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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活動

135 周 年 校 慶 晚 會

目 錄
• 135 周年校慶晚會

P1

• 燒烤日簡記

P3

•故

P4

鄉

• 華裔人仕參政的我見
• 做一隻快樂的鳥

P5
P6

當時只道是尋常
• 2014加美西遊記
• 爛尾旅行團

P7
P10

每年四月份是培英大喜的日子（ 今年本會的校慶聚餐會因各
種原因 把原定於四月十九日改為四月二十六日 由於部分委
員有要事而不能出席主持 遂再推遲 五月三日 一改再改
以 很多校友未能參與 結果 當晚只有九席賓客 是在李會
長帶領下唯一少於十席以上的一次。 今年適逢是本會改選新一
屆委員會 第廿一屆 選舉 是日六時半 先舉行會員大會
李會長 詞及陳述她任職期間的工作及祈盼來日校友們繼續協
助校友發揚白綠精神 四海一家。財政黃安法報告本會財政狀
況 希望校友能在財務上給予支持 雖然各委員都盡力節省無
謂耗費 可是每年發放信函及刊物之郵資十分沉重 所以會員
的年費調整 由今年四月份起年費為二十元 永遠會員為二百
元。會員一 通過。
七時十五分（ 校慶聚餐會開始 由馬淑華及陳尚賢夫婦領唱
國歌及校歌 黃 創副會長 歡迎詞及介紹兩位新加盟校友 香
港培英日社汪煒邦 廣州鶴洞，舌年名社鄧玉欣 並與會長合照
留念。今年是１０年憲社學長畢業２，周年鑽禧紀念 本會照往例
送紀念牌一個及免費餐會 可惜多位憲社元老都回香港 只
有蔡漢英及余覺湛兩位出席。２０年萃社畢業１，周年金禧 以前
他們參加餐會者幾近兩席 而今亦只有前主席姚季堃及李學騶
兩位而己
餐會進膳期間 先後再由馬淑華、陳尚賢獻唱民謠及世界
流行曲 本會熱心校友黃春和亦由渥太華趕到參與 與譚健南
太太合唱粵曲（ 以娛嘉賓 晚會 十時許結束 祝校友們身體健
康 萬事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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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盟校友汪煒邦(左二)鄧玉欣(右二)與會長合照

張瑞芳顧問(右二)致送紀念牌與
金禧元老李學騶(左一)姚季堃(左二)

伍伯良顧問致送給鑽禧元老余覺湛紀念牌

伍伯良顧問(中)致送紀念牌興蔡漢英鑽禧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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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委員選舉及互選委員責任結果
名譽顧問
會 長
副會長
文 書
財 政
總 務
康 樂
公 關
監 察

蘇棉煥醫生、蔡建中教授、
伍伯良學長、張瑞芳學長。
葉長蔚
黃 創 、植祥堅
侯倩儀 正
劉繼強 副
馮國光 正
黃安法 副
馮漢強 正
麥勵濃 副
胡志榮 正
陳 正 副
譚健南 正
李月顏 副
陳榮杰 正
周能思 副

小組成員
康樂小組
關愛小組
網頁小組
白綠楓訊
聨絡小組
學金小組

陳尚賢、馬淑華、黃春和、馮遂令
黃 創、李月顏、麥勵濃、葉長蔚
陳 正、劉繼強、侯倩儀
黃 創、黃安法、陳榮杰、侯倩儀
李素珠、譚健南、黃春和
余沛民、李雪纖、侯倩儀

新一屆選出的委員們合照

今日情懷

老校友致意

老人與小孩是幸福的一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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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 烤 日 簡 記
一旦踏入新的一年 校友會考慮去年所舉
辦燒烤活動的表現及結果 委員們都認同有續
辦的必要。故此大家研究今年活動大綱 議案
通過後 “肥傑”負責盡早向政府有關部門申
領活動執照 以免望門興嘆。
同時 大家檢討去年活動得失 吸收過去
的經驗 改進各項操作 務求辦得更稱意。以
往黃創有選購物料及其他準備工作經驗 故一
推舉繼續負責此項大任。當然 稍後所有委
員都從旁協辦採購其他燒烤的物料、用具等。
看來彼此合作協調 沒有什麽短缺麻煩呢
到了那訂下的日子 天意有助 天氣溫和
陽光不算太猛 確是夏日郊外活動的好時光。
校友們先後抵步 紛紛捲袖請纓幫助燒烤工作。
熱心校友馮漢強一如往年 捐助大蝦、青口、
三文魚塊 另外校友譚健南 在家中秘製飲料
及其他糕點 帶到場地與其他校友享用 加上
先前預購的鷄翼、豬扒、香腸等分量不少 需
在三個不同的炭爐及汽爐化費兩三個鐘頭來燒
烤。校友們接力料理總算不負熱心支持校友會
的一點的心意。
雖然燒烤化多個鐘點 可是在短短的一個
鐘頭內 所有食物加上三大巨型西瓜都掃清光
總之大家有過難忘的回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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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鄉

１－’彪社

宋哲和

我出生於廣東花都(原名花縣)（ 離廣州約２，公里。祖輩是從梅縣遷來的客家人 那時較肥沃
的平原田地都被那些講廣州話的” 本地人” 佔據了 外來的客家人只好落籍到山區丘陵較貧脊
的地方 因此客家人都很勤勞節儉 生活也地較貧困 所以有些客家人便去扛長工或到國外(如
東南亞、印度及美洲等地) 謀生。我幼年時(－，歲之前) 曾在故鄉去放牛或幹一些較輕的農活 能
體會到客家人的生活處境。他們愛唱山歌來傾訴 反影他們的心聲 那時候 我聽到也學會唱
客家山歌 現在很多都忘記了 有幾首仍還可以想起來的。
2，，舍年我已是7舌高齡到廣州參加培英建校－／，週年大慶 有機會回到故鄉 正是 「少小
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唐 賀知章詩
回鄉
偶書) 。原來家鄉已巨變 人多熱鬧而繁榮 生活大大提高。已普及教育 學校早已改用普通話(
國語) 教學 學生們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可是一出校門就都只講客家話了。他們都唱現代
的革命歌曲 上了年紀的鄉親們還能唱客家山歌呢 因此” 客家山歌” 會成為歷史文化了 ？
現將我還記得的幾首山歌的歌辭 用簡譜來表達山歌原來的曲調 力求盡量保持客家山歌的音
韻 以反影出當時的社會和生活狀況 便於大家鑑賞(見後附錄) 。
我定居多倫多已經／２年了 對加拿大亦有初步的認識。但讀到張金川作的” 加拿大” 詩
是一首長短句的近代詩 很有感懷與共鳴 於是便想到把它改編成七言詩” 加拿大頌” 協調
音韻 並將各段咐加上小標題 以便於欣賞和記憶。

