
娛樂促進了我的學業和工作、豐富了生活、一生受
用,我永遠懷念他(見“悼念劉祐康老師”一文,刋
於“雲城友聲”第200期)。
     現在要把話說回來了,我遊覽嶺南農學院之後,
碰巧能參加昆明市中國旅行社主辦的“印尼巴里島
旅遊團”,竟然無意中實現了很久以來的心意。巴
里(BALI)島在爪哇島旁,是聞名於世的觀光勝地,屬
亞熱帶雨林,它四周環海,風景優美,可作各種水上
活動。我們先到海濱戲水勝地“南灣”,前面一片
藍天碧海,汹湧波濤,捲起潔白浪花,旁邊是懸崖峭
壁,還有灌木小叢林。海灘潔白細軟(見照片,作者
攝於“南灣”),在此悠閑地漫步戲水或參加潛水,
還有香蕉船、拖曳傘、水上摩托車等水上活動;又
可以乘坐玻璃底船去觀看海底珊瑚和各色群魚暢
游。乘船到海龜島,可以接觸到可愛的野生動物如
大海龜,牠會主動游過來向你“打招呼”似的;你可
以捉住蹲在樹枝上的大嘴鳥站在你的手臂上和牠合
照,牠馴服親善,討人喜愛。用一天時間乘大堡礁
雙底船暢遊巴里島各大小港灣,這裡的港灣有其特
點,可與其它海灣作比較:如中國南海三亞灣,烟波
浩瀚,有如南天一柱般的“天涯海角”巨石,雄峙海
濱。岸上的酒店大厦、豪華別墅都工整美觀,庭園
佈置幽雅,但水上活動不足;泰國芭堤雅,海灣水上
活動充足,遊客玩在狂喜,但建築物欠雅緻,頗有城
市風貌;而巴里海灣的建築多為民間平房、淳樸寧
靜的田園風光,使人感到心曠神怡,給你無限悠閑的
樂趣。上述“南灣”是典型代表。巴里島海灘風浪
適中,最適宜初學衝浪,說是只需兩小時可以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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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吸引人們去沖激海浪。我看到一位初學者,他
全身俯卧在一“沖浪板”上去迎接那汹湧而來的巨
浪,被沖擊得人仰“衝浪板”翻至各一方,回頭浪還
把他從海灘送回去尋找那塊“沖浪板”。經過幾次
練習才較安然平穏,興趣更高。此外,在巴里島可以
轉乘小艇從小河穿插島中,看到各式大小村莊、廟
宇、小皇宮及其佛塔,此佛塔像也常見於商標上用
作宣傳。小艇可穿越流水山洞,欣賞小溪兩旁的山
澗、小瀑布和溪谷景色,樂趣無窮。
    巴里島的西南有一標誌世界聞名的“海神廟”
它面臨印度洋,在離岸不遠的海面巨大岩石上,神廟
巍峨、雲捲雲舒:海潮漲時,這塊岩石成了島,遠看
就像一個海上的皇冠;退潮時,可以從岸邊步行到達
該處觀光。海神廟屬於半印度教、半佛教的建築風
格,供奉着湖泊水神,是當地人的精神寄託。不過人
們更喜歡在日落西沉之時去觀賞美妙的晚霞奇景,
這是撼人心魄的壯美。離海神廟不遠的海面上還有
一大礁石(像小島),看去有點似桂林象鼻山,當中穿
成渠道,小船可以通行,近出口處有噴水泉,似象鼻
噴水,人們通過時被噴出的水花淋灑,一樂也。
    印尼是一個宗教氣氛十分濃厚的國家,人民教
育的水平較低。因為地震、火山以及海嘯常有發
生,對這種自然現象都視為鬼神作祟。歷來傳入了
印度教、回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因而宗教信仰

十分複雜,各式各樣的神廟、寺院和教堂都有。我
們在巴里島所看到的民房庭院,大多都有小型的露
天神廟或神龕,此乃是神靈偶像適合放置的地方,神
秘而幽靜；此外，在圍牆上的浮雕、各處牌坊、街
頭巷尾或街道滙合處,會有怪樣的蛇、鷹、猴、象

等偶像作監
護,獰的野
獸偶像可以
鎮邪,顯示
萬事皆有神
明。有關各
種神、佛、
鬼怪等的建
築 物 及 偶
像,其工藝
精雕細琢,

反映了時代的藝術精華。因此,從藝術和歷史的角
度來看還是值得鑑賞的。在所有各種宗教或其它鬼
神的信仰中都其特定的正統觀念而且是不易改變
的,這樣的混合群體可以長久持續下去嗎？隨着社
會的進步,人們認識的不斷提高,在上主神靈的感召
下是會覺醒的,但何時才能領悟到世上只有一位真
神就是上主耶穌基督呢？這是一條漫長而艱巨的路
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巴里島

三  三  茶  聚



    文章內容標題取材於原著作者伍國榮老師〈三
十年排球風雲錄〉,經伍國榮老師本人核實同意,從
原著中抽選部分轉載刊登文章詞句如有不妥之處敬
請更正與補充

轉〈三十年排球風雲錄〉抽選部分題材於〈兩場畢生難
忘的決賽〉續伍國榮老師回憶錄:

   一九五六年的寒假,全地區六縣

市中學教師集中新會縣城學習.我

國參加全省教育工會在中山石岐市

舉行排球選拔賽.我代表台山教工

排球隊出席參賽,其中有中山石岐,

江門地區和廣州市教工共三隊,進

三場循環比賽.當天天氣寒冷,北風

呼嘯,陰雨連綿.比賽剛開始,台山

教工隊以3比0勝江門地區隊.我以

上手發旋轉球,直接得分.很快使本

隊勝出.由於此方式少人使用,加上

左手球員一般較少,罕見地破壞對

方隊的第一傳球,未能得分就是組織困難,而使對方隊無

法進攻而失敗.次日對廣州隊時我的發球逆風下進行擊

出,球本身旋轉在逆風下球的飛行路線弧度更大,直接得

分較多,很快以3比0勝廣州隊.江門地區以3比1再敗廣州

隊,三天比賽結束.

      選出省教育系統代表隊,隊名為“廣東鐘聲排球

隊”. 為節省經費共選10名運動員,台山隊主力6名球員

入選;梅毅,馬煥南,黃汝光,伍國榮,陳維袞和李惠民.廣

州市隊:黃林坤,李錫瑤.江門地區隊:李樹榮,李尓儉.六

月份集中廣州市二沙頭體育俱樂部訓練.七月一號參加

全省工人運動大會,在越秀山體育場開幕.會後下午開始

各項比賽.集訓報到後,在10名運動員中九名是台山籍

人,僅李尓儉是開平縣人也是開平青年隊的主力,曾藉給

全國建築系統排球代表隊當隊員,走過大江南北,故常以

此為而自豪.在訓練中和平時言談間對台山人多在球隊

中有不滿情緒,並言“以後台山人多的隊伍我堅決不參

加”.此次工人運動會排球隊是台山人佔大多數.財貿,

鐘聲,文化,運輸四強隊台山人佔百分之八九十.運動會

結束後,財貿隊馬典聰調入省隊.

