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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金禧元老與伍伯良顧問及黃創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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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校慶是世界各地培英白綠兒女們的盛
事,安省培英校友會於2012年4月21日,假士加
堡海洋皇宮海鮮酒家舉行慶祝母校133周年校
慶暨改選第二十屆新會長及委員大會.是日天氣
甚佳,六時三十分,核實與會的校友超過三十人,
符合會章法定人数;李會長立即宣佈會員大會開
始,會長呈述過去兩年來校友會的工作與活動,
展望新一屆的委員能有年輕一代的校友參與會
務.黃安法報告本會的財政状況,並派發去年財
政報告表.(按:本會去年幸得陳正委員的太太,
仗義免費為本會核數師,謹此致謝!)會員大會結
束,隨即由馮漢强、葉長蔚、黃安法、黃創計選
票,並由會員陳華泰學長監察結果.
    

    

    七時十五分聚餐會開始,由陳正、侯倩儀兩
位金牌司儀主持,首先全體肅立,由陳尚賢及馬
淑華夫婦領唱加拿大國歌及培英創校校歌.李雪
纖會長致歡迎辭後,黃創副會長介紹新加盟校友
會會員;48年群社梁福强學長及81年日社(台分)
陳鳳慈校友與各位相見,並與會長們拍照留念.
    今年是52强社校友畢業離校60年鑽禧,出席
者有關本楊學長一位.62年素社畢業離校50年金
禧出席者有:李雪纖、李偉剛、廖錦佑、陳中
至、曾麗明、潘錫鐮、余寶愛及李月顏等八位,
本會致送各人念牌一個並免費聚餐.素社陳中至
代表素社致送禮儀四百元與本會,謝謝！至於晉
升三十年元老日社校友陳鳳慈,本會代母校致送
金鷹紀念章一枚.
    大家一面在享用美食之際,首先有每席的枱
獎,由委員馮漢强送出的冰鮮鮑魚及大老虎蝦,
中獎的校友笑顏大開,他(她)們回家有高級海味
享用.其後有多位校友登台献唱以娱嘉賓;計有
陳尚賢與馬淑華夫妻檔之民謠及藝術歌曲;何麗
燕與黃春和首度合唱粤曲,馬淑華亦與何麗燕合
唱帝女花之香夭.渥太華隨團的團友亦熱烈登台
助興,舒展美妙的歌喉,各人都沉醉於歡樂歌聲
中.壓軸是大抽獎,中獎者有張瑞芳、蔡漢英及
從渥太華來的嘉賓譚先生.十時半在一曲珍重再
見歌聲中結束這次餐會。

第二十屆委員會改選結果如后:

顧問:  蘇棉煥、蔡建中、伍伯良
       張瑞芳、施淥漪.

會長： 李雪纖 
副會長:黃創、余沛民
財政： 黃安法   (副) 馮國光
文書： 劉繼强   (副) 周能思
公關： 李月顏   (副) 葉長蔚
總務： 馮漢强   (副) 植祥堅
康樂： 胡志榮   (副) 陳  正
監察： 陳尚賢   (副) 陳榮杰

小組成員
康樂小組:陳尚賢、馬淑華、陳正
         黃春和

關愛小組:李雪纖、黃創、馮漢强
         葉長蔚及馮國光

網頁小組:李雪纖、侯倩儀、
         陳正、劉繼强

白綠楓訊:李雪纖、黃創、黃安法
         馮漢强、馮國光、劉繼强

獎學金小組:余沛民、李雪纖
           劉繼强

會員大會現場

鑽禧元老關本楊（中）

晉升三十年元老社校友陳鳳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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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友：陳鳳慈（中） 梁福強（右二）

三位中大獎的幸運兒 黃春和與何麗燕合唱

素社代表陳中至送賀禮與李會長

參加校慶餐會的台山校友

四位顧問與會長合照 第二十屆全體委員與顧問合照

黃春和與渥太華團友合唱粵曲何麗燕與馬淑華合唱『香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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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八月初,溫哥華基督教培英中心鄺忠源副主席來多
倫多探望女兒之際,順便與本會一叙,席間講述培英中心近
年的發展及未來的計劃。同時告訴我們2012年是中心成立
20周年,屆時培英體系會有盛大的慶祝。當時我們計劃組
團前往參與盛典和祝賀。到十二月初,和蘇棉煥醫生通電
話,得悉培英校董會在十一月底選出了新校董會主席,是67
駝社李偉庭醫生。他很想藉著這個機會到北美東部探望其
他校友會,在校董會積極推動下,遂促成這個空前未有的龐
大訪問團;成員包括各校董,培英體系的校長,校友會主席,
老師和學生代表及校友聯會幹事等60餘人。訪問團行色匆
匆,馬不停蹄,可說是「旋風式」的訪問;(七月廿八日由香
港啓程,廿九日與溫哥華校友會郊遊野餐及各地前往參加中
心慶典校友歡聚;卅日培英中心成立20周年紀念感恩崇拜,
晚上慶祝晚宴。三十一日啓程前往多倫多;八月二日飛往紐
約,四日轉到最後一站洛杉磯,八月六日晚結束行程返回香
港。)   
   安省校友會面臨這次世紀盛會,李會長不敢怠慢,召集全
體委員,組成籌委會,由黃創任籌委會主席,負責歡迎晚宴場
地,禮物,晚會的餘興,希望做到最好。由於訪問團在溫哥華
培英中心慶祝完畢,翌日便啓程來多倫多,所以本會取消了
組團前往温哥華。
   七月三十一日,訪問團從溫哥華飛到多倫多,分別乘坐兩
不同的航機,抵步時間與機場都不一起,原本四十人是加航
到第一機場,另一團二十餘人是Westjet航機到第三號機場,
抵達時間相差半小時以上,我們以為先接大團後再到另一邊
去迎接,誰料航機到達而沒有位停泊讓乘客出機場,延誤達
一小時;尚幸有馮漢强在三號機場迎接,才不致有失遠迎。
    

    

    
   黃昏抵達,本會全體委員陪同匆忙地進食晚飯,便入住酒
店休息。第二天(八月一日)早上前往遊覽世界著名的七大
奇景－－尼亞拉瓜大瀑布(Niagara Falls)。歡迎晚宴在是
日下午六時,假座太古金王朝大酒家設宴共二十一席為他們
洗塵,委員們在下午五時全體齊集於酒楼,把場地佈置得美
輪美奐,所以本會亦沒有派任何人倍伴遊覽,十分抱歉。
    五時半,已有校友陸續蒞臨會場報到,是晚衣香鬢影,師
友雲集,負責迎賓的委員,忙得不可開交,到場的師生朋友
們,有近日剛剛相見，亦有很久很久沒有見面的,來到這次