加 拿 大 頌 詩 四 首
(一) 概 說

楓葉旗北美飄揚
遼闊國境資源富

(三) 國 度

生活豐足謝主恩
居住環境列優勝
附註６

(二) 美

加國是第二故鄉。
東西瀕臨大海洋 (－) 。

境

大瀑布(2) 浪花飛散
高入雲霄第一塔 (０)

(四) 感 懷

伺由博愛與平等。
歡迎世界眾移民。

祖國親如咱們媽
各族人和諧共處

(－) 大西洋和太平洋.
(2) 尼加拉瓜大瀑布.
(／) 安大略湖、伊利湖、休倫湖、密芝根湖及蘇必略湖
(０) 多倫多CN 高塔。 (１) 加拿大產草莓 到處都一樣美好.

4

南面五湖 (／) 景色新
雄偉壯麗洛機山。

加拿大是我的家。
到處草莓一樣花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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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裔 人 仕 參 政 的 我 見 54’憲社
本來華裔人仕參政是一件值得大家表揚讚美
的大事 愈多華裔人仕加入政界 做個清廉良好
的官 愈好 不論是在美國 加拿大 澳洲 歐
洲各大國 或其他南美洲的小國或東南亞國家
都是好的 這不單只表明華裔與其他族裔在當地
政府 有同等的資格（ 能參以研討 領導服務該地
的人民及改良當地政府的政制 更可以使當地的
人民對華裔居民得到尊重 得到平等公正的權利
與待遇 並且可以鼓勵當地多些華裔合法選民使
用他們的選舉權利 走出來選出合適他們的政府
政策及政府官員的良好問責服務 更可以減少世
界各地其他族裔的人民再有排華的趨勢。
今年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是安大畧省三
級政府官員的選舉日 安大畧省政府規定每隔四
年的第四個星期一舉行
華裔人仕自願被提名
參選者 十分踴躍 人數之多可謂空前未有 各
地市鎮的市長 鎮長 市議員 鎮議員 教育委
員的席位 差不多都有華裔人仕參與競選 各自
表述自己的履歷及政綱 親自到本區的居民住宅
或群眾聚集的地方大事宣傳 希望選民投票 得
到一席位 能夠被人民選出來為官 不單只可以
在政壇上 大起拳腳 作一番大事業 光宗耀祖
退休後更可得到一筆可觀的退休金 正所謂名利
兼得 就算落選了 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風光
忙碌了一段時間。
其實華裔人仕參政 遠在一九六零年前 多
倫多市已經有 Councillor Ying Hope 劉光英工程師
先被選為教育局委員 隨後被選為市議員 而加
拿大渥太華聯邦政府 中央政府
各省市鎮都
已經有許多華裔人仕參政 只不過為數不多 但
目前2，－０年參政華裔人仕很多 在聯邦政府的下
議院 (house of common) 內已經有四位保守黨議員
四位自由黨議員 十個省份內的省議員大概有超
過二十名 各市鎮的市長（鎮長 市議員 教育局
委員 更加多 大概有超過一百位華裔人仕參政。
最近十多年來 華裔人仕意欲參政者愈來
愈多 情勢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我們加拿大人在
加拿大參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要登記參選
市長嗎？只要你是良好的加拿大籍人民 年齡
十八歲以上 準備你個人的履歷 填妥一份參
加被選舉的表格 繳付兩百元登記手續費 如
果參選市議員或教育局委員 參選人的資格條
件與參選市長 鎮長的資格條件一樣 但只需
繳付壹百元登記手續費 立即可以成為候選人
因此毛遂自薦者 大有其人 這次參選多倫多
市長一席位的人竟然有六十七位之多 其中有
七位是華裔 全部六十七位候選人 只有三位
候選人比較突出 這三位就是 Madam Oliver
Chow（ Mr. John Tory（ Mr. Douglas Ford（ 當中的
Madam Oliver Chow 鄒 蕙 是一位華裔女士。
這三位中只有一位能被選出來成為下屆多倫多
市長。參選市議員的候選人 人數也不少 多

5

余覺湛

倫多市有四十四個選區 候選人有超過二百多
人 其中有二十多位是華裔人仕。在安大畧省
內其他三級政府的參選人數也很多 尤其是萬
錦市 Markham) （ 市長候選人共五位 沒有華
裔人仕參與 市議員方面 一個大選區內候選
人八位 其中五位為華裔人仕 其他八個小選
區 參選者有五十人 其中有十七位華裔人
教育局委員參選者有三十七位（當中有七位是華
人。讀者可能心中有些疑問 為甚麼有那麼多
人出來參選呢？原來凢是參加為候選人者 在
競選期中 參選人所化的費用 不論是自己拿
出來的金錢或向親友公眾籌到的欵項 其中大
部份的費用可要求政府的選舉委員會償還 例
如 一位參選市議員或教育局委員的候選人
在競選期間縂共化費了一千元 在選舉過後
可以收回二百二十五元 再加上七百七十五元
的一半 即是三百八十七元五角
大約是全
部費用的四分之三欵項 在選舉後 參選人可
以向政府選舉委員會索償 換言之 參選人只
需化費四百八十七元 五角 就有機會成為市議
員或教育局委員。所以有很多人參政的目的
好像只求一份聀業 為了將來增加在社會上的
名聲和希望將來有豐厚的退休金 得到名利的
益處 這些候選人中許多未顧及自己加入政界
的真正目的 正如目前在這參選人群中 就有
在社區團體內做醫生的 只顧參選的事務而未
盡醫生的責任 常常到診所坐診 縂是遲到或
早退 隨時把回診所的時間表更改 使病人無
所適從。更有些新移民剛宣誓成為加拿大公民
不久 英語尚未通曉暢順 對自己代表的選區
內情況不清楚 不知道居民的需要 以為在該
區的華人群中 有親友或華人捧吹就報名參選
更有些半退休的華人以競選作為消遣 殊不知
這些參選人所化的費用是我們納稅人的負擔
本來人民參政的目的是為了替人群大眾服務
謀求改進政府的政制 及措拖 使人民生活臻於
安居樂業。有些參選者只是為了參政而忘記了
自己個人的修養 道德 資格 能力 學識
只做作一些表面工夫 盡量設法參與社團活動
假裝為社團籌欸及做一些義務工作 以增加自
身的知名度。筆者認為凢有意參加競選的人仕
必需先修身 再齊家 自己有良好質素 信實
不能有一口兩喞 要有人生的經驗 不能自高
自大 不吸毒 然後真真正正才有資格參加競
選 否則就算僥倖被選出來為政要人物 既不
能代表該地區的民意 更為害社會 反而浪費
納稅人的公帑。 我們作為選民 應該預先看
清楚 想好 多多考慮 那一位候選人才符合
我們的意願 不要輕信參選人或其他人的影響
到了十月二十七日選舉那天 希望你投下你神
聖的選票 選出真正良好的官員。