   此決比賽,各隊的主力,就一目了然,亦各自心中有

數.賽前,我對黨員陳維袞反映:李爾儉有縣份人數比例

不均的抵觸情緒,讓他先發上場參加比賽,當天下午二時

在二沙頭球場對財貿隊.鐘聲隊排陣是4號位是黃汝光,3

號位是梅毅,二號位是李樹榮,5號位是李爾儉,6號位是

陳維袞,1號位是馬煥南.裁判鳴哨,比賽開始,李爾儉扣

球無方,對球得分無助,攔網乏善可陳,第一局11比15先

負.第二局比賽,未見起色,在7比12弱勢下暫停.李則滿

頭大汗,氣喘不已,自己提出換下,我才頂上出場,分數在

你我各一而進下以10比15第二局失敗.第三局開始,我發

揮水平,在四號位上進攻,近網轉直線,遠網大斜線交替

如入無人之境,對方6號位的高玉昆大呼唔好攔他了的輕

視口吻,我對準高玉昆的頭上力扣,他起手上傳,球速快

反彈向端飛出界外,這個球我起跳扣擊球大聲回應“吾

好攔咯”是對他的頭有意整他一嚇,這一嚇他閉嘴低頭

了.這局我們輕鬆地拿下勝出.第四局我們一直領先勝出

扳平2比2.在這兩局中,我未扣失一球,百分百完成二傳

給我舉球進攻.按規則休息5分鐘後,裁判鳴哨第5局開

始前,梅毅沒徵求我的意見,體力能否支持,主覌謂照頋

我的體能力量把我換下.自感體力充沛,技術超水平發

揮.就是這個黨員教練兼隊長的主覌決定,第5局被動捱

打,一蹶不展情況下輸給了財貿.即是說:對手把冠軍奉

送給財貿隊.這是我體育運動生捱中首次出現悲觀莫名

的情緒.太痛苦了!埋在心坎深處,從未向別人表達!五十

年來,每於月白風清或雷雨交加的午夜,腦際浮起這場不

明不白換我下場的比賽,輾轉難寢.憤恨難平的心靈在呼

喊“太殘忍了!”難忘的五十年前的一場比賽!!

     難忘的比賽也是廣東省工人運動會排球賽組出現,

在河南好體育館,對賽的兩隊是鍾聲對文化爭第二第三

名.大會安排裁判長翁有錨坐鎮,由台山商業部門批黃的

所執行主裁判.這場比賽是台山人的比賽,卻出現了場

面失控的混亂情況.因為黃的所從未在台山排球比賽執

行裁判工作,這個裁判長也是門外漢.分工為拉夫式安

排.黃坐上主裁判席上,如坐針毯,緊張有如無主孤魂.文

化隊中趙新禧是台山隊員,在新華書店工作,代表文化球

隊出賽,比賽第三局開始趙

不扣改用手壓的持球犯規

而不判,第五局鐘聲隊以11

比1領先下,黃心亂了不敢

趙的持球,我隊個別球員動

火而蠻扣球效果不彰.最後

以13比15輸掉成殿軍.黃的

所吹反了這場比賽.散場

了!我對裁判長翁有錨說:

你們安排裁判有無了解裁

判的水平?省級比賽由一個未上三級又未執法的裁判吹

前三名的比賽.現在吹反了,你們回去好好總結?作岀檢

討!翁先生卻無詞以對.天呵!啞仔吃黃蓮了!靜悄悄的

帶著痛苦心靈坐上大巴回到東山的省招待所,連夜餐也

不吃轉乘巴士回到廣州的家已近午夜了!內子見我面木

無表情,沉默不語,問我出了什麼事?過了5分鐘才回應

說:“打了一場冤枉球,本來不應輸給裁判吹輸掉了”!

內子接著說:“輸球不是輸命呵?!用不著這麼傷感!比賽

有勝有負是必然,看開點就好了!”但我是一個對勝負很

為“執著”的人,心也砰砰的跳,閉著眼皮也睡不了!就

這樣度過了沉痛的一夜,這是我有生以來又一場難忘的

比賽.悠悠往事五十載,長使受屈淚未乾?!(下期待續)

台山三十年排球風雲錄-培英(台山二中)伍國榮老師回憶錄之二    
慈社(79)朱巧儀(De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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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炎夏日,有貴賓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繼關康
泰校長,諶安瑋校長及朱樹動校友之後,溫哥華基督
教培英中心副主席鄺忠源學長及劉鳳屏伉儷,亦到
訪多倫多,非常難得,他們從百忙之中,抽空與安省
校友們見面;適逢其會,北京廣東五邑僑鄉海外聯誼
會顧問,李福欣學長及廣州協社的陳金源學長夫婦
亦同時在市內作客,本校友會自當一盡地主之誼, 
相約眾嘉賓於八月五日在太古金王朝酒樓與當地校
友們見面,楊寶坤校董及伍伯良學長夫婦亦有出席
是次盛會,新知舊雨,濟濟一堂,話舊一翻,非常溫
馨。
   席上鄺主席贈送精美紀念品與校友會,並捐贈
加幣二百元支持本會經費,在此本人謹代表校友會
向鄺主席道謝。鄺主席並將培英中心最新的發展動
向,作了一個詳盡的報告,讓各校友更加了解培英中
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說實話,居住多倫多的校友
們,大部份,包括本人在內,對培英中心了解不多, 
但聽過鄺主席這次的介紹後,真正是茅塞頓開,及深
深體會到母校對社會責任的承擔,確實是不遺餘力! 
而在云云的項目當中,對於青少年夏令營的設立,本
人猶為讚賞。觀乎現今華人社會之中,不少年青的
一代實在太幸福了,他們不需要為今日生活而拚搏;
更不用為未來而操心,萬事有父母照顧及安排,只是
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已。國內現行的一孩政策,的

確孕育了大批「小皇子」和「小公主」。透個這少
年營,讓孩子們有機會從新學習照顧自已的技能,為
自己的將來打好基礎,做一個對社會,對國家有貢獻
的人,意義重大。
   明年2012年,是培英中心成立二十週年誌慶,鄺
主席歡迎各地校友抽空前往溫哥華參加慶典,發揮
「白」與「綠」的凝聚力,為培英中心繼續努力打
氣。本校友會現正積極招募有志之士,希望能成功
組織團隊前往道賀。
    近年由於國內政策開放,很多屬於培英體系的
校友都先後移民來加國定居,他們沒有忘記母校的
情誼,紛紛報到回歸校友會的懷抱,每逢有活動舉
行,他們都積極參與,那怕居所是數百公里以外的渥
太華,或是五小時車程的溫莎市,都義不容辭地出席
予以支持,發揮著白綠一家親的精神。而鄰近地區
的校友會亦保持著緊密的聯係,互相關懷及往還,記
得去年六月蔡建中學長到訪多倫多時,大華府校友
會一行衆人,由會長李仲雄帶領,徹夜驅車前來相
聚,實屬難得。今年四月,本校友會組團南下,觀賞
櫻花的同時亦探望了紐約及大華府的校友們,互相
問好,異地相逢,倍覺親切。喜聞秘魯校友會新近成
立,令校友會在美洲的地域網絡更上一層樓,讓白綠
精神傳送得更長更遠。