歡迎晚會,都是「白綠兒女」,倍感親切;有講到開心時,不
時發出各種笑聲,亦有女仕鶯聲燕語地傾談,不論高談闊論
或是竊竊私語,舊雨新歡相聚,不亦樂乎！場面溫馨熱鬧。
臨近七時,黃創在台上報導是晚有一位嘉賓,是前白鶴洞培
英的訓導主任巫傑老師駕臨宴會;與會的四,五十年代的校
友們十分雀躍,於是請巫老師到台前,工作人員端放坐椅於
台前,請老師就坐,當年是老師的學生如蘇棉煥醫生等均到
台前與老師合照留念。
    

   七時十五分,司儀陳正,侯倩儀宣佈聚餐會正式開始;由
馬淑華及陳尚賢帶領唱加拿大國歌及校歌,黃創主席致歡迎
詞,歡迎各嘉賓校友。李偉庭校董主席及蔡建中校董致詞
(講辭見另文),蘇成溢牧師領禱謝飯。晚宴開始上菜,一切
程序安排緊密,在食物流水賬般往枱上送時,再有蘇棉煥醫
生、本會創會會長鄭偉志學長、鄺忠源副主席及方創傑顧
問分別講述勉勵及分享,李雪纖會長致謝辭,安省校友會全
體委員向來賓祝酒,再由李會長及黃創致送各校校長,校友
會會長致送紀念錦旗。各地校友與現任校長、會長及同學
合照。
   才藝表演是晚宴裡的一個重點,除了我們本地校友演出
美妙歌唱娛賓,訪問團隊裡各校同學的表演水平都很高,尤
其是香港培英馬若飛同學的式士風表現已臻達甚高的境域,
其他各校歌手表現亦獲好評。司儀宣佈由鄺副主席夫人劉
鳳屏女士名歌唱家上台献唱,雖然她有點不適,仍載歌載舞
表演兩首經典歌曲,把會場氣氛推至沸點。最後有駝社社友
文錫輝及陳太合唱，陳宜校董引導大合唱「友誼萬歲」互
祝珍重,依依不捨地要提早結束晚會。因為訪問團翌晨要到
機場,乘搭航機去紐約市訪問下一站。
   附記：第二天訪問團旅遊車到多倫多機場,曾集祥主席
在下車時,不小心跌了一跤,壓斷左臂,被送到依桃碧谷醫院
治理,沒有隨隊繼續行程。當晚曾醫生已回多倫多家中休
息,並於八月七日與太太一起返回香港,現已恢復診治病人
了。順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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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情  倫聚  相約  良機  －培英校董會暨校友聯會
美加訪問團2012－－多倫多篇

校董與本會委員向來賓敬酒

迎接訪問團於一號機場

迎接另一訪問團於三號機場

巫 傑老師（中坐者）與當年鶴洞校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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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校董會暨校友會美加訪問團嘉賓致辭節錄 
李偉庭醫生 - 校董會主席
    
    第一次來多倫多是廾多年前的自由行,今次代表校董
會帶來一份濃情厚意,亦帶來國內及香港十一間培英中小
學校長,師生及校友會主席對大家的問候和祝福。
    這幾年來,世界的政治及經濟形勢起了很大的變化,培
英在為國家社會提供優質教育,培養精英人材的崗位上肩
負了一個很大的責任,我們一眾校董,校長和老師,都懷著
戰兢心情,虛心聆聽,面對各項挑戰,不畏困難,合力以赴,
在謀求發展的同時,更注重穩住根基。近年培英的發展,不
負各方厚愛,校務蒸蒸日上,國內所有培英及沙田培英,已
成為學位難求的名校,香港培英仍有進步的空間。
   今年是培英創校133週年,香港培英建校75週年,沙田培
英建校34週年,4月份校慶我們邀請到國際知名攝影大師,
香港培英中學,1968年文社吳振亨校友從美國返港舉辦吳
振亨校友暨培英白綠傳人攝影展及舉行公開講座,又分別
到香港及沙田培英與眾學弟妹分享攝影心得。
   今年是畢業30年日社晉升元老校友的日子,亦是香港培
英第一屆高中1952年強社畢業60周年,持別設立鑽石元老
晉升典禮,今年參加鑽石元老晚宴有六十多人,畢業50周年
素社,畢業40周年建社參加者亦不少。
   校慶最後一個節目是音樂晚會,特別邀請了香港兒童交
響樂團聯合舉辦,當晚香港及沙田培英學生演出非常成功,
得到與會者激烈讚賞,整個大會堂音樂廳座無虛設。去年
校慶,校董會為推廣文藝創意及現代詩精神,特別設立「李
聖華現代詩青年獎」,李聖華牧師在1930年代曾任培英中
學教務主任,1930年出版了「和諧集」,是香港文學史上第
一本新詩集,他的文學成就獲得確認。這個獎項每兩年舉
辦一次,全港公開性質;分公開組,中學組及小學組。
   明年校董會將有一個更大的項目,就是將目前香港培英
教職員宿舍改建為「培英體系學校國際教育交流中心」,
萬多呎的樓面,可容納100師生短暫居住,使國內及海外的
學生可以做學術,語言,文化交流,相信明年底可以正式開

始,改建費用約1000萬港元,希望將來可以做到收支平衡或
有盈餘。
   鄭偉志學長籌辦的培英會所有限公司發展基金,在2011
年撥出十萬元利息作獎學金用途。我們深深體會到各位身
居海外的白綠兒女,經過一番奮鬥,才能建基立業,我們盼
望你們多歸寧母校,把你們寶貴的經驗學識,與眾學弟妹們
分享,讓下一代的培英人有更廣闊的世界視野。
    在這個歡欣團聚的日子,我代表培英全體校董和員工,
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利,主恩常偕。

蔡建中校董
    
   我想代表校董會補充國際教育交流中心,溫哥華培英中
心由蘇棉煥醫生帶領,已成立二十週年,在海外發揚光大,
培英創立于廣州,建基香港,台山,江門均有我胞兄,以信、
望、愛、精神,由廣州母校,發展溫哥華培英中心,可謂背
向中國,負起面向世界的任務,今次參加培英校董會暨校友
聯會美加訪問團,在溫哥華慶祝成立二十周年晚宴中,見到
當地省督,三級政府官員及部長均親臨出席,是見証了廿年
來培英中心的工作獲得當地政府的肯定。校董會改建金銘
樓為國際教育交流中心,與香港及廣州的國際教育交流中
心成為三位一體。
    溫哥華培英中心每年舉辦夏令營,接待許多國內學生,
有位同學出身國內有錢家庭,從少至大,家庭從未要求他做
任何家務,直到參加夏令營後,一同參與日常生活,洗碗洗
衣裳的工作,生活開始有意義起來,我們新一代的年輕人普
遍喜歡享受,不能吃苦, 學校不單要傳授學問,更要傳授做
人道理,我自己是生意人,明白不能只顧掙錢,懂得做人更
重要,這方面培英中心做到面向世界的榜樣。
   校祖那夏禮博士的第六代傳人,今次亦有參加培英心成
立二十周年的慶祝活動,十分以校祖為榮,校祖自西往東,
但地域不限於中國,我們拭目以待培英國際化發展。