Pui Ying 2014_28:Layout 1 18/11/14 3:24 PM Page 6

校友來稿

做一隻快樂的鳥
也許是母校以鷹為校徽 從小學開始就喜歡鷹。
愛屋及烏 愛鷹及鳥 自然對其它禽鳥也延生
兼愛之情。只要是鳥 無論大的 小的 嬌柔的、
還是蒼樸的 我都愛看上幾眼 總覺得牠們是上帝
的恩寵 能跳能走 能飛能唱 羨煞只懂得「腳踏
實地」的凡人。怪不得飛機研製者韋德兄弟不怕粉
身碎骨也要試騎鐵翼 古希臘神話故事人物艾卡樂
斯寧冒生命危險也要插翅高飛。
我雖然不常參加觀鳥活動 偶爾也愛在郊野公
園或水塘湖濱靜看群鳥飛翔。多年前遊歐洲 印象
最深的並不是倫敦國會的大笨鐘 也不是巴黎紙醉
金迷的香榭麗舎大道 而是維也納湖畔擅飛的野鴨
和日內瓦湖渡頭懶飛的天鵝。躺在微傾的堤岸上
一邊餵飼 一邊感沐禽鳥的傲慢和自由 很容易就
坐上了半天。終於 我發現了一個秘密──世界上
沒有一隻鳥是不快樂的。
這一發現原沒有甚麼意義 然而每當想起香港
年輕的一輩 又不禁令我百感交集。
記得年前 曾有調查報告顯示 只有百分之五
的香港青年人認為自己活得快樂 是東南亞鄰近國
家之中 快樂指數最低的地區。換言之 絕大部份
的香港青年人都不覺得自己活得快樂。的確 當我
們翻閱報章新聞 一就是狂野派對大行其道 軟性
毒品殺入校園 一就是街頭運動此起彼落 以亢奮
的激情衝擊社會秩序。說明了不快樂的青年人正渴
望用出格的方法 得到精神上的滿足。魯迅先生《
藥與酒》一文所說 一千八百年前 魏晉文士以服
藥飲酒追求快樂的神仙境界 情況相若。歷史的錯
誤是永遠重複的。
年青人活得不快樂的原因很多 而且也因人而
異。調查報告說 考試壓力 交友困惑 前途黯淡
置業困難 缺乏能力去改善生活等等 都是苦的主
要源頭。

7／’和社

高繼標

問題是整體社會忽視了對下一代的適當關顧和
培育 由政府開始 社會各方所鼓吹的是一種功利
主義的文化和價值觀 流風所及 學校教育也適應
時務 趨炎附勢 變相鼓勵青年人放任激情 把複
雜的情緒化為政治的控訴 把個人的怨憤反射在非
理性的訴求上。年青人的不快樂 是因為政府缺乏
識見和長遠的管治策略 沒有幫助年輕人把苦茶喝
出甘味來。
作為老一輩的培英人 我們大都經歷過艱難的
生活 但從沒有仇富心態 生活在沒有民主選舉的
殖民時代 但安份守己 亙愛共融。因為我們相信
靠著努力苦幹 用咕哩頭的精神 用務實的生活態
度來創造自己的幸福。
鳥為甚麼時時刻刻活在快樂之中？因為鳥能飛
在高處 俯瞰整個世界的勝境 因為鳥不受環境的
影響 可以自由自在地找尋屬於自己的樂土 因為
鳥有廣闊的眼界和視野 高瞻遠矚 清楚看到自己
的前路 因為鳥有飛、潛、走、跳的本領 可以縱
橫馳騁 笑傲江湖 因為鳥對美善的價值有期盼。
作為年長的一輩 我們有否在青少年成長的過
程中 教他們學飛鳥一樣的充滿自信？有否引導他
們去找尋一片祥和興睦的樂土？有否啟發他們對國
家民族的認識？有否教他們在課本以外追求個人的
志趣？有否向他們講過一些飛渡關山 浮過生命海
的勵志故事？
說句坦白的話 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長大後都能
夠成為科學家、律師、醫生、會計師 甚 不一定
可以升讀大學。但是 只要你從現在就告訴他 她
人生的目標是要做一隻快樂的鳥 要培養「會當凌
絕頂 一覽眾山小」的胸襟氣慨 要培養踏實而崇
高的志向 要讓自己跳出成見 有為有守 那就不
管做哪一行哪一業 都是一個開心快樂的人了。
一生何求？

當時只道是尋常

２１’斐社

周能思

多番催促才姍姍來遲（ 有時在上課中途（ 乘老師未有察
覺（ 爬上鞍馬休息談天。高中開始 女生上家政課
男生則繼續上體育課。我們家政課第一個功課作業是
用尼龍線編（ 梁石峯老師（ 就慶幸這一生能遇到許織成
草袋 此乃當年流行時款袋 我們每個女生 人手一
個 引以為榮 顧盼生姿 後來又用毛線勾成大塊星
狀圖案 帶回家給媽媽墊在電話底作裝飾 家人珍而
重之 一直保存 九十年代
年我到夏威夷
探望郭太惠同學 赫然在她家中見到一塊一模一樣的
電話塾 大家相視會心微笑。最後一年學習烹飪 用
麵粉製成麵條 試食時感到難以下嚥 正在踟躕之際
見到剛上完體育課的男生 隨即引"郎"入"室" (課室)
將麵條吃個清光。
翻開斐社同學錄（ 讀到溫金銘校長的序言（ 傳授
讀書方法（ 陳鑾佳老師以"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勉勵我
們（ 念及循循善誘 孜孜不倦的李耐宜老師（ 陳達之老
師（ 趙成德老師（ 杜鑄安老師（ 方鏡熹老師（ 鄧超昉老師（
陳光遠老師（ 熊慶麟老師（ 呂和祥老師（ 譚廣德老師（ 譚
嘉心老師（ 李權老師（ 李榮晃老師多愛護我的人。