  鄺忠源校友到訪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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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安省四校(培正、培英、培道及德貞)的
夏日野餐同樂日,今年於六月十八日舉行,不知是
否這一天是在父親節的前夕,報名人數比往年少近
20%,仍有230多人,是日天氣和暖,微風吹拂,艷陽
高照,是最適宜作戶外活動。
    上午九時過後,四校的負責人員已到達會場,分
工佈置及高掛上學校的旗幟。十時各校已有校友相
繼到來報到,領取餐券,今年因食物價格上揚,校友
會只收取每位六元,不足之數,由校友會支助。食物
仍由天星美食供應；有豬扒、雞扒、火腩炆冬瓜,
炒雜菜、炒飯、炒麵、焗蕃薯及雜果沙律……等。
十二時,分派食物的工作人員各就各位,由培正的朱
鎮堂君宣佈分別列隊領取食物,以火腩冬瓜及焗蕃
薯最搶手,很多人都添食。

   我校財爺太座 
Joyce未進餐前,
帶領眾校友在草
坪上耍太極氣功
十八式,促使校
友們更為親切！
餐後下午一時遊
戲開始；「包剪
鎚」淘汰賽,每
校 派 出 代 表 四
人,我們李會長
非常投入,節節
勝利。另一次把
會場分兩組,每
組兩代表手持「
包剪鎚」紙板大
家背向,由裁判
吹口號,轉身相

向,而群眾亦一齊叫口號及出動作,三盤兩勝,把全
場氣氛推至高點;最後是匙羹搬蛋(以乒乓球代替雞
蛋),每校亦派出四代表,兩人各距25呎,乒乓球放
在匙羹上,步行至另一端交給同組另一位,返回來再
傳給另一人,以四人傳接最快者勝出。(任何一位在
步行中球跌掉,則要重新再由起點重行。)結果由培
正隊勝出。快樂時光易逝,轉瞬間已下午三時,大會
宣告結束,各人歡懷握別,相約來年再見。

  安省四校同學會，夏日野餐同樂日 編輯部  

參加四校野餐部分校友合照

李會長認真投入戰場比賽

與孩子們共舞     安社  陳尚賢 

    我本身無兒女,但現在每星期日晚上,我與內子馬淑

華指導廿多個兒童含唱團的小朋友。渡過歡樂’的個半

小時。他們學習練声、視唱、樂理、玩七、八分鐘遊

戲,然後一起唱歌;有時還一邊唱一邊跳舞。 

    這一切皆緣起於過去幾年來,星輝體育會都有邀請

我們在他們的週年會慶上表演歌唱。去年他們的會長問

我可否替他們做點事情,我想了老半天回答道:“ 體育

非我所長,但見你們有童軍組織,我自少喜愛音樂,那我

就替你們搞個兒童合唱團吧”。就這樣星輝兒童合唱團

誕生了。

    這個兒童合唱團於去年九月成立。很多老行專都說

兒童合唱團很難搞,因這裏的孩子太放縱,不容易管教;

且時間在星期日晚上,家長會有很多節目,出席率會很不

穩定。雖然我們有十多年合唱及教學經驗兼有超過二十

年的聲樂訓練,但面對十多個五至十三歲蹦蹦跳跳、毫

無唱歌訓練的孩子,可真不容易。

    由於內心有着一腔理想,希望孩子們能學到音樂的

最重要基礎,不論怎麽困難也得想盡辦法一一解決,我們

採用Zoltan Kodaly的”音階手語方法”訓練他們學習

視唱。初時他們覺得很可笑,但不到三堂,他們已能看着

我們的手語而唱出歌曲的音律了。看見他們進步神速,

且越來越有興趣學習及有紀律,這是最大的回報。一年

來我們為他們舉辦了一場音樂會,又有幸得指揮家譚全

老師之推薦,在福慧教育基金舉辦之“ 福宴”晚會上演

出。當晚有八百多人出席。

    現在已是第二個學年,孩子們愈發成熟,人數也愈來

愈多。我們期望着將來人數夠多,孩子們的能力夠強時,

便可帶他們去各處演出。每星期日能與孩子們一起分享

音樂是十分愉悅的事情,想不到很簡單的一句話竟做就

了我們與孩子們的一段緣,能有機會培養他們對音樂的

興趣。使他們畢生能享受音樂藝術之優美,我們就覺得

很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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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晨離開湖濱旅館,領隊

即跑到大街上,找四部三
輪車回來載我們去火車
站;戰時桂林市內,並無
公共汽車,這種人力三
輪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了。當我們在路旁等候
之際,時值初春,我們看
看小湖景象,只見垂柳處
處,間有鳥啼之聲,令人
心曠神怡,頗有身處桃源
仙境之感！不久全部三
輪車到齊;我們終於依依

不捨地,離開了這可愛美麗的桂林市,向湘桂鐵路火
車站奔去。到達車站後,馬上登上開去柳州的列車,
班車依時啟動、行駛約三個鐘頭,火車駛入柳州市車
站。下車後,見月台上站著幾個著軍服的漢子,他們
向前走近,並且自我介紹,說是奉他們的上級趙不休
中校（台山浮石人）命令來迎接我們的,因為趙中校
知我們從台山來的球隊,非常高興。他們都是柳州
最強的球隊“華隊”的球員,華隊全部球員都是廣東
人,溝通比較方便,比起在桂林時,與軍校球員間的格
格不入,大有天淵之別了!互通寒暄後,他們隨用一軍
用卡車將我們載到柳州市區,並引導我們進住一間寬
大的旅舍,租金相當便宜,服務不錯,我們非常滿意,
我們分佔四個房間,用膳後,各自回房休息。次日早
上,華隊三名球員,再度來旅館,帶領我們遊覽柳州名
勝,如柳公伺,馬鞍山等等,後又共進午餐而別。關
於“華隊”簡史,現略為介紹,約兩年前,柳州市四戰
區政治部的“華隊”是粵湘桂三省的籃球霸主,主將
吳德益,球藝超卓,領導“華隊”,戰無不克,被稱為
三省球王;不久因病去世,“華隊”痛失主將,一時群
龍無首,實力急速下降,後來雖有兩香港名將加入,但
仍未能恢復以前的盛況了。我們此次到訪柳州,開始
便受到華隊如此禮待,當中必有內容,並非只因為我
們是台山人而這麼看重,趙中校雖然亦是台山人,但
他是軍人,服務戰區“華隊”,當然以單位之利益為
主,我雖入世未深,但總覺得他們的作為必含深意。
     我們在柳州休息兩日,以便各人辦理私事及寫
家書等等。兩日過後,才開始比賽:當地較強的球隊,
以“華隊”為首,其次為柳州市郵局的球隊,簡稱“
柳郵”,再有柳州警察局的球隊,其餘有學校,或是民
間球隊,大概實力只是一般吧了。首場賽事是對付
一支中學球隊,球技只達中等水平,實力相差太遠,我
們未盡全力以十分勝出;次場對柳州警察局球隊,他
們全是廣西人,球員的水平極不平均,但其中一位球
員（馮志剛）奔跑全場,投籃時,動作非常奇特,甚難
捉摸,且投籃工夫相當了得;所以至今仍然對他有難
忘的印象;後來我們也成為好友,值得一記。比賽結