出席宴會之台山校友

出席宴會之香港培英校友 廣州白鶴洞校友合照

訪問團賓客與安省校友會委員全體合照

本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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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活動

歡迎晚宴禮堂 蔡建中校董致辭

嘉賓蒞臨 金牌司儀侯倩儀、陳正

安省校友會創會主席鄭偉志與校董合照 駝社社友與校董合照

李偉庭校董會主席致辭

白鶴洞衛校長與校友 會長與校董主席及校友聯會主席交換錦旗 全體起立唱校歌

俊男美女的迎賓委員

老師父女與蘇棉煥醫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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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英馬若飛式士風獨奏鄺忠源副主席夫人名歌星劉鳳屏演唱

陳 宜校董領唱“友誼萬歲”

鄺忠源副主席與台山校友合照鄺忠源副主席與台山校友合照鄺忠源副主席與台山校友合照

美加訪問團2012 晚宴照片

本會活動

溫哥華基督教培英中心二十週年感恩崇拜大會

本會活動

歡迎晚宴之熱鬧場面

劉鳳屏與才藝同學歌舞

李雪纖會張獻花給劉鳳屏小姐

三位美貌活潑同學演唱江門培英校長與校友

鄺忠源副主席與台山校友合照

鄺忠源副主席夫人名歌星劉鳳屏演唱



香港培英馬若飛式士風獨奏鄺忠源副主席夫人名歌星劉鳳屏演唱

陳 宜校董領唱“友誼萬歲”

鄺忠源副主席與台山校友合照鄺忠源副主席與台山校友合照鄺忠源副主席與台山校友合照

美加訪問團2012 晚宴照片

本會活動

7

溫哥華基督教培英中心二十週年感恩崇拜大會

本會活動

三位美貌活潑同學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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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 (Hawaii)見聞’51． 彪社．宋哲和

    乘飛
機到近夏威
夷的上空,
俯瞰下面夏
威夷群島,
就 像 一 串
光彩奪目的
珠鍊,在白
雲 悠 悠 、
海水碧藍的
茫 茫 太 平
洋 上 熠 熠

生輝。當飛機着陸,步出機場,迎來一片“Aloha ！Alo-
ha！‥‥,”這是夏威夷人對外來遊客們歡迎問候的呼
聲,充滿着熱情和浪漫。如果你高興願意接受的話,可以
給你頸項帶上美麗的花環。
    夏威夷群島由8個大島和120多個小島集合而成,其
中有三個主要觀光島:即歐胡 (Oahu)島、茂宜(Maui)島
和大島(Big Island)或稱夏威夷島。夏威夷四季如春、
雨量豐沛、陽光充足、空氣清新、林木茂盛,各種熱帶
植物爭奇鬥艷,是大自然最浪漫的結合。其特點是蜿蜒
的海岸形成曲折離奇的海灣,海灘眾多、碧波蕩漾,豐富
的水上活動,還有罕見熱氣騰騰的活火山,再加上當地人
民的音樂舞蹈,自然散發出悠閑、浪漫的情懷。使你獲
得愉悅而深刻的印象。
    歐胡島:在本島東南岸的檀香山(Honolulu)是美國
夏威夷州首府和良港,最大的城市,滙集了交通、工業和
文化中心,也是旅遊勝地,其中珍珠港是美國太平洋海軍
基地。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
戰),偷襲珍珠港,炸沉Arizona號軍艦。在海底的軍艦
殘骸上面横跨建立起象徵性十字架型狀的紀念館,展示
當時被襲擊的慘烈情形作歷史見證。夏威夷王朝(未併
入美國之前)皇宮,是美國領土上唯一的皇宮遺跡。皇宮
前面立着首位統一夏威夷島的土著國王銅像,他身披羽
毛皮肩和頭戴王冠,左手持着長矛,右手伸展作歡迎狀,
栩栩如生。皇宮對面是州政府大樓,是一楝四方形迴廊
式的近代建築,現作為議會和辦公室場所。檀香山最著
名的景點也是舉世聞名的威基基(Waikki)海灘,水清沙
細、輕波泊岸,北面鑽石頭火山,若從上空下望像一隻環
形戒指,是夏威夷的標誌(見照片1),據說首先發現夏威
夷群島的英國人庫克船長,在夜間看見整個山頭冒出藍
光,像藍寶石般的閃閃發光,就把它稱作鑽石山。在鑽石
山南面約1~2公里範圍是一片青草平地,間中長着蒼老的
大榕樹,是風景清雅的黃金地帶,往南有不少高樓大廈,
間中有中國人的住宅。
    當我第一次遊檀香山(1991年),街道名稱中有中英
文對照的,但到2005年第二次去檀香山時郤新建了不少
樓宇和別墅,街道名稱改用了日英文對照,據說是因為該
處的房地價飈升,很多華人遷移到新建住宅區,以舊屋換
新樓,何樂而不為呢。
    我們乘潛水艇遊覽於鑽石山前的深海灣海底,有各
式各樣的珊瑚、藻類、水生植物,色澤花班艷麗的大小
金魚四周游盪,使你目不暇給。說實話,在深海處那美麗
珊瑚的表面常沉積浮坭而看不清,不如在展覽館內人為
佈置那樣看得清楚美觀。此外,還有一些景點如 Hanau-
ma 海灣,它原是一個大圓形火山口,近海那邊因被海水
侵蝕成缺口而形成海灣,由於海浪的沖擊使內部形成海
灘,沙細水淺,微波蕩漾,遊客喜歡在沙灘上嬉戲或晒太
陽;在其它海灣偶然見到一隻美麗花紋大海龜爬至沙灘
上,經常出沒,人們都很熟識牠,體重250磅,約30~50歲;
有些海灣外的海面上露出各種奇形怪狀的大小山頭，很
有趣；還有世界著名的白沙灘，是風帆、滑浪的中心。
神秘的大風口古戰場,風真大呀！把頭髮都吹得散亂了,
連眼睛都很難掙開來。