近日同學敘會時都會提起明年便是我級
年
斐社畢業離校五十週年 思想一下子飛回
年
我入學時的巴丙頓道培英中學 那時校喟是新建的
樓高七層 十分宏偉 舊校喟是般含道
號 用作
小學部。當時的學生大部份來自西區及香港仔區 每
日清晨由西邊街步行上斜路返學一定會遇見同學 有
些同學比較矜貴 由大人領著上學 未曾聽聞有汽車
接送上學的學生。那時路上汽車不多 "波牛"同學盧
德溪常常都是一邊走路 一邊踢著球返學的。學校建
在山腰 背山面海 巍然聳立 四周是民居 般含道
種有木棉樹 每次經過時我總會偷偷察看有沒有棉花
可以收拾做抓子袋。走上長長鐵欄桿扶手樓梯（ 進入
校門就是大操場（ 二樓有小食部（ 低層是初中級課室（ 高
中級課室在高層（ 望著學長背住書包拾級而登的背影（
心生羨慕。我們的班房是寬敞的（ 牆壁雪白 玻璃窗
明亮 木桌椅整齊地排列著 靜待我們來上課。
那時的女生比較嬌縱 上體育課前先到女更衣
室換上白色運動短褲及運動鞋 白飯魚
順便講些
心事 或示範最新舞步 待黃耀華老師或陳英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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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稿

2014 加美西遊記
來加國已０１載 退休也八年了 以前每次
遠行出外多是探親之旅 匆匆忙忙 以及種種
原因（ 以 很多名勝地方俱未去過 今秋下定
決心 趁雙腳仍能健行 搜集資料後 遂報名
參加大班旅行社之 加美西部十六日巴士遊 。
八月九日晨 女兒文珠送我夫妻兩到太古
車場登車 全團共１０人 全部都是華人 其中
一半是講國語。袁導遊以粵、國、英語沿途講
解一切 並向各人預收餐飲景點導遊等費用。
車由０，，及２舍公路北行 中途在百利生小休
－2時半到達礦石城西百利 於皇帝餐館食自助
午餐 餐飽後 前往參觀著名聳立山丘上之五
分大鎳幣。當年我是居於距此城市－2，公里之
北灣 先後到過這裡九次 於舍2年曾和雙親遊
觀地下礦井和北方科學館等。這一次只停留半
小時便沿－7號公路西行 蘇聖瑪莉市。先行到
超市構備早晚餐 入住蘇聖瑪莉河畔之酒店
安置行裝 與小萍妻沿河邊慢步 河寬天晴之
黃昏 景色優美 一河之隔 對岸便是美國
以前到美國曾路經此市兩次 所以仍有些印象。
十日晨七時半登車 －7號公路沿著蘇必略
湖岸蜿蜒穿過樹林北行 早上 湖中的小島籠
罩著薄霧如仙境。十時許抵華華小鎮 於路旁
之遊客中心小休 並拍攝／，尺高的大雁。下午
一時到白河小鎮 午餐在A 〞 W吃漢堡飽。其
後西行於地理斯灣旅遊中心索取加國各省地圖
繼續沿湖岸西行 四時半抵達雷灣 先遊泰里
霍斯紀念公園 遠眺胡景市容 這是安省西北
最大的港口城市。入住酒店 以意大利薄餅作
晚餐 此酒店之泳池甚大 且有旋轉滑水梯
最合小孩玩樂。
十一日早上七時半車沿－－公路西行 是日
天氣較差 有微雨 公路兩旁都是樹林 疏落
有農家牧場 沒有好景可拍。車行較慢幾近一
小時 於－－時便在載頓小鎮之麥記午膳 後繼
續西行 安省西部最大最西之小鎮靳瑙垃 市
內湖邊公園有／，尺高之大鮻魚 因為此市湖泊
甚多 建此景點以吸引釣魚客也。稍後越過安
省進入緬省 轉駁一號國家公路 約行兩小時
省會溫尼伯市 先行 皇家鑄幣局參觀 大
開眼界 我夫妻兩共捧金磚合照留念。其後行
平民市場 晚膳在唐人街金冠酒家 七餸一湯
圍菜 菜餚很好 飯後去觀賞中華文化樓 亭
台樓閣 倒映水池 景色甚佳。是晚住市心酒
店2／樓 居高看溫市夜景 燈色輝煌。
十二日 八時許去參觀緬省議會 建築古
典精美。其後 沿一號公路西行 賓敦市之快
餐店食三文治 隨後便進入沙省 沿途開始是
廣寬平坦之田園風光 間中見有牛群 藍天浮
雲是一幅原野美景。三時到沙省省會利載拿
參觀皇家騎警總部 了解明白各情 然後到省
議會大樓巡視 大樓亦是古典建築 對正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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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蔚社 麥勵濃