果,我隊亦以小胜結束。再賽則對柳郵隊,他們以郵
局員工組成,內有不少籃球好手,而且成立多年,合作
非常成功,是柳州一流球隊,我們不敢輕敵,戰情頗為
緊張,但我隊實力始終略勝一籌,終以五分之微將其
打敗。最後一戰,是對付柳州最強的“華隊”,他們
自從有兩名香港名將加入,實力大增,我隊自戰勝軍
校之後,自信心大大增強,但少了福堂助陣,少不免有
些擔心了。球賽在柳候公園內的燈光球場舉行,時間
是晚上八時開賽,以便民眾休班後來觀看球賽;而且
晚間比賽,亦可避免敵機空襲的危險。我們對華隊這
場球賽,吸引了不少觀眾,可說萬人空巷,球場內除了
部分看台有坐位之外,球場四周站滿觀眾,比較在桂
林的比賽,觀眾多出一倍以上。比賽開始,雙方都穩
紮穩打,他們已知我隊善用後衛取分,所以採用人釘
人的戰略,我們見此情況,馬上加強前鋒進攻,每每得
手,我隊始終是久經沙場,合作多年,默契方面是對方
無法破解的、當時本人氣力充沛,奔走全場,在籃下
佔盡優勢,立功不少。當他們發覺人釘人不管用,又
改用區域防守,防我前鋒切入。於是我們重.施故技,
再用遠射取分,令他們疲於奔命,“華隊”卒以五分
之差敗下陣來。
     比賽後,我們返回旅舍休息,正準備入睡之際,
忽有兩名華隊球員來訪;他們說此來目的是代表柳州
球迷,向我們請求,可否在柳州多留幾日,與華隊再作
兩場比賽;我們逗留期間的食宿交通開支,他們全部
負責。並說柳州球迷很少機會再看到像華隊和培英
這麼精彩的球賽,希望我們答應,以滿足柳州球迷的
願望云云。我們沒有當時答覆,說我們也要討論討
論;明天答覆吧！於是說聲晚安而別。我們聽到他們
的要求後,亦明白他們的用心,希望華隊勝回一場,甚
至有其他的計劃,也未可料？
     來訪者離開後,我們即開會討論,領隊首先發言,
說華隊對我們非常友善及關照,應該投桃報李,不應
拒人千里之外,以至不歡而散。領隊的話,雖未能得
到全體球員贊成,但最後亦表決多數通過。次日通知
華隊方面,我們巳同意多賽兩場,從新安排賽事時地,
等我們有所準備。
    其實我隊球員離家已久,早已歸心似箭,再多逗
留,心情並不愉快。賽事再經安排後,終於在當日晚
上八時,再度和華隊作第二場比賽,球迷早已得到消
息,早已到場等候,熱鬧情況,比上次比賽,有過之而
無不及之勢。比賽正式開始,雙方表面輕鬆和氣,但
各人內心都不願意給對方甜頭,經過六十分鐘的較
量;比分非常接近,但我隊仍以多三分再勝一場;賽后
雙方球員禮貌地互相握手離場。
      話說華隊球員,個個球藝相當了得;中鋒載福
成和後衛張捷發,都是香港（港聯）選手,前鋒蔡忠
強,是緬甸華僑,球技了得,且投籃非常準確,後更被
選為四八年倫敦奧運國手,前鋒揭逄年,後衛黃鑑衡,
戚貽勳,都是省體專的籃球健將。以個人技術而論,
似比我隊優秀,但他們也有致命的毛病,就是好表演

往 事 依 稀 ( 中 ）  ‘39英社   李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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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球技,應傳不傳,錯失機會。 我隊則屬於硬拳
硬馬,波到人到,一氣呵成,每令對手措手不及。這不
是以成敗論英雄,只不過是實話照說吧了。
     次日中午,華隊一名高級主管,是四戰區政治部
的黃上校,負責體育文娛,是趙不休的上司;他帶一個
勤務兵來,我們迎接他們進耒,他給領隊一張名片,說
要單獨和我們的領隊會談,二十分鐘左右便離開。他
們走後,領隊告訴我們,是要求我們給他一些面子,在
最後一場比賽,不要太過積極,盡量給予華隊多些機
會,讓華隊小胜一場,這樣對他們十分重要,令華隊可
以保持柳州最強球隊的聲譽;同時又說可以幫助我
們加入政治部工作,或入華隊打球,甚至以後在柳州
及廣西其他地方發生甚麼困難,都可以幫助解決。這
個會談,簡直沒有討價還價的機會,在這壓力之下,惟
有唯唯諾諾地答應吧了。次日上午,看到柳州日報,
以大篇幅報導:題目是“華隊三戰培英”,兩隊雖巳
兩度交手,華隊均以輕微落後,相信這次重整軍馬,華
隊必將平反局面,勝回一仗云云。比賽時地照舊,球
迷亦擠滿球場,弄到人山人海,比歷次還要利害。比
賽終於開始,雙方都小心翼翼,以防觀眾看出破綻,我
隊各球員都非常克制,賽到完場前十五分鐘,我隊保
持三分落後,這時四面球迷高叫培英加油;這時兆群
突然沉不住氣,竟然連入兩球,反超一分結束了這場
最後的比賽。當哨子吹響完場時,雙方球員都面面相
睜,不歡而散！我們急忙返回旅舍,收拾行裝,準備一
早到車站,趕回台山去了。華隊亦有三兩球員到車站
送別,表示並不介懷,勝負乃兵家常事，但我們始終
是朋友也！果然後來我們在東北長春相遇,彼此關係
非常良好,此乃後話了。我隊中,只有我和李超光,逗
留在柳州,希望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後來一起加入柳
州郵政局的籃球隊（柳郵）。
    說起來,我們逗留在柳州最初那些日子,心中實在
非常徬徨,住在一間便宜旅舍,找工作不知從何入手,
對於政治部和華隊,因為不歡而散,已不再考慮,在這
困難時候,幸得柳郵球員台山同鄉黃金棠,向我們伸
出援手;他略知我們的困難,就提議我們先搬去他的
住所暫時居住,食住問題不用擔心;在這雪中送炭的
情況下,我們真是感動到說不出話來,所謂在家靠父
母,出外靠良友,真是金石良言也。
   黃金棠兄是培英校友隊黃勳棠的同村兄弟,是否
至親,不得而知;他們是附城南坑鄉人;金棠在香港長
大,中學畢業後,適遇抗日戰爭開始;他毅然投筆從
戎,到廣西南寧,報考空軍學校,準備以航空救國,不
料未能如願,後改考郵務員成功,派到柳州工作巳經
五年,是一位資深的郵局的郵務員了。
    金棠在香港讀中學時,熱愛籃球運動,後選為校隊
球員,籃球基本技術,已有相當水平;他入柳州郵局做
事之後,便約同一些愛好籃球運動的同事,組織一支
籃球隊;經過幾年的練習和比賽;柳郵已經是柳州一
隊頗具實力的籃球隊了。關於我們找工作的問題,金
棠建議先介紹我們加入柳郵球隊,做個臨時球員,等
到以後正式進入郵局工作;那就名正言順成為柳州郵
局籃球隊的球員了！