    在歐胡島北端建立了玻里尼西亞(Polynesian) 文
化中心,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所修建,以保
存夏威夷等七大太平洋島嶼原住民的文化、娛樂和生活
模式為主題的,其入口處有夏威夷土著民族王及王后塑
像,現在已成為完整的遊樂園林,有小溪、小橋、瀑布、
遊艇、涼亭和熱帶雨林,餐廳、大型演舞場等。遊客可
以品嚐園內特色晚餐以及欣賞由一百多位演員演出多姿
多彩的民族舞,熱鬧非常。在檀香山市內有國際市場,綜
合各種商品和飲食的公園遊樂場所,大大的開闊了人們
的視野和見識,從而獲得更豐富的享受。
    夏威夷與民主革命密不可分,檀香山是孫中山先生
學習、成長的地方,若無夏威夷當地人,尤其是當地華
僑的支持,孫中山實難成就一番功業(見加拿大都市報
2011年七月一日版)。他認為華僑是革命之母。在抗日
戰爭時,桂林國立漢民中學對華僑學生(例如我的姊姊
等)都給予優待,說明這思想仍繼續發揚。孫中山幼年上
過傳統私塾,年僅12歲(1878)被兄長孫眉接到夏威夷,
在IOLANI(1879~1882)及PUNAHOU(1882~1883)高等英式
學府讀書四年多,從而奠定科學知識基礎和民主革命思
想。學校為紀念孫中山建立坐像放置室內,全身立體像
放在教學主樓正門位置,讓學生們上下課都能看到這位
知名校友並以此為榮。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是畢業於
PUNAHOU 學校,孫中山竟是奧巴馬的學長,稱得上是國
際傳奇。1886年孫中山回廣州,在一所由美國醫生教授
的“廣東醫館”學醫,適逢我的父親(17歲)亦考入該校
讀醫科,他們便成為同學,又都是客家人,相處甚歡。後
來孫中山轉到香港西醫學院至1892年以首名成績醫科畢
業。我父親仍在廣州學醫至1890年畢業後便在醫院負
責外科。兩年後他接受美國老師的建議到夏威夷去,因
為那裡的中國勞工不少,但缺乏中國醫生。他自行設立
宋隨園醫務所。連他自己在內,那時檀香山只有兩名中
國醫生,因此他工作極忙,不但上、下午工作,連晚上還
要加班,十分疲勞。且說孫中山在香港醫科畢業後便在
省、港、澳一帶借行醫組織革命力量。1894年他向清庭
軍機大臣李鴻章送上萬言書,提出國家改革方略,但不獲
回應,便回到夏威夷成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正
式開展推翻專制腐敗的滿清政府運動,這樣父親便與孫
中山先生又在檀香山見面了。在興中會的策動下,當地
華僑都積極支持革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父親當然極
力響應,孫中山的兄長孫眉把自己的農莊出售,把錢都捐
出建立國民革命軍。從夏威夷華人歷史著作中,我找到
父親的醫務所地點是在舊唐人城的努安奴街 (NU’UANU 
Av.,)和(北)普娃希街(N. PAUAHISt.) 交界處的東北
角,我便和親戚一同去憑弔,但該處都是建成高樓大廈,
找不見任何痕跡,使我怏怏不樂而回。但經甥女聯繫到
有兩位在當地的堂姊(她們88歲和86歲)相會,她們都親
自駕車前來,我們首次見面,皆大歡喜,都身體健康,精神
爽朗。她們都是在檀香山長大的,只慣用英語,因自幼由
嬸母帶大,還能說一些家鄉的客家話,正是「鄉音無改鬢
毛衰」,顯得更有親情了。
    檀香山興中會原址的建築物,早已在市政工程中蕩
然無存,孫中山在檀香山多年工作,奠定民主革命基礎,
應有宏偉的遺跡留作紀念。我第三次去夏威夷(2012年
6月)參觀在中國城內的中國文化廣場,入口處有小門樓,
上面的橫牌匾是:孫文題:“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入內
有興中會紀念館,陳列孫中山歷史照片,講台上擺放他的
頭像,玻璃櫉櫃裡陳列着孫中山、黃興、蔣介石等人手
迹。紀念館後面是廣場,有花草樹木的岩石圍牆環繞,中
央停立着一尊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雕像,下面是八面體的
基石,其側面刻着:“忠、孝、仁、愛、信、義、和、
平”八個字,並附有英文對照(見照片2)。這是檀香山和
高雄市締結姊妹市時,為了象徵情誼,由高雄市贈送給當
地的,也是為紀念中國國民黨前身--興中會的創立。孫
中山先生的豐功偉績，感召着各界華人後代、團體前來

校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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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的警察有環保意識嗎？  ’54憲社  余覺湛

   淸晨步行,在清爽新鮮的空氣中,在四周青綠樹林花卉
佳境中,把你的脚步踏在悠悠青草的小径上,心曠神怡,
慢慢步行,假如你能夠與你心愛的人或知己的朋友一同
步行,更加開心,一邊步行一邊談話,實在是人生一大樂
事。
    今天是星期天,我的老伴很早八時半到教堂上主曰
學去,我只可獨自一人到住所對靣的公園步行,每天我都
出外步行一小時,在公園或在大商場,或在康樂中心,無
論天寒地凍,晴曰或天雨,從不間斷,除非病倒,否則我都
出外步行,這樣已經是我二十年來的習慣。公園附近有
一所天主教的中學,MaryWard Catholic High School,
也有一座多倫多市政府主辦管理十分完善的公眾康樂中
心,L’amoreaux Recreation Centre 中心內設有各式
各樣的文娛設備,如:室內步行機器,腳踏車,手拉鍛鍊身
體機器,籃球場,網球場,羽毛球埸,桌球枱,乒乓球枱等,
又有寬大的跳舞場所,如排排舞,社交舞,太極拳,太極
舞等等。在星期六,曰,及學校假期,更有小孩活動節目
等。中心的停車場特別寬大,但前來中心鍛鍊身體,或參
與其他活動的群眾也很多,停車場內,常常沒有空位。今
天星期天,也不例外,早上八時半早已密密地停滿車輛,
當我行近停車場時,有一輛引人注目的多倫多警察車停
泊在其中一個車位,司機座位的車窗大開,機器在開動,
熱氣一陣陣地從警察車窗噴出來,我覺得有點奇怪,特別
留神向司機位看看,那位男性警察先生在那裡做什麼,他

拿着一本厚厚的記事部,可像在抄寫一些資料,我以為
他在記錄停泊的汔車車牌,不以為意,因為天氣較寒冷,
我急急地走向康樂中心,每天我例常都到那裡索取一份 
Toronto star 報紙,然後向公園的湖邊步行,繼而步入
樹林內的小徑,穿過樹林後,再沿着湖邊繞圈三次,這樣
步行大概需時六十至七十分鐘,我又回到康樂中心的停
車場,那部多倫多警察車仍然停在同一個泊車位,汔車機
器仍然開動,熱氣繼續從警察車窗噴出來。這次真的使
我驚奇,抄取那裡車輛的全部車牌,也不用那麼長時間,
我就行近警察車窗,禮貌地細聲詢問警察先生,他在那裡
幹什麼,他告訴我他把車停放在那裡,靜靜地可把過去幾
天的事故,詳細記錄在案。他為什麼不回到警察局,把警
察車停泊妥當,闗掉機器,回到辦公室,才慢慢把幾天的
事故詳細記錄呢！
   我們試想一想,計算一吓,那位警察先生把汽車停在
停車場超過一小時,又把汔車机器不停地開動,放出大量
暖氣,所消耗的汔油有多少呢？排出來的二氧化碳又有
多少呢？況且在那一個多小時,警察先生理應到處巡邏
視察,確保市民安全,而他把巡邏視察的工作變成坐在車
裡記錄檔案,實在那位警察先生有環保意識嗎？其他的
多倫多警察會不會做同樣的行為嗎？他們會有環保意識
嗎？