邊花園 百花盛開爭艷 團友在此拍攝了很多
美照。六時入住市心酒店 預早約定七年不曾
見面英蓮表妹來接我倆去食意大利粉及遊街
然後回酒店促膝長談近況。
十三日早上六時於酒店大堂用早餐 七時
登車繞過沙斯加頓 沙省邊界之羅列明尼小鎮
午餐 其後沿－２公路西北行 全程都是一遍平
坦的麥田。下五時到達亞省加國最大的愛明頓
西大商場 內有著名的室內衝浪泳池 溜冰場
等設施。商場有上下兩層（ 有衆多店舖 大統
華也有分店在這裡 貨物價錢比多倫多為貴
在越南餐館食牛肉粉一碗要－０元（ 於麥咸才
２元 八時許返酒店休息。
十四日晨早六時便上車從2號公路南下
中途於紅鹿小城麥記吃早餐。十時便抵達卡加
利市 登上市中心高塔上 天色晴朗 卡城四
周景色盡在眼臁 腳踏透視板下 清楚看到人
車來往。從塔上下來 與相約留鳳姑婆來 接
往唐人街午膳短聚長談 2，－2年舍月 我倆曾
飛來卡城探訪她 。 －2時 她送我們歸隊繼
續西行入洛磯山遊 約兩小時先到文尼獲加湖
遊船河 高山湖水相映 風景美極了 其後回
到班芙鎮乘登山纜車上山 高處俯瞰 一。覽
衆山和班芙鎮 可惜天陰兼已是黃昏（ 以 拍
攝不到好景色照片。下山後 去看弓河瀑布
據聞昔日瑪麗蓮夢露拍 大江東去 就在這裡 。瀑
布水流量較兩年前壯觀。是夜入宿班芙酒店。

登高山冰川的特種巨輪車

仙境般的露易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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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來稿
十五日六時摸黑在大霧中上車 北去積士
栢公園車行約一時卅分到遊客中心 再轉乘特
種巨輪車駛到高山冰川上 眾人下車實地體驗
寒氣迫人的晶瑩冰川景緻 更有人用樽盛載一
些由冰川融解的冰水作紀念 車又再行二十分
鐘到新建成的透視天空橋 以玻璃建在地面凸
出山岩上 可俯視腳下深谷流水 膽小者確實
有心驚膽震。逗留約一小時半 回去露易絲湖
遊客中心品嚐牛扒午餐 然後瀏覽露易絲湖
湖水平靜碧藍 遊人衆多 因前年曾到此地
是以自拍攝一些景照 卻忙著為團友拍攝合家
照。下午四時再啟程西行一號公路深入洛磯山
沿途高山深谷急流 九曲十三灣隨山勢起伏而
行 十分驚險 景色絕佳 其間獵取不少美景。
七時進駐三文灣小鎮酒店 晚膳往一街之隔的
「甄氏餐館」吃廣東炒麵 肉料多而麵香脆（ 才
十二元 抵食
十六日 旅行團之行第八日 六時吃早餐
七時登車往錦祿市 參觀洋參專賣場 有所認
識 參茶一百元三大包。續向西行 沿途又是
懸崖峭壁 雲霧繞山 湍溪直瀉 手不停地搶
拍美景。中途於小鎮用午膳小休 後直奔北溫
哥華市政府三文魚幼苗殖場 眼見三文魚於急
流跳躍逆流而上 增廣見識。隨後遊溫哥華之
史丹利公園之圖騰柱及煤氣鎮。五時半入住列
治文市近機場之酒店 晚餐在酒店側之七號碼
頭 臨近河邊食西餐 別有一番風味。八日加
西之旅在愉快氣氛下完結 不參與美國旅遊的
團友（ 翌日便乘飛機回多倫多或作自己逗留自由
行。
十七日 加西團只有十三位留下 而昨日
由多倫多飛抵之新團友 又補滿全旅遊車 一
起開始美國之行。是日六時上車過美國海關
下車檢查約四十五分鐘出閘。車行１號公路 十
時半到西雅圖市中心之碼頭市場 作自由參觀
和自食午膳。 西雅圖這是我倆第九次到來
六九年移民來加時便在西雅圖入境 停留三天
探訪公婆舅妗等 這次因時間短促而不知會他
們 。餐後乘坐水陸兩用車週游市區和下水
在湖心觀看房屋隨山坡興建有層次。下午二時
再上車從舍，號州際公路東行 不久便進入乾旱
盆地 沒有大樹林 山丘黃色有如荒漠 他們
用抽水機灌溉變成綠色田地 而風力發電機滿
山頭 形成一片人為地理景觀。六時半到斯
卜根北京樓晚餐 亦是旅行團的例牌餐 七餸
一湯白飯任裝 。八時返回酒店 酒店的外型
甚有特式 趁日落前搶拍幾張靚景照。
十八日晨早進食早餐 七時便登車繼續行
程 沿舍，號公路東行 向懷俄明州之黃石公園
前進 一路湖光山色不絕 行走於洛磯山地區
中（ 中途在密斯蘇拉小鎮麥記進食 六時半到達
西黃石鎮 入住西門客店 安置行李後和印藉
華裔女團友行街 遊人如鯽 入三熊餐廳等待
半小時 嚐食三十元一客之野味牛扒 別有風
味。
十九日食過早餐 七時便上車 約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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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 便由西閘入黃石公園 是日陽光普照
公園內到處都有地熱噴氣處處 熱泉漫流 星
羅棋
著定時或不定時噴發的間歇泉 亦有
只會冒氣而不噴發的蒸氣孔 Steamgeyser 。
然後去觀看有名的「老忠實噴泉( Old Faithful
Geyser) 該噴泉約舍2分鐘自噴一次 每次歷
時０分鐘 噴出水植高近０，公尺」。衆遊客早
已圍繞坐著等待噴射 當泉水噴發時 有如萬
馬奔騰的震聲響 滾熱的水柱 升 高空遇冷
凝結成白色的雲柱 加上陽光的照耀 閃出七
色的彩虹。待噴發完畢後 旅遊大屋午膳。黃
石湖 湖面廣闊碧波藍天 好一片美景 沿湖
岸有很多地熱泉 水少的地熱泉 泥漿滾沸
有如煮杏仁糊 空氣中含有很高的硫化氫H2S
硫磺味甚濃 沿岸邊要隨木板路徑而行
免生危險 外上了一課自然地理。 六時回到
西黃石鎮 行街及買些禮品 再去品嚐野牛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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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
食過早餐
如常在七時
登車開始這
天的行程
車再入黃石
公園 向北
行抵密廸生
地熱 及最
北的地熱泉
由山頂慢步
行木板徑而
下 沿途欣
賞不同年代
地熱噴發形
成的地質景
觀 各種顏
色變化 多
姿多彩 奇
形怪狀 嘆
造物主的偉大 及抵達山下 旅遊車早已在等
待 團友各自到旅遊屋買禮品及午膳。車由北
閘門駛離黃石公園北行 轉入舍，號公路東行
六時半抵達喟爾丹小鎮 投宿假日酒店 按置
行李於房間 到對面街「龍城」吃中式自助餐
餐房整潔 食品亦有水準。飯後到街上逛超市
及商場。
二十一日 前往遊覽著名的魔鬼塔 Devil
Tower 奇石 魔鬼塔位於懷俄明州與南達科
他州交界的黑山森林區 貝利福奇河附近 石
塔是億萬年前火山爆發經地質變動形成六角形
石柱 河岸拔高／舌０公尺 基座直徑／／０公尺
是世界著名的六角形玄母岩石柱 圍繞路徑一
哩多 是日天色晴朗 陽光普照 近看石紋清
晣 石柱拔
地聳立 非
常雄壯 表
現粗曠完美
線條的地質
景觀 十分
吸引人的
香港西貢
萬宜東壩附
近的地質公
園亦有這種
美麗的六角
柱狀凝 。
由停車場
山腳繞行一
圈約一小時
其間亦獵影
了不少奇景
照。是日午
餐在途中麥