   我們聽他言之有理,非常感激,他又馬上帶我們去
郵務工會,會見主席,說明來意,主席已經知道我們是
培英隊好手,早有良好印象;知道我們要入郵局工作,
馬上表示歡迎,跟著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說下月上
旬,在桂林市,舉行廣西省郵務員招聘公開考試,希望
我們趕去參加。這是一個進入郵局工作的好機會,關
於報名及填寫保證人一欄,他可以全權負責。我們聽
到主席這番說話,頓覺前途光明,天無絕人之路也。
隨即向主席道謝,告別離去。返回金棠家中,稍事休
息,馬上跑到街上,先到一間照相館,拍四張快相,用
作報名之用,又再買些日用品,準備長期居留之用。
    光陰似箭,轉眼考期已到,我們只帶簡單行李及金
棠持別為我們準備的考試題要,和他以考過的經驗;
都給與我們參考;同時持別提醒,是英文作文一項,題
目多數是關於郵局的問題,例如”你為什麼要來郵局
工作,或是:你對郵局的印象,建議,等。其他題目則
比較普通,容易應付很多了！我和超光都是教會學校
（培英）出身,英文基礎,也算不錯,只要考前加緊溫
習;相信亦能應付過去。我們提前兩天,到達桂林,在
旅舍休息,溫習,后日便要到試場應考了。（考試地
點是市中心的桂林中學）離旅捨不遠,比較方便。
    考試那天早上七點,我們已經起床,略為梳洗及吃
點白粥油條;便跑出門外叫一輛三輪車,趕去桂林中
學試場,出示證明,隨即進入考場,找到坐位,考場工
作人員,將試卷放在桌上;等待考官入場,鐘聲一響,
時間為八時三十分。考試時間至到十時結束。經過
一個多鐘的考試,我和超光都提前交卷,取回應考證
明;離開桂林中學,步行回旅舍,中途經過一間著名的
米粉店,飽食桂林米粉,當作一頓晚餐了。一宿無話,
次晨準備行去試場看榜之際,茶房忽拍門叫收電報,
原來是由柳州郵務工會發來的急電,打開一看,原來
主席己接消息,我們都雙雙被錄取了！而且成績都不
錯,（我得第二十一名,超光,三十六。）電報看完,
放下心頭大石,不枉連開兩晚夜功,和感謝主席的大
力支持,及金棠的資料充足,才能使我們有這個好結
果！中午時分,我們終於歡歡喜喜地坐上火車,返回
柳州去了。
     我們考錄之後,郵務工會要求郵政總局,將我倆
調到柳州郵局工作,讓我們可以為柳郵效力,我們已
經是郵局員工,也就是柳郵的正規球員了。柳郵得到
我和超光加入,實力增強不少,已經可以和華隊不相
伯仲,分庭抗禮了。不過華隊的實力始終略佔上風,
他們個別球員技術優秀,自從三敗給培英之後,他們
就閉門苦練,合作方面,大大增強;至於警察隊,仍以
馮志剛獨擔大樑,實力依然不進不退。自從柳郵實力
加強後,和華隊,警隊,都交流頻密,互作友誼比賽,柳
州籃球活動,突然蓬勃起來,彼此都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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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活動

   加拿大每年紅葉遍地的秋楓美景,吸引不少遊人
觀賞。校友會繼紐約華盛頓賞櫻團後,於10月2日續
辦了亞崗昆賞楓團,參加的校友和親友共達卅九人,
有遠自美國駕車到來參加的謝紅芳(67駝社)與夫婿
GusChen、有帶備戰車(輪椅)由太座黃令暉(53凱社)
陪伴在側的張卓然(53凱社),余沛煦(67駝社)的尊翁
和友人、培正友校麥均榮先生、關曉姬(53凱社)與
夫婿、百忙中偷閒的文錫輝(67駝社)與太太黃美華
(67駝社)、眾校友及親友們等。
     早上七時許,團友相繼到場而旅遊專車亦旋即
而至,眾人魚貫登車按號就座後,準時出發;車上有越
式潛水艇 (越南飽) 及瓶裝水供應,以便未吃早餐的
團友享用,對校友們團友們的關懷照顧,發揚白綠一
家精神。
    行車約一小時餘,曲士鎮 (Cooks Town )停車給各
人舒展筋骨方便畢即再開行。約中午時分一眾午餐
於亨士維(Huntsville)市。飽食即遠揚,啟程往亞崗
昆去,碍於天雨無法在西閘口的招牌紅楓樹前拍照留
念着實可惜。導遊建議下我們繼續長車直進至茶湖
（Tea lake)湖邊時,雨勢已停,團友們雀躍不勝,即行
下車到湖邊飽覽雨後湖景、拍照留念去。對岸紅楓

於各色草木襯托下,配上湖光倒影,美景如圖,雖天色
欠佳仍屬不虛此行。接着扺達公園諮詢中心並在旅
遊車前拍團體照,到觀景臺欣賞谷中楓景,於中心內
認識公園的沿革歷史與展品,嘆完諮訊電影後,自由
活動各尋佳景呼嘯而去。

     集合時間到臨,眾人蜂擁而回再往 Canoe Lake景
點賞看亞崗昆美麗楓景的另一面,此處湖光山色另有
一番景緻,令人陶醉於大自然至留連忘返,臨別依依,
再合照以作存念,下次校友會活動再見！

請瀏覽校友會網頁 www.onpuiying.ca 觀看賞楓團及
其他活動圖片

亞崗昆賞楓團記   ‘6 7 駝社 馮漢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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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培英校友聯會主席蔡建中先生：
加拿大安省培英校友會會長李雪織女士：
世界各地的培英校友會各位學長,校友：   

        您们好！在我们的学长沈根源先生,伍叶群英女士热情的邀请下,今年五月由校联主席蔡建中博士率领
下的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多位学长,校友远道而来到南美洲秘鲁国首都利马友好访问。秘鲁碧官娱乐场
大老板,我们的学长沈根源先生，在龍凤酒家设宴招待各位来宾及当地校友，并邀请了中国驻秘鲁领事馆
参赞，本地最大的华人侨社中华通惠总局三位主席和全体理监事，使我们在秘鲁的培英校友能有机会大
家一起欢聚一堂。联会主席蔡建中博士在会中的精彩讲话使我们对自已的母校更加了解和熱爱，使我们
尤如回到那令人难忘的年代。在这样非常熱烈的气分下多位学长鼓励我们成立南美洲第一个培英校友会
并当场促使我们成立了以戴基，梁润添，屈锦三位校友组成的筹委会。筹委会经 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及学
长沈根源先生，伍叶群英女士的支持下，在本年六月二十一号在凤酒家召开了旅秘培英校友大会,制定和
通过秘鲁校友会章程,正式成立了秘鲁培英校友会及同时产生了首届领导班子。
   会 长  ：   戴熯基先生 （ JORGE TAY      斐社）
   副会长 ：杨俊伟先生 （ OSCAR YONG  基社）
   总务   ：   梁润添先生 （ LEON  TEM       安社） 
   财务   ：   甘丽文女士 （望社）
   秘书   ：   邝文清女士 （ LUCY KUANG  爱社）
        首界理事会当场通过了聘请了学长沈根源先生，伍叶群英女士为永久名誉顾问,并邀请了全体理事会
及全体学友们照像留念。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培英校友联会主席蔡建中博士捐出三千元美元的赞助及潘汉松会长及林观华秘书
多次提供经验和资料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顺利地组织了这一次活动。由于今次组织时间太仓促邀请不到
你们来参加我们成立大会，但我们希望在来年再能同你们欢聚一堂。我们秘鲁培英校友会是联会中最年
轻的一个小第第,  初出茅芦缺乏经验，所以很希望您们及各地的校友会学长们多多给予指导和帮助。我
们很希望通过这一次能够取得联系，向你们学习。聽說你們籌辦了報刊《白綠楓訊》，希望你們能夠每
期寄兩份給我們傳閱，讓我們知道多點世界各地校友聯會的近況。郵寄請寄JR.CUZCO 819 CERCADO DE 
LIMA LIMA 1 PERU. LUCY KUANG收，謝謝。在此祝我们培英的“白绿“精神在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星
火相传，不断贡献予社会。