    最近心情欠佳,睡不安枕,食不知味,皆因自己的兩
個良友,因為一點小誤會而彼此生氣了。雖不至相,卻開
始了冷對,一副老死不相往來的姿勢。我當了一次中間
人,去調解遊說一番,搬出一些大道理:〝友情的建立,是
很不容易的事,就像把一粒一粒的芝麻放在瓶子裡,那是
多年的歡聚談心,把盞交談,苦樂分享的結果啊! 〞眼看
著這個「時光的瓶子」中集聚了那麼多的美好回憶,欣
賞過朋友那麽多的優點,那麽多的開懷大笑,和朋友同悲
同樂－－人生的可愛可戀,不都在這多年來以誠相待的
時光中嗎? 生命的價值中,真誠的友情,是佔着重要地位
的,我們怎可以,怎捨得,說生氣就生氣,說翻臉就翻臉
呢! 狠心用憤怒的鐵錘,把那友情的瓶子猛力打碎,,灑
滿一地的〝鑽石芝麻〞呢?!
    一向討厭那些討人便宜傷人自尊的人,總覺得他們
一犯再犯,很難寬恕;另一方面,又很欽佩,那些心胸寬闊
的良友,因為他們總是對我的錯失毫不計較,海量包涵。
所以,汗顏之餘,便自我檢討:我會在同樣的情況下,也能
有他的心胸嗎？寬廣的胸懷,是天性還是休養？
    中醫視人的身心為小宇宙,內裡有四時變易,冷熱寒

暖。體內的〝氣象〞最好常常保持風和日麗,碧空萬里,
否則,情緒低谷,則百病叢生。
    我們生活在世上,除了求生,負有責任,還得與人接
觸,榮辱得失,誤會碰撞在所難免,很容易令人心生怨憤,
於是,怨生怒,怒升恨,恨生仇,仇極會生報復心!人間許
多不必要的悲劇,往往起源於一點雞毛蒜皮的小誤會。
理智清醒的時刻,當養成自警的習慣;在仇恨之心未生成
之前,将心中一股怨憤之情消除,力求廣拓胸襟的智慧。
一位智慧高遠的良友陳慈兄告誡我:〝受人讚賞,要淡得
下;理虧失措,要讓得下;得理受損,要容得下。如此修
養,心胸定能日漸宏大,心中自生平和之氣,達到宰相腹
中能撐船的容量。君可欣賞宇宙萬象;天所以稱高,因它
無所不覆;地所以稱廣,因它無所不載;日月所以稱明,因
它無所不照;海洋所以稱大,因它無所不容。〞
    「凡事均有其時:交有時,誤解有時,怨有時。前嫌
冰釋也有其時。給時間一個工作的機會吧--因為天下無
大事,萬象自圓融呢! 〞

胸   襟    ’63蔚社      余達明

校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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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校友、各位會員：

   Pui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7 Sawley Drive, North York ON  M2K 2J2  OPYAA 

身心安泰
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毋忘培英

上

校友來稿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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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野餐大會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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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绿之光白绿之光

       從電台廣播中, 曹樹楠
獲知安省培英校友會的聯絡
電話, 並跟會長聯絡上, 從新
投歸白綠兒女這個大家庭, 
可喜可賀。 正藉本月3/3茶
聚之便, 李會長, 黃副會長聯
同司徒敏學長一同前往頤康
中心探望這位失散多年的
老校友.
       曹樹楠是48年群社同

學, 她在澳門培英就讀小學, 當時正值戰亂時代, 年紀小
小的她, 已經歷過三場戰爭; 就是中日戰爭, 二次世畀大
戰及劫產黨革命之戰, 培英學校因而遷回廣卅白鶴洞, 惟
她因為環境所限, 未能跟隨, 只好綴學了。和平後, 她轉
到明德女子中學完成學業, 並當了教師作育英才, 為社會
作出貢獻。樹楠是家中年紀最幼的勹子, 兄姊們早已結
婚, 有了自已的家庭, 於是劢養父母, 晨昏定省的責任就
落在她一人的身上, 直至雙親百年歸老後,才有真正屬於
自已的生活, 亦因為這樣, 她錯過了擇偶的黃金歲月, 至
今仍然雲英未嫁。在過去那段日子裏, 樹楠卻實是勞心
勞力, 家庭事業兩兼顧, 一次更是為救回父親性命, 連續
七天七夜, 不眠不休, 心力交瘁; 加上童年期間, 糧食缺乏, 
在長期營養不足的環境下成長, 因此身體虛弱, 罹患眼疾, 
導至視力嚴重衰退。
       年前, 樹楠正式退休, 移民到多倫多, 過著另一種生

活, 享受清靜優悠自在的生活。為了打發時勛, 她毅然去
學包餃子, 從一竅不通的門外漢, 在八年時間內, 變成一
個包餃子高手, 鍋貼, 雲吞, 水餃, 小籠包, 無一不精, 很不
簡單。
       兩年前, 非常不幸, 她連僅餘的二成視力也失去了, 
起居生活只能靠別人摻扶, 然而, 希望永遠在人間, 據報
現時醫學界正研究一種新科技, 幫助盲人恢復視力, 已接
近成功階段, 樹楠正祈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從傾談中, 知
悉樹楠仍然惦掛著當年的「同學仔」王鴻寶, 不知他的
近況如何? 希望可以從校友會的網絡中重遇, 勉懷一下過
去的情懷, 重拾兒時的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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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駝社) 謝紅芳校友於10月27日前往探望居於俄
亥俄州克利夫蘭市前校長李  權牧師,他精神奕奕,健
康甚佳,並講述他在任校長時的威水史及詳談駝社班
的一些校友。李校長的兒子李沛霖亦居住於附近.

★ 71(基社) 朱碧影夫婦到訪,與同窗巢國容、任燕
霞及馬淑華夫婦一同敘舊。一個闊別四十多年的重
聚,當然有說不完的話題了.

★ 王嘉濠及黃嘉琪 (00) 培社校友於今年七月卅一
日.弄璋之喜,他們先後有了一女一男,”好”字. 黃
嘉琪說, 她要收工了!!! 哈,哈,哈! 恭喜! 恭喜！

★ 譚汝婵台山培英分校59(羽社) 校友,去年聖誕期
間,不幸小中風,幸及時入醫院急救,經物理治療一段
時間,現已返家休養,一切恢復近乎正常,深感滿意.

★ 62(素社) 黃秉榮,七月底到多倫多探望老朋友,並
與社友們聚舊一番,非常溫馨.

★ 60(任社) 陳榮昌,70年代初於渥太華大學取得土
木工程碩士,返港工作,已退休多年,常常到各地打高
爾夫球享樂。八月底與兒孫回到多倫多與社友歡聚.