記解決 在前往黑山森林在南達科他州的另一
勝景地.
四總統石像 途中忽然下著滂沱
大雨 所以先入場觀看介紹電影 然後各自找
尋以山上總統石像為背景拍攝留念 近觀石像
甚為雄偉逼真。傍晚到立栢市晚餐 入住八層
高的酒店 中空掛上燈飾 顯示出美觀形態。

二十二日車先向東行 窩鎮才吃早餐 這
小鎮大街景色特別。大餐廳內早餐收費每客
$－， 可是咖啡只收費五仙。下午二時到達密
蘇里河畔旅遊中心 俯視河景橋樑 大江南去
景色不俗。再去密歇爾鎮之玉米宮觀看 它是
一大演奏劇院 內外用玉米桿砌整出美麗的圖
畫。大街上滿 很多小食攤檔 販賣牛肉飽及
熱狗 在街中踞木檯而食 烈日照映另有一番
情調。再沿舍，號公路東行 兩旁是一片平坦的
牧場 景色十分單調。到達亞拔李小鎮已是黃
昏六時 以中式自助餐作晚餐 其後再上車
羅徹斯特入住假日酒店 此城雖小 但大街上
高樓大廈林立 人車之多 有如大城市。原來
這裡有著名的醫院 是以美容療養的專科云。
二十三日於酒店登車南下去芝加哥 天色
欠佳 一直是天陰大霧 九時才在公路的休憩
區麥當勞用早餐 繼續行程 由 哈機場那兒
入芝城 遇上交通擠塞達一小時。原定登上大
廈頂層觀看芝城全景和坐船遊芝加哥河 因大
霧及暴雨而取消 改為逛美西百貨公司及海軍
碼頭商場。晚膳於華埠富麗華酒樓 然後入住
小鎮酒店。芝加哥我倆先後已有2０次旅遊記錄
２舍年首次由雙親帶來 在這裡親友眾多 祖父母
之山墳亦在這裡 而雙親的弟妹亦定居於此。
二十四日 是旅行團最後的一天 早餐後
車上密之根州舍０公路東行 十一時抵安哈巴市
按排在亞洲城用自助餐 菜式很多而豐富。及
後在底特律免稅店買酒 再返回加國的溫莎市
海關 我們不必下車檢查 由一女移民官登車
查看各人的護照便放行 車沿０，－公路東行
中途在倫敦市小休 抵達萬錦市太古車場 已
是下午七時半 兒媳到來迎接 同赴晚宴洗塵
十六日的加美巴士遊 增廣見聞 大開眼界（
愉快平安返抵家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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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旅行團祇有一位領隊和一位團員 是
夫妻檔自由行。有關機票、火車票、酒店及長
途旅巴和機場巴士的接駁等 都是从網上取得
班次時間表和資料作好安排後 再於網上訂妥
一切。旅程前往的地方並不熱門 比較偏僻
是度身訂做的南歐三國五地十八天遊 包括波
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 Bosnia and Herzegov）
ina 的默主哥耶 Medjugorje
克羅地亞
Croatia 的杜邦域 Dubrovnik
意大利
的聖喬瓦尼羅通 San Giovanni Rotondo
蘭斯安奴 Lanciano 和洛雷都 Loreto 。
這些地方全部不是大都市而是小市鎮 是天主
教徒嚮往參臨的聖地 需要接駁多次和多種交
通工具才能到達 所以每埠的到離時間、班車
接駁都要掌握得很好才成 否則一子錯 滿盤
皆落索 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 流落異鄉。
十月八日傍晚 名不虛傳的 地利航果然
依時往跑道奔去 其後乘坐的數班 航 亦不
負所望 準時起飛 。飛機餐 酒水服務及養
眼程度都較加航好很多 但遜於荷航KLM。
翌日早上八時抵達維也納機場 有四小時
的轉機空檔 足夠時間去瀏覽這個機場一翻
可以介紹的就是這裏設有巨型斜背床椅、睡床
和免費上網的私人空間 為轉機者提供不少方
便。下午弍時許到達了克羅地亞的杜邦域機場
細小且無空橋聯駁到機場大樓 但未到過很有
新鮮感。乘機場專線巴士到市中心長途客車站
再轉乘長途客車四小時後 於晚上九時許到了
此行的首站默主哥耶。離多倫多起計共花費了
約廿一小時。
默主哥耶是聖母 天主教 最近一次
－舍舌－年２月2０日 顯靈於世上的地方 向四個
村童多次顯現和預言 而今村童已長大 被稱
為神視者 迄今仍公 聖母每週給他們的最新
啟示和訊息 有教徒在這鄉鎮見過不同的天文
異象或身受不同的感應。這裏的地標是聖詹士
大教堂、教堂後的露天彌撒廣場與及聖母像。
在大教堂 苦路 (天主教名詞)圓圈的中心
有一個六米高的銅製耶穌苦像 苦像右大腿近
小腿處不停地有液體 很慢很慢地从銅像中滲