          恭祝大家  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秘鲁培英校友会全体成员
  二 O 一 一年 七 月 十四日

会長： 戴熯基先生 秘魯培英校友会全体合照



    2000(培社)黃嘉琪[上屆文書],王嘉豪於四月十
八日(Catherine Wang)弄瓦之喜,如今已有半歲,長得
活潑可愛。

     6月11月應伍百良顧問邀請台山校友及幾位委員
參加台山一中校友會慶祝台山一中校慶聚餐。

    
     7月6日歡迎廣州西關培英前校長關康泰夫婦及
江門校友會會長諶安瑋會長到訪晚宴

   

    
     8月5日溫哥華培英中心鄺忠源副主席及夫人劉
鳳萍到訪,詳情見另文。（照片見第7頁）

    7月12日溫哥華培英中心董事朱樹芬校友夫婦,參
加朋友子女結婚,順便探訪本會相約於金東方豪廷酒
家飯聚,朱董事捐贈本會$200,謝謝。

   

    8月14日54(憲社)酈民興博士及夫人由美國大華
府來多城參加友人喜宴。其間他宴請多倫多憲社社
友陸少麒、陳煜坤夫婦、蔡漢英夫婦、歐陽榮、陳
雅純及細佬班(成社)黃創等於士加堡金鐘閣晚宴。
席間談及當年在培英的趣事,如何結識太太的奇緣。

    

    10月22日(星期六)委員李月顏校友的兒女為他慶
祝七十壽辰,於中區華埠龍翔大酒家設宴,筵開十餘
席,李校友熱心教會工作,到場祝賀者,本會大部份委
員有攜眷出席。餐會期間有卡啦OK,福音粵曲,猜謎
遊戲。。。等十分熱鬧。

校友消息

白綠楓訊簡訊  (2011年5月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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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60(任社)社友,由班長許先文招集
茶聚於紅珊瑚,邀請大哥班(成社)黃創,暢談各人生
活動態,其中劉鎮光自Hamilton別後40多年才首次
再見，許先文及盧懿卿兩位委託轉交捐款校友會。

     

                    

    

    11月4日65(斐社)校友李卓安與梁念欣自南加
州到訪,社友余沛民,吳兆光,葉長蔚及周能思等於
共聚。

    67(駝社)謝紅芳與夫婿Gus Chen專程從美國
駕車到多倫多參加校友會舉辦的亞崗昆賞楓團(十
月二日),盡興一天後,再與一衆參團駝友晚飯於天
星美食,未參團的駝友亦有多位聞風而至,濟濟一堂
聚舊。

校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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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先輩

    去年十一月,李雪
纖和我去探訪了我們
培英的人瑞---馮紹
煌醫生,當時馮學長
精神及健康都很好,
而我們亦相約他日後
參加三/三茶聚。一
月中,我曾致電約他
去茶聚,該日他有約
會而不能出席。其後

幾次因天氣欠佳,沒有再約他。六月初,天氣和
暖,李會長重提相約馮學長茶聚,豈料電話錄
音,The number you dial not in service,我
心中起了不祥的感覺,於是致電給與他同一教
會的朋友,才知道學長已於二月中旬仙遊,我們
連送他最後一程也沒有出席,甚感歉意。後來
聯絡上馮學長的長子馮家亮牧師,並取得他們
在學長追悼會上一編叙述學長生平簡述,並刊
登於本刋及本會網頁,敬告培英校友,馮學長達
百年高壽,祈望馮府各人節哀順變。

馮紹煌先生生平簡述 (1912—2011)
    先父馮公紹煌,字玉暉,生於民國元年,廣
東省順德縣大良鄉人士,早年喪母,不久長兄亦
離他而去,只餘二姊與他相依成長。先父自少
由繼母養育,而繼母本身生養甚多,給先父添了
十二位弟妹。由此先父自少勤奮向學,處事嚴
謹。中學時就讀培英中學,期間發生兩件事,是
由先父口述得知的。其中是一九二五年在迦南
堂接受聖洗禮歸主,礙於家庭非信奉基督教,故
在先祖父辭世後才告知。另一件事是在培英中
學時與其先兄及幾十名寄宿生(師生共五十六
人)曾遭匪徒以汽船虜劫,經一段時間才由軍隊
救出。先父於培英中學畢業後,即考入光華醫
學院,就讀七年,每年均以第一名之榮譽獲取獎

學金,故雖每月只有一元零用錢,也安然完成學
業,列為最優等畢業生之榮譽畢業,正式成為醫
師。惜畢業之時,正值中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
戰爆發。故與訂婚多年之先母王佩瑶女士匆匆
在雙方父母祝福聲中於一九三七年締結婚盟。
從此先父與在產婦科畢業之先母,加入陸軍團
為教官,教授醫學及與健康有關科目。夫婦隨
軍團之調動不斷遷移,至和平才返廣州正式開
設診所執業醫師。享受幾年較舒適之生活。一
九四九年因中國國內政局不安定,是以先父母
舉家遷居香港。
   先父生性嚴謹,生活比較刻苦刻板,且不善
交際,故雖很有感情,但常藏在內心,而不懂表
達,對女子孫之愛尤其如是。曾說過,「誰不愛
自己的女子孫,我也很愛的」。對誼女小萍也
寵愛非常,甚至對姪女芳玲亦很關懷。先父自
奉甚儉,對人卻慷慨,對先祖父極盡其孝道,更
時常在經濟上協助在中國內地有困難之弟妹。
一九七四年先父母移民加國後,即與先母享受
休閒之退休生活,三十多年彼此關顧,愛護。自
先母受洗加入教會後,先父於1977年和先母於
1979年相繼由Bishop Allan Read主教為他們
按手,接受堅信禮。三十多年來,除因病痛外,
從未間斷參加主日崇拜。隨.子家亮先為聖公
會聖約翰堂教友,後為諸聖堂教友。在初期身
體健康許可下,常參加諸聖堂事奉工作。先父
母在其生活中反映主耶穌之愛,上帝的偉大。
今因跌傷腰骨至氣勞力瘁,心衰竭而息勞;於
2011年2月15日返回天家,與先母重聚,有永恆
的平安。故兒女等雖有離別之憂傷,亦因上帝
賜與他百年長寿而心存感恩!