★ 58(立社) 趙金鍊校友,今年七月中旬於某商場購
物,俯身疑拾取一份報章,失去平衡而踤倒右腿骨折受
傷入院治療,目前在家調理康復中,請代禱告.

白綠楓訊簡訊(2012年04月至2012年11月)

Ares Wang

級社來鴻 
‘66 穎社

2012年9月27日武廣高速鐵路廣州南站                         

    2012年10月22日上環金鑽海鮮皇宮 晚飯聚會  

2012年11月2日鄧英業盆菜宴

聯絡香港培英穎社同學
請電郵與 周國平 Chau Kwok-ping  kpchauhk@gmail.com     

    自1953年幼稚園開始至1966年中學期間，曾就讀於香港培英幼稚園、小學及中學的
穎社同學，近年努力重新凝聚起來，互通消息，收集海內外同學的電話、電郵地址，製
成穎社同學聯絡錄，以便聯絡世界各地同學舉行聚會旅游之用，現聯絡已增至80多員。
2012年穎社同學在港已進行了多次大小聚會活動。9月10月及11月，穎社同學進行了三
次人數較多的集體旅游及晚飯聚會。2012年9月27-29日包括曾經就讀於香港培英幼稚園
、小學及中學的穎社同學及家屬共29人組團前往 廣東省韶關市丹霞山順德等地旅游，
欣賞美麗而奇特山川景色，享受三天陽光普照，輕鬆、歡樂、愉快旅游  

前排右起：李慶堅、方學玲、黃朝陽夫人、黃巧容、郭知本夫人、黎景星、陳定江夫人、阮群、趙善業夫人、

          鄭觀雄、陳健勇、葉秀英、趙善業、關美熙、鍾永傑、陳亮節、李致淳、陳光輝、余民禎  

    2012年10月22日晚上穎社同學及家屬及方鏡熹老師共34人，於上環金鑽海鮮皇宮舉
行晚飯聚會。當日欣逢張淑香、褚蓮蓮、葉秀玲、陳婉兒及陳明銶同學從台灣及美國返
港到來參加聚會，更有方鏡熹老師來臨，是晚氣氛熱烈，同學們重溫老師教導，暢談昔
日同窗之歡樂。
前排右起：葉秀玲、褚蓮蓮、褚蓮蓮丈夫、方鏡熹老師、張淑香、陳明銶、 陳婉兒、陳士珍、郭知本夫人、

          陳亮節 

後排右起：鄭觀雄、關美熙、葉秀英、劉偉卓、阮群、黎景星、黃巧容、鍾潔霞、王恆輝、陳光輝、李致淳、

          李慶堅、余民禎、陳國靖、郭知本、趙善業、周國平     

    2012年11月2日中午鄧英業同學為穎社同學們於元朗特設盆菜宴。參加者包括由
海外返港及居港同學及家屬一共28人。盆菜宴令海外返港及居港同學們有機會再聚首
一堂，開懷、痛快、笑談昔日同窗趣事，享受特別傳統美食。

前排右起：李廷溪夫人、陳士珍、趙善業夫人、關美熙、鄭雅玲、陳亮節、陳定江夫郭知本夫人、何輝明、

          陳定江、鍾永傑

後排右起：梁國輝、李廷溪、阮群、陳婉兒丈夫、陳婉兒、葉家兆、郭知本、黄朝陽、趙善業、郭德明、

          鄧英業、李慶堅、周國平 

謝紅芳（左）與李權校長（右）

左（二）（三）是朱碧影夫婦

校友消息



陳家聰 Rick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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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的警察有環保意識嗎？ 甘心水（余覺湛）憲社 
   淸晨步行,在清爽新鮮的空氣中,在四周青綠樹
林花卉佳境中,把你的脚步踏在悠悠青草的小径上,
心慷神愉,慢慢步行,假如你能夠與你心愛的人或知
己的朋友一同步行,更加開心,一邊步行一邊談話,
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
   今天是星期天,我的老伴很早八時半到教堂上
主曰學去,我只可獨自一人到住所對靣的公園步行,
每天我都出外步行一小時,在公園或在大商場,或在
康樂中心,無論天寒地凍,晴曰或天雨,從不間斷,除
非病倒,否則我都出外步行,這樣已經是我二十年來
的習慣。公園附近有一所天主教的中學,MaryWard 
Catholic High School,也有一座多倫多市政府
主辦管理十分完善的公眾康樂中心,L’amoreaux 
Recreation Centre 中心內設有各式各樣的文娛
設備,如：室內步行機器,腳踏車,手拉鍛鍊身體機
器,籃球場,網球場,羽毛球埸,桌球枱,乒乓球枱等,
又有寬大的跳舞場所,如排排舞,社交舞,太極拳,太
極舞等等。在星期六,曰,及學校假期,更有小孩活
動節目等。中心的停車場特別寬大,但前來中心鍛
鍊身體,或參與其他活動的群眾也很多,停車場內,
常常沒有空位。今天星期天,也不例外,早上八時半
早已密密地停滿車輛,當我行近停車場時,有一輛引
人注目的多倫多警察車停泊在其中一個車位,司機
座位的車窗大開,機器在開動,熱氣一陣陣地從警察
車窗噴出來,我覺得有點奇怪,特別留神向司機位看

看,那位男性警察先生在那裡做什麼,他拿着一本厚
厚的記事部,可像在抄寫一些資料,我以為他在記錄
停泊的汔車車牌,不以為意,因為天氣較寒冷,我急
急地走向康樂中心,每天我例常都到那裡索取一份 
Toronto star 報紙,然後向公園的湖邊步行,繼而
步入樹林內的小徑,穿過樹林後,再沿着湖邊繞圈三
次,這樣步行大概需時六十至七十分鐘,我又回到康
樂中心的停車場,那部多倫多警察車仍然停在同一
個泊車位,汔車機器仍然開動,熱氣繼續從警察車窗
噴出來。這次真的使我驚奇,抄取那裡車輛的全部
車牌,也不用那麼長時間,我就行近警察車窗,禮貌
地細聲詢問警察先生,他在那裡幹什麼,他告訴我他
把車停放在那裡,靜靜地可把過去幾天的事故,詳細
記錄在案。他為什麼不回到警察局,把警察車停泊
妥當,闗掉機器,回到辦公室,才慢慢把幾天的事故
詳細記錄呢！
   我們試想一想,計算一吓,那位警察先生把汽車
停在停車場超過一小時,又把汔車机器不停地開動,
放出大量暖氣,所消耗的汔油有多少呢？排出來的
二氧化碳又有多少呢？況且在那一個多小時,警察
先生理應到處巡邏視察,確保市民安全,而他把巡邏
視察的工作變成坐在車裡記錄檔案,實在那位警察
先生有環保意識嗎？其他的多倫多警察會不會做同
樣的行為嗎？他們會有環保意識嗎？