出 信眾們排隊用潔淨小布 醮擦液體回家。
銅像此部份現被揩擦到在陽光下特別耀眼閃亮。
臨此地不上聖母顯現山和聖十字架山 實
是有枉此行。此二山亂石鱗峋 無山路可尋
只能在亂石之中找尋攀爬之途或循先行者的步
印努力向上。山不很高 但足以折騰鮮有運動
的人仕 經二小時多手足並用才到達聖母顯現
給神視者的地方。翌日 又是手足並用地費了
三個多小時才能攀爬到矗立着十字架的聖十字
架山上。氣喘之餘 見到巨型十字架和鳥瞰到
整個默主哥耶 就是登山的獎品了。
十四日晨早六時乘長途客車回杜邦域去
預算小住二夜遊覽完這個地中海之珠 人口二
十萬 卻能吸引遊客年超二百萬 十萬噸級或
以上的郵輪紛 沓來 後 於十六號晨啟程往
意大利去。誰知十五日晚 飯前心胸部位突然
劇痛不止 加上近三天來食慾不振、便秘和間
有嘔吐 經十四日中午到埗時找得醫生到診後
仍覺不妙。於是立刻坐計程車到醫院去。
後事如何？結果是即動手術及往院七天
旅行團爛尾了 餘下的意大利三地行變了在醫
院黯然渡過。出院回到酒店往了两天後 才啟
程經 地利的維也納和波蘭華沙 托上天福安
回多倫多。

聖詹士大教堂晚上露天
原計劃前往意大利三地的
聖喬瓦尼羅通 San Giovanni Rotondo
是參
聖已故和曾現耶穌五傷的比 神父 皮 神父 。
蘭斯安奴 Lanciano
地聖堂的耶穌血與肉。
洛雷都 Loreto

Medjugorje默主哥耶地標：聖詹士大教堂與聖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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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參聖存放於該

是參聖聖母瑪利亞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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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路登聖十字架山
於聖十字架山遠眺默主哥耶

登聖母顯現山進口

銅像右大腿被揩擦到在陽光
下特別閃亮

矗立顯現山上的聖母像

鳥瞰杜邦域(Dubrovnik)

雜物室?錯!

手術室?無錯!

方圓不外二公里的古城和城牆，每年吸引遊客逾二百萬

太大隻 影唔晒

每天都有一至二艘不同的郵輪停泊 KONZUM是超級市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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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粵語你可能唔知嘅嘢!
在全國七大方言中 粵方言是最古色古香
的 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漢語詞彙和用法 像“
企” 站 、“食” 吃 、“行” 走 、
“頸” 脖子 、“渠” 他、她 、“晏”
晚 、“慳” 節省 、“無” 沒有 、
“銀子” 錢幣 、“卒之” 最後 、“姑
勿論” 且不說 、“於是乎” 於是 等等
讀起來儒雅之
白話文早就沒人這樣用了
可在粵方言裡 還大行其道 成為市井坊間的
日常口語 甚 連“嗟”、“噫”這些古漢語
中的感歎詞 廣州的小孩子也常衝口而出——
“嗟 怕乜？” “嗟”白話讀作“車” 含
否定之意 “怕乜”即“怕什麼”。 “噫
好肉酸 ” 人們通常誤把“噫”寫作“咦”
其實在粵語中 兩個字是不同的。“肉酸”意
即“難看”。 使人不禁拍案驚奇。
廣東人裡有不少中原世家 古風餘韻
雖廢猶存。在臺山人的家庭裡 媳婦把家婆稱
作“安人”。安人 從宋代開始就是正從六品
官誥命夫人的封號。除了臺山 據說在花都、
從化一帶 也有稱家婆為安人的。好比如我南
海人的奶奶就被晚一輩稱為“二安人”。聽起
來頗有點官宦人家的派頭 也許 這就是“祖
上也曾風光過”的遺痕吧。
有人認為 粵語形成于晉代 所謂“北
人避胡多在南 南人 今能晉語”。西晉時發
生“八王之亂” 繼而出現“五胡亂華”的局
面 這是一個北人南遷的高潮。故廣東人“
今能晉語” 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但清代廣
東著名學者陳灃認為 廣州音最切合隋唐音
最方便閱讀古文。他寫過一本《廣州音說》
專門解釋其原因 “蓋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
廣中 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
最近對粵語的日常方言字詞做了些查出處。
原來廣州話的日常用語那麼多字詞系古語來的。
且都能在古詩詞找到
啖 飲啖湯——喝口湯) ６ 樊噲覆其盾於地
（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
——《史記•項羽本紀》
閂 閂門——關門) 粵語常用詞６閂門（閂
水喉。閂總掣閂字是在南宋的書裡找到這個字
的.
將已二更時候 左右人家多已閂門閉戶。
——清•李雨堂《五虎征西》
傾 傾蓋——談話
傾蓋為正字（現大多
數廣州人都讀成了傾計。傾蓋在粵語裡之意為
相熟老友交談之意.這個詞也是古語活化石之一
（最古可以追溯到戰國了。傾計其實應為傾蓋。
戰國時期的馬車是有門和頂蓋的（路上遇到朋友
（就會停下車來（兩車相靠。車上的頂蓋相互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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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古語裡傾蓋指老朋友相遇而交談之意。
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史記•鄒陽魯
仲連列傳》
畀(畀你——給你) 很多廣州人往往把"畀
"字寫成"比"字或"俾"字（這是錯的。還有把"被"
和"畀"搞錯用法的。“畀"字在古語裡是給予和
託付之意。查古書資料（"畀"字在先秦和兩宋出
現。
彼姝者子（何以畀之。——《詩•鄘風•幹旄》
多謝(謝謝) 這是最常用的粵語之一。多
用於喜興日子（喜事上說。
多謝好風吹起後 化為甘雨濟田苗。
——唐.李中《夏雲》
望 看
望為通假字 有多種含義。粵
語的望是釋作遠視 看遠處之意。和“睇”的
用法不同。常用詞 望見 望吾到邊。眼望望。
望下先。
高亭望見長安樹 春草岡西舊院斜。