愛父親的兒女:
     德柔、家亮、德昭、家豫及誼女小萍
                                    一起憶念

白綠之星又殞落了一顆!    編輯部

主 懷 安 息       
      四月廿二日, 駝社張雯霏校友丁母憂，校友會致送花圈, 會長李雪纖, 副會
長黃  創及委員馮漢強出席追悼會，祝願張家上下節哀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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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 念 大 哥 黃 强 耿 卿         凱社  黃令暉 

    六月間收到來信,說今秋來訪Toronto,我們都很
高興.七月立即覆信歡迎.8月3日得知你商場突然暈
倒,仍有反應,以為沒有大礙.8月10日便知道你已安
然離世.令我＋分悲痛.往事亦一幕幕浮現眼前.記得
小時侯,因為年齡差異,我們很少玩在一起.我讀小學
你已上廣州培英讀高中.我在母親鼓勵下開始給你
寫信,而你也一定回信.這種習慣竟延續了我們這一
輩子.在我們分隔兩地時,通信從未中止過.每年暑假
寒假你回家度假,你總會帶點小禮物給我.一夲圖書, 
一包雲片糕......你送過一夲”玄武門之變”歷史
故事書給我,當時我只是初中一學生.日夲佔領HK期
間,日子很艱難,你自小就有繪畫天才,你畫的連環圖
小冊就成了我和二哥最喜歡看的公仔書.你在音樂上
也很有天賦.四叔留下的 Violin 和 Mandolin,你在
沒有任何老師指導下,憑自己摸索,竟然能把許多世
界名曲彈得有聲有色.當時限於經濟條件,父母只讓
我跟老師學鋼琴,而你卻是無師自通.小時侯我最喜
歡聽你用Mandolin 彈 Fur Elise.晚飯後爸爸最喜歡
叫我們兩個合奏,你拉Violin我伴奏,他和媽媽坐在
旁邊面帶笑容傾聽.我們最喜歡合奏的是 Minuet in 
G., Souvenir , Serenade, Nocturne......鳳輝台
這段溫馨的日子,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你在大學患肺

病回家休養期間,我已就讀高中,我們亦相處了一段
日子.你很博學,連天文地理也有研究.你曾叫我上鳳
輝台天臺教我看天上的北斗星.我入大學前亦聽取你
的意見選讀了建築系.我入大學後彼此聚少離多.我
在國內經歷了很多艱辛的日子,亦患過肺病,是你從
香港寄來了德國特效藥和補品,使我能及時康復出
國.在你困難時我亦全力幫忙.我們能夠互相支持,令
我也不再懼怕任何艱難.九十年代你們移民加國,有
機會再度相逢,並一起在Toronto度過了愉快的16年,
這是我十分珍惜的日子.我們一起參加培英,培正校
友會聚餐,郊遊.參加你舉行的畫展,到渡假村渡假,
到巴黎旅行,一起歡渡每年的大節日,生日....,在卓
然患Parkinson病的日子,是你每星期來我家花幾小
時同他玩國際象棋,帶給他極大的歡樂.沒想到09年9
月一別,竟無再見之日.你的笑貌言談,書畫已永遠銘
記在我心中.每當我看到你送給我的畫,就如同看到
你仍站在我身旁. 

   安息吧,大哥!我們將會永遠懷念你.願你在天國
得享安寧.

   香港培英中學一九五二年首屆高中畢業,強社之盧民生學長於本(二零一一)年正月,蒙主
寵召,魂歸天國;火化後,六月二十日安息於安省烈治文山市聖十字架墓園(HolyCross Cem-
etery)。
     同窗蘇菲學長不遠千里,專程自美國加州Davis市前來,送別盧學長人生之最後旅程。蘇
菲學長乃蘇道榮老師之長女,厚誼隆情,彰顯其白綠精神,存歿當感。是日與之訣別者,尚有五
四屆憲社陳煜坤夫婦,暨盧學長之台灣師範大學之友好伉儷一眾。
     盧民生學長之遺孀招錫珍女士也是強社學長,彼等於一九九一年自香港移民至多倫多。
兩女兒學業與事業雙成,長女瑋瑜乃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社會學學士,多倫多大學商業
管理學碩士,英國曼徹特(Manchester)大學商業管理學博士,她現在上海從事大學教學及其專
業職務。次女瑋琛是美國印第安那(Indiana)大學新聞學碩士,目前在香港大學從事新聞工
作。
     盧學長不幸患淋巴腺癌,縱使經長時間之醫治及招學長悉心護理,未能拒除病魔,誠屬憾
事。
     盧學長生前醉心唐宋詞,熟讀燴炙人口之詩詞數百首。茲特書長短句<憶秦蛾>以為悼: 

琴聲歇，衾寒枕冷星夜月
星夜月，客邦寒夕，愴然傷別

迢迢萬里漂胡域，楓園影杳音容絕
音容絕，西風愁起，畫堂虛設

悼盧民生學長魂歸天國
五四屆憲社陳煜坤

緬懷先輩



緬懷先輩

與强耿卿學長的一段緣    安社  陳尚賢 

    數年前參加三三茶聚認識了張卓然學長,
他知道我與內子(馬淑華)經常舉辦歌唱音樂會
後,很熱情的邀請我往他家作客,因他太太黄令
暉學長亦熱愛音樂且從事音樂教學工作。自此
我與內子經常在他家中作客。我們唱歌,令暉
女士彈鋼琴伴奏,樂也融融。其後她更介紹大
哥黄耿卿與我們認識及聽我們唱歌。暢談間才
知黄學長幼年時自學小提琴,這與我青年時之
境况如出一轍。故此不期然惺惺相惜。又黄學
長畢生從事美術工作、乃一出色之畫家。而內
子亦是從事美術工作,故此大家交談甚歡;我們
得益良多,如沐春風。黄學長思想敏鋭,性格溫
文敦厚, 是位有高度涵養的藝術家。我們能有
緣相識, 皆因彼此內心都有着對藝術的熱愛及
追求。黄學長與我可說是罕有的忘年之交。而
今斯人已去,心中難免有所悵然。但我們相聚
時的歡樂則永存心間。 

    後記:於着手寫此文時,忽接到五哥的來電
告知二姐夫已經離世。人生無常,活在當下時,
我們該惜福惜緣及以豁達之心態面對人生之一
切變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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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8月初,我前往加州參加
大同中學北美校友年會於聖荷
西市,聚餐前一晚,眾多校友
在酒店大堂聊天,忽然有一位
校友從外歸來,日間他與鄧老
師相遇於三藩市,知道我參與
他們的聚會,囑咐他要我當晚
一定要致電話給他,當時已是
十點半,可是他告訴我,鄧老師

會等我電話,於是有校友撥通手機與老師客套
問候,並相約兩日後去拜會他;該日由三藩市工
務局長劉榮銳驅車前往老師府上,其後至屋崙
茶聚,閒談中,原來劉君的父執輩是老師的好友
亦常聚一起磋衛生麻將。一別後又十三載了,
八月廿七日午間,忽然接到大同學生於追悼會
堂來電,告知老師已於八月廿一日仙遊,駕鶴西
去。
    遺體葬於灣區中半島柯爾瑪市(Colma) 松
柏園,大批門生故舊出席葬禮。
    鄧潤棠老師廣東開平人,生於1917年,九歲
離鄉到廣州上學,高中畢業於培英1937(義社) 