陳家聰 Ricky Chan

古人云:“一世修同船,二世修同窗,三世修夫妻”
。依此推算,同校該得修半世.是校友而又有相識並可同聚
同樂的,起碼也得修一世半了。与張學長結緣亦与校友會
及音樂有關”。
     七年前參加校友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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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長身材魁梧,
年輕時是運動健將,為人熱情爽朗,古道熱腸,我們有好幾
年經常相聚的快樂時光,但張學長近年不幸地患了非典型
柏金遜症,行動及語言等机能漸漸消失,今年中已不能自行
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全日護理照料,故此必須住進護
理院（他已於九月二十四日入住護理院）,幾天前去探望
他,見他消瘦了很多,但精神很好,雖難於言語,但從他的反
應,可知他是非常高興見到我們,有他太太及女兒對他悉心
關愛及照料,是他最重要的支持。見到眼前人,我心中有說
不出的激動,才不到兩年光景,病魔就剝奪了他的行動自由
了。在離別時我說我會再來探他,他開心的舉着手與我道
別。
     回家途中,思緒還是難以平息,內心充滿了無奈。疾
病及意外等不幸可以隨時降臨到任何人之身上,若不幸真
的要發生,看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堅強面對了。回想起

十多年前一位朋友邀我去他教會聽道理,那天晚上有一組
樂隊唱了一首他們創作的歌--”上帝從沒有應許每天都是
晴天”。真是一語道破。那就不管生命中的順逆,讓我們
好好的活在當下罷。平時該惜緣及感恩,我與張學長雖然
是相逢恨晚,我珍惜与張學長的這段櫉,在他身體尚好的時
侯,我們曾有過一段美好的時光,這美好的回憶將長留我心
中,我相信他也有同感。

我與張卓然學長的一世半緣分....... ‘73 安社  陳尚賢 

關愛小組

攝於五年前在張卓然學長之柏文的聖誕聚餐。
左一張卓然, 左二黄令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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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外 漢 談 漫 畫 ‘ 文 中 子

MARIA & CHRIS  ASSOCIATES

中加移民、留学、 法律服務中心

熱(416)431-3546(日)
線 (416)427-6833(夜)

E m a i l :  m a r i a . m c @ b e l l n e t . c a

       文中子對於漫畫是位一竅不通的門外漢 ,但奇怪得
很,卻十分欣賞漫畫這種表現形式。常以為一幅好的漫畫
往往勝於一篇表現同樣內容的文章,而對一批會寫漫畫的
朋友表示無限敬意。往往一件在我輩看來平平無奇的事
物到了漫畫家溫世達筆下則信手拈來俱成妙諦,落花水面
盡皆文章。故此有時不能不以為漫畫家的腦袋構造奇特
而有異於常人焉。
       近日友好溫世達於六十過外之齡,不顧其罹患肝癌之
疾,仍肄意大展拳脚，操動其鮮活的腦筋思維,日以繼夜
地泡製出百餘幀單幅漫畫精品,裝成畫冊,付梓出版。温
氏為出版界聞人早已如雷貫耳,其大作在香港、加拿大多
倫多報章上常有刊載,又為資深報人。至於他的漫畫特
長,坊間風聞久矣,但鮮有人曾得細意欣賞。溫氏不但出
版漫畫集,且舉辦漫畫展覽,俾大家能一睹原作的機會。
       現代漫畫主在揭露社會真象,漫畫家筆下以慨嘆批判
反映所處的現實意義,這也許為何漫展比任何其他畫展來
得更受大眾所歡迎的原因,當然在繪畫藝術技巧上有一定
的束縛和局限,我知道漫畫家們不會介意於此。而且我
所知道的溫世達除了寫漫畫外,也致力於其他畫種的練
習,就如其他前輩畫家鄭家鎮寫國畫、李凌翰寫油畫、麦
正寫山水、許冠文精於水彩、董培新耑於插圖、黄永玉
專攻木刻板畫、吳浩昌精擅電視插圖美工設計、胡樹儒
製作卡通電影分鏡導演,各適其式蔚為大觀,令人讚嘆不
已。故此,在漫畫展覽中所表現出來的問題,並非在技術
畫法上的多姿多采,最重要一環,相信還是處理內容的手
法是優是劣。漫畫家們因著現實環境以發掘素材的時侯,

將發現社會上許多不平的事物,太扭曲了,太醜陋了,漫畫
家們得於處理這些題材的時侯,得同時要告訴受眾對待這
些主題時所應採取的正確態度。當然漫畫家不能站在畫
幅旁邊去說明,也不能只倚靠文字來作解釋。能夠通過漫
畫將畫者的愛和憎傳達給讀者,導引出客觀的批判,便是
畫者最成功的表現。世間上有許多醜惡的事物却具備美
好的外表,因此漫畫家不但要畫出他們的內容,還要描繪
出其本質。
      溫世達先生的漫畫,筆觸簡明流動、線條暢快,構成生
命而富動感的畫面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其遒勁有力的
筆法加上潤澤暖和的色彩,既有裝飾味,又具風格調和之
美。
      總之行外之人談漫畫,大底是一派胡言,言之失當,罪
甚,看官們有怪莫怪！
   

                        
                  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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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來。

康。 

指

指



緬懷先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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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那天是星期二早
上,我們的班主任江遂如老師
在堂上宣佈,鄰班來了一個插
班生,因她剛從上海到港,廣東
話不甚流暢,希望我們多與她
接近,並要友善地對待她。聽
完了櫉老師的介紹,引起了我的
好奇心,要看看這個人是怎樣
子的。於是在小息時候,悄悄
地跑到小四白班房觀看,很容
易便找到了目標,因為她是唯

一不穿校服的學生。她個子不高,圓臉孔,大眼晴,皮膚白溜,最矚
目的是她那對牛角型的束髮,上面系着漂亮的彩帶,我覺得她很活
潑可愛。後來知道她的名字叫羅君華。
    記不起多久之後,我們開始交談,她的廣東話其實說得不錯,只
是當她形容’少少’的時候,他會用上海話,音’eh,eh’來代替,
我們便立即取笑她。因為大家住的地方接近,所以很快我們便成了
好朋友,連同同班的袁大璐,我們三人每天都一起上學及放學,不用
上課的時侯,我們會結伴同遊,或在我家裏温習功課,偶而留下吃頓
飯,非常寫意。記得某天晚飯時,在餸菜中,她發現一隻小脚板,這
真的把她嚇壞了,但經過解釋後,她知道吃的是紅燘菓子貍,不但不
再害怕,反而覺得很有趣,無損食慾。她是個樂天主義者,從小便看
得出來。
    君華天生聰敏,領悟力強,在學業上,當然勝人一籌,加上寫得
一手好書法及充滿藝術細胞,在小六畢業禮上,她囊括了差不多八
成的獎項,真是風頭十足。而我因是她的好姊妹,在一次盛會中,亦
被邀到温金銘校長家中作客, 這是我畢生的榮幸。
    日子就在歡樂氣氛中很快的溜走,初中過後,我們分別轉了校,
各自忙於功課,及至中學畢業後,她考入了師範學院,為社會作育英
才;而我,則在商界工作。不久,她要結婚了,理所當然,我是她的伴
娘。随即,她便與丈夫回到羅省,做過埠新娘,理行相夫教子的神聖
任務。
    再跟她碰頭的時候是1982年在羅省,當時她已是三個孩子的
母親,一個離婚的婦人。從那時開始,她那與生俱來的樂天性格,
又再發揮了作用,令她的生命活得更堅強,更有意思。雖然病魔對
她並不友善, 但她仍然那麽正面及勇敢地去面對,她的信仰是她
的支柱。過去十年中,我與她完全失去聯係,最後一次見她是93年
在香港。知道她有病在身,自然有所担心,電話,書信,到訪都令我
失望。直至最近,展轉又展轉地,與她重新聯絡到,那份喜悅,筆墨
豈能形容； 更令我雀躍的是她最近接受了腎臟移植手術,非常成

功。醫生說她己經是個正常人,只要自已凡事小心,下次覆診時間
可延長至三個月。這確實是個天大喜訊,因為她可以遠行到溫哥華
探望她的媽媽,順道,她亦會重臨多倫多,與關心她的朋友們見面。
這個日子終於來臨了!去年十月,君華告訴我她的〝新腎〞運作良
好,醫生說她可以出國旅行；當時我們就立刻約定明年夏天,相聚
於多倫多。
    今年四月,我從香港回來後,給君華電話,準備與她相量多倫多
之行的細節,豈料聽到的是一絲低沉柔弱的聲音,說她患上了骨癌,
並已擴散全身,這是個突如其來的噩夢,簡直難以置信!細問之下,
才知道她是六個星期前發病,由于病情來勢洶洶,醫生已第一時間
為她的雙腳動了手術,把腳骨周圍的癌細胞剔除,減低擴散的速度;
但這個手術足以令她失去兩腳的活動能力,只能坐輪椅,上下床都
要別人幫忙,為此她同意入住療癢院,方便照顧。盡管情況是那麼
糟糕,君華仍然是樂觀勇敢地面對,盡顯強人本色! 
    我深知此時此地,她最需要的,是精神的支持和心靈的安慰,既
然約好相聚於今夏,不在多倫多,在羅省又有何不可?! 坐言起行,
我到達羅省那天正是母親節週日,當我踏進療養院時,第一眼看到
的是一個溫馨感人的場面;女兒,兒子,前女婿,媳婦,內孫,外孫等
共八人圍繞著君華,慶祝母親節,桌子上堆滿食物和禮物,充滿著歡
樂的氣氛;然而我觀察到君華那青白的臉龐上,雖然掛著彎月的笑
容,但眼眸裹卻隱藏著另一個景象。這個動人的場面,只維持了十
數分鐘,彎月的笑容慢慢地變成倒掛的新月,淚水從眼角滲出,她以
微弱的聲線說要回房休息;隨即便按鈴要求供應止痛藥;往後的日
子就是這樣的渡過。我祈求天父的垂憐!
    八月十三日,收到余瑛瑛的通知,君華就在當天中午時份安詳
地離世………
      〝 君華,一路好走,我永遠懷念您! 〞                                            

同學情同好姊妹‘作者:李雪纖 (素社)

主懷安息
 ˙67駝社陳奕順校
友丁母憂,陳校友的壽
堂呂月英女士,不幸於
2012年6月26日辰,駕鶴
西去,仝人等致以深切
慰問,祈望陳府各人節
哀順變。    

 ˙香港培英(58)立社
社友盧永茲於今年三月
中於美國德州病逝,願
主祝佑盧學長的家屬安
康。 

 ̇ 62素社羅君華於今年
八月十三日  主懷安息;
李雪纖有另文憶述。

真光校友

麗景園

好景園

嘉景園

彬駿園

高山園

松柏園

李耐宜老師,2012

年 9月2 9日於夏

威夷與世長辭 ,

享年98歲。李老

師是1934年仁社

校友,以其豐盛學

養回鐀母校 ,哺

育莘莘學子,在校主要教授物理

科。七十年代初,母校開設「培

英夜中學」,獲委為主任,輔弼校

政。1973年移民美國夏威夷,李

老師之離去,受業輩等均沉痛哀

悼,祈禱上主引領哲人安睡主懷,

祝願其家人節哀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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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歉意.希望

各位校友如獲悉上述情況,請通知校友會委員,進

行探訪及在本刊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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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踏入第1 2個年頭，今
期是2 4期了。編輯組仍是上屆委員繼續
工作下去，興幸得到不少校友們的勉勵，
熱心捐助經費及惠賜廣告，仝人等有如打
了一口强心針。同時又提供文稿，使本刊
誠為一冊有份量的印刷品，如本期有余
覺湛學長的小品，宋哲和的夏威夷見聞，
馮漢强的波蘭蝦餃惟利奇加燒賣遊記，
報導令人有如跟着一起去遊覽；溫世達之
風雨豪情四十年，道出他在人生道路的奮
鬥….。因此，我們將會更努力把這份工
作做到最好，才不負眾望是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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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商戶  索引
封面內頁：    太古金王朝 
                   厚泰印刷
封底內頁：    永富海產國際有限公司                   
內頁(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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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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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英校董會美金              $6000.00
李偉庭醫生美金                                                      $200.00 (捐助白綠楓訊)
方創傑顧問美金                    $200.00 (捐助白綠楓訊)
羅    穎校友美金                           $100.00 (捐助白綠楓訊)
朱巧儀校友美金                   $100.00 (捐助白綠楓訊)
西雅圖培英校友會美金      $50.00 (捐助白綠楓訊)
凱社無名氏校友加幣                $200.00 (捐助白綠楓訊)
鄧卿意校友加幣      $65.00 (捐助白綠楓訊)
司徒敏校友加幣      $35.00 (捐助白綠楓訊)
多倫多台山培英校友加幣     $150.00(捐助白綠楓訊)
譚健南夫婦贊助禮品
伍伯良夫婦加幣              $500.00
鄭忠文校友加幣              $100.00
立社同學們加幣              $500.00
馮國光校友加幣              $100.00
許先文校友加幣         $100.00(捐助白綠楓訊)
盧懿卿校友加幣         $100.00(捐助白綠楓訊)
伍伯良校友加幣         $200.00(捐助白綠楓訊)
黃金躉校友加幣              $100.00
素社同學們加幣              $400.00
陳致平太太加幣              $50.00
伍梓培校友加幣              $50.00(捐助白綠楓訊)
司徒敏校友加幣              $20.00(捐助白綠楓訊)
宋哲和校友加幣              $40.00(捐助白綠楓訊)
馬榮昌校友加幣              $100.00(捐助白綠楓訊)
李月顏校友加幣              $100.00(捐助白綠楓訊)
李雪纖校友美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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