,考入中山大學法學院；時值蘆溝橋事變,中大
遷往雲南,他取道越南和緬甸前往就讀。中大
畢業後,曾任中央陸軍軍官工兵學校教官,廣東
省高明市法官,廣東陽梅市警察局長,廣東省政
府參議,廣東省政府人事處科長,廣州特別市黨
部黨團指導委員。
    鄧老師1949年遷居香港,先後開辦華南及
文化等中學。1953年赴台任教於台東師範大
學,一年後返港任教於培英,1957年任教新法和
大同中學(英文部)F4&F5國文。1972年任內明
中學校長,1985年退休。其後移民來美定居灣
區,活躍於僑社,曾任中山大學美西同學會會
長、舊金山鄧高密公所評議長及世界鄧氏宗親
會總會名譽理事長。老師年青時是培英排球二
排大鎚手,60年代初在香港代表培英元老排球
賽奪得冠軍。
    鄧老師有子女四人,孫七位及曾孫兩位,與
妻陳積維定居灣區20多年。願師母及家人等節
哀順變。

安息吧!   鄧潤棠老師  ‘ 成 社  黃 創



編者話

徵半年刊稿/校友消息

（1）本刊稿源缺乏,現誠徵校友提供各款稿件,包括回

憶錄,校園趣事,處世經驗,健康資訊,詩,書,畫佳作等,

均受歡迎.

（2）校友會委員接觸面有限,新舊校友生活近況,慶生

嫁娶等事未能及時報導.

 (3) 校友如直接或間接知悉本市校友身體不適,在家養

病或在院留醫,均請通知校友會委員以便安排探訪，一

盡互相關懷之情，並得在本刊報導。 

編 者 話
   「白綠楓訊」半年刋，自2000年創刋至

今已是22期(11年)了。我們這幾位編委自20

期接手，恢復以雜誌形式出版，希望辦出

一份有特色的校友刊物；還好，我們能不

負眾望地出版了頗有質量的刊物，成績仍

有沙石，未臻達至專業水平。然而每期出

版費用並未使校友會支付昂貴印刷費用；

除感謝校友及商號支持，特別是【厚泰印

刷】以特優的收費與大力協助排印，使本

刊每次如期出版，「白綠楓訊」組在此特

表謝意。

    我們力求精益求精，希望校友們能賜與

寶貴的意見，提供新資訊或多些昔日同窗

的懷舊趣聞逸事。              

廣告商戶  索引

封面內頁：    太古金王朝 
                   厚泰印刷
內頁(半頁)：  RE/MAX Christina Chan
                   中加移民 /卓曼麗 
                   安活廚櫃 /張瑞芳
                   卓越汽車維修 /陳華泰
內頁(1/4頁)   福地 /鄧美玲(真光校友)
內頁(card size)   HomeLife  /Tonny Louie

                       MuiScientific /梅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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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聲明
編輯小組不負責本刊物内廣告及文稿內容之正確性,如

蒙採用,請先諮詢廣告商及作者. 

IMPORTANT NOTICE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 of 

the advertisements and the opinion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newsletter. Readers are advised to obtain 

clar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from the respective advertiser 

and author before using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advertisements and articles.

鳴  謝  （排名不分先後）

楊景釗        $100         

宋哲和        $30      

司徒敏        $20             

鄺樹棠        $40

伍伯良        $200           

盧懿卿        $50

許先文        $100           

朱樹芬        $200

鄺忠源        $200           

陳金源        $200

以下捐助白綠楓訊：

葉長蔚        $100         

侯倩儀        $50

羅  穎内  US   $100

              



一、 定        名： 本會定名為安省培英校友會 Ontario Pui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二、 聯 絡 地址： 應屆會長地址。

三、 宗        旨： 1. 聯絡校友間之感情。

                                 2. 舉辦各種旅遊及康樂活動。

                                 3. 與母校及各地校友會保持密切聯繫。

                                 4. 協助本省合法僑團之社會福利慈善及學術工作。

四、 會        員：     1. 資格 — 凡曾在培英中小學畢業、肆業或曾任教職員工者。

                                 2. 類別 — (a) 會員；   (b) 永遠會員；  (c) 榮譽會員；

                                     (d) 名譽會長；  (e) 永遠名譽會長；  

五、 會        費：     1. 會員 — 每年繳費拾元。每年四月起繳交。

                                 2. 永遠會員 — 壹次過繳費壹百元，以後永遠免繳年費。

                                 3. 榮譽會員 — 壹次過繳費二百元，以後永遠免繳年費。

                                 4. 名譽會長 — 由本會聘任捐助本會經費伍百元或以上者。

                                 5. 永遠名譽會長 — 由本會聘任捐助本會經費壹仟元或以上者。

六、 組        織：     本會委員會由下列委員十五人組成：

                                 會長、副會長二人、秘書、財政、監察、總務、康樂及公關正副各一人。

七、 選        舉：     1. 委員會十五人於每兩年之會員大會時選出，當選委員於三十日內互選分擔會章第

                                 六條之職務。

                                 2. 選舉票於會員大會前十四日連會員名單寄與會員。

                                 3. 凡未繳會費者無選舉及被選舉權。

                                 4. 委員中如有因事離加拿大逾半年，或因健康關係不能執行委員職責時，其遺缺得

                                     由上次選舉時獲次多票之會員遞補，如無適當人選，委員會可另行選出會員補其

                                     遺缺，其職位由委員會決定。

                                 5. 會長只能連任一次。

八、 會        議：     1. 委員會議最少每三個月舉行一次，但如會長認為有需要時可隨時召開，以過半數

                                    委員出席為決定人數。委員如連續不出席會議三次則作自動辭職論，其遺缺依第七

                                    條4段處置。

                                 2. 委員因事不克出席委員會會議，可授權其他委員代表投票，但每委員衹能接受壹

                                     位授權。

                                 3. 會員大會 — 於每年四月慶祝校祖日時舉行。以達三十會員以上為合法定人數。

                                 4. 特別會員大會 — 如經過半數會員書面要求，或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討論某一特殊事項。以過半數出席會員為法定人數。

                                 5. 永遠會員、榮譽會員及上屆會長，可出席會議而無投票權。

九、 印        鑑：    本會之正式鈴印及會長圖章由會長保管，鈴印衹能蓋在與會務有關之正式公文或契 

                                約上，如屬契約須得委員會同意方可使用。

十、 會 計 年 度：   本會之會計年度以每年之一月至十二月卅一日計算。

十一、 解        散：    本會如須解散時，將由特別會員大會出席會員四份三以上一致通過。如有任何資

                                產亦須由該大會決定處置。

十二、 修 改 會 章：   修改會章由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通過。所有修章提案須於開會日期十四日前通

                                告各會員。

     (以上會章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通過，一九七八年四月廿六日、一九九三年四月廿四日、二零零零年    四

月廿三日、二零零二年四月廿日、二零零四年八月一日及二零一→年四月十六日修正)

安 省 培 英 校 友 會 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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