見

——唐•王建《郭家溪亭》
睇(看) ６ 粵語常用字之一 如 睇戲
睇書等。是指較近的目視。
撫斯圖以睇視 久延 以徜徉。

睇

——明•何景明《畫鶴賦》
樽(瓶) 粵語常用詞。如６酒樽（啤酒樽。古
語裡（樽字是特指裝酒的容器.瓶是比樽大很多
的（特指比缸要小的容器。粵語也有把花瓶稱作
"花樽"。
愁憐粉豔飄歌席 靜愛寒香撲酒樽
——唐•羅隱《梅花》
抑 或者
抑為通假字（有多種含義。粵
語的抑的釋義是供可選澤時的用詞。或詢問眾
人意見時的用詞。粵語常用抑字後加多個語氣
助詞"系"字的如６抑系去邊度吃飯。抑系今晚去
唱K等。
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清• 林覺民《
與妻書》
定(還是) 粵語常用字（如今晚去飲夜茶定
宵夜；今日定後日等。是用在兩種選擇中時用
的最多。
不知西閣意 肯別定留人；——唐•杜甫《
不離西閣二首》
犀利(利害) 粵語常用形容詞之一。“犀
利”是形容某人的能力很強 如６你就犀利啦。
佢好犀利。古語裡犀利拆來解是 堅硬和鋒利。
犀利指兵器堅硬鋒利和和指能力強大的形容詞。
吳兵甚犀利 太白光突兀。日已費千金
廑聞侵一撥

Pui Ying 2014_28:Layout 1 18/11/14 3:25 PM Page 13

資訊

——唐•陸龜蒙《雜諷九首》
佢 他
佢同“渠”。多指水渠 首領
他之意。粵語常用人稱代詞渠 就是他之意。
莫掩夜窗扉（共渠相伴宿——唐•白居易《
北窗竹石》
企(站) 粵語常用動詞（如６企街、系度、站
立之意。"企"字是很古老的古語之一（在南北朝（
漢朝時以經有了。唐詩裡也很多用"企"字。
日夜企而望歸。——《漢書•高帝紀》
今朝(今天早上) 粵語日常用得最多的方
言之一（大約是指上午２）7點的時間。的本義是
指太陽剛升起到月亮完全消失前的時間。今朝
一詞在唐詩與宋詞裡也是用得最為之多的。
今朝陽始生 在易得來複。——南宋•陸
遊《己未冬 》
僆仔、女(未成年的少男、少女) 粵語大
多數讀６靚仔（靚女。粵語裡把在幼兒期的叫作６
細路（讀書的和未成年的稱作僆仔。這個"僆"字
源于古時的 緯書《春秋說題辭》（僆是指雓雞
到成雞前的小雞。
未成雞僆——《爾雅•釋畜》
後生(年青人) 粵語常用後生仔（後生女來
指年青人。生一詞為通假多義（在唐詩裡用得很
多的後生其釋義是年青人之意。
宣父猶能畏後生 丈夫未可輕年少。——
唐•李白《上李邕 》
細孥(幼兒) 很多人寫成了細路（正字實為
細孥。為假字６古時字典裡是指兒子還有指妻子
和兒女之意 細孥是指幼兒。
妻孥怪我在 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
生還偶然遂。

——南北朝•《木蘭辭》
衫 衣服
粵語裡衫字原來最早在漢朝
就有這字的 在唐詩宋詞裡都是以衫字指衣裳。
而衣服在古書裡有兩種釋義 另一種是指 形
體 身軀。
晚入東城誰識我 短靴低帽白蕉衫。
——唐•白居易《東城晚歸》
喫 吃
老廣州和農村裡的而家還常用
喫字的。而後生一輩很多都用食字。用最多的
就是６喫飯。古文裡正字釋義 食為六穀和糧。
為名詞。而吃為口吃 說話不流利之意。而喫
字為動詞 指進食。查繁體版全唐詩 都系用
喫字的。一些古跡裡刻的唐詩都系用喫字。
堂西長筍別開門 塹北行椒卻背村。梅熟
許同朱老喫
松高擬對阮生論。——唐•杜甫《絕句》
懃力(勤奮) 粵語常用詞勤力 最早在漢
代出現。
早作而夜思 勤力而勞心。——唐·柳宗
元《送薛存義序》
隔籬(旁邊) 粵語日常用詞.如隔籬屋(鄰居
)（隔籬位(鄰桌)
不吃胡麻飯 杯中自得仙。隔籬招好客
掃室置芳筵。
——唐•姚合《過張雲峰院宿》
諗(想) 諗為通假字（粵語常用字。原來是
先秦時期就有的。諗在粵語裡有兩種用法（想著
某些事和思考都用諗字。
豈不懷歸 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先
秦.詩經《四牡》
得閒(有空) ６ 異日朝 得閒而入邑
車
一乘而後止。

——唐•杜甫《羌村三首 》
好天(晴天) 粵語常用詞６好天。好天一詞
在唐詩和宋詞裡用得很多。
何事曠官全不語 好天良月鎖高臺。

——《晏子春秋•雜下二八》
詐諦(假裝) ６ 相如度 秦王特以詐佯為予 趙
城（實不可得。

——唐•李山甫《司天臺》
斟酒(倒酒) 斟為通假字（在粵語裡有兩個
釋義。除斟酒（斟茶外（另外指商量一些機密也
會用斟字（如斟數。
故人賞我趣 挈壺相與 。班荊坐松下
數斟已複醉。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紙鳶 (風箏) 折竹裝泥燕 添絲放紙鳶。
互誇輪水碓 相教放風旋。
—— 唐.路德延 《小兒詩》
引用中的《說文》是中國西元前－，，多年
的字典（全稱是《說文解字》.是東漢時期許慎
編撰的.收錄了舍／１／字 重文－－２／字 合共
－，１，２個漢字.
許慎（河南漯河人（被尊稱為中國的字聖。
《說文解字》是最影響中國的－，，本書之一.

——晉•陶淵明《飲酒》
窿(洞) 粵語常用字（詞如山窿（耳窿。
穹窿紆曲。大雷、小雷湍波相逐。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
憎(討厭) 粵語常用字之一（釋義為厭惡之
意.非常之古老的一個字。唐詩（宋詞裡常用字。
秦甚憎齊。——《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著衫 穿衣服
脫我戰時袍 著我舊時
裳。當窗理雲鬢 對鏡帖花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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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常識

信不信由你

從網上看到一些日常生活遇到的小問題
－. 如何讓馬鈴薯慢一點發芽？

編輯部

大家不妨一試

馬鈴薯的芽含有毒的生物鹼 食用會造成腹痛 頭暈。若在馬鈴薯中放一顆蘋果
為蘋果產生的乙烯氣體有妨礙馬鈴薯發育的功效。蘋果和木瓜 奇異果放在一起
在一起 一星期後澀味消失而變成甜柿。

2. 衣服衣領、腋下黃班怎辦？
先用刷子塗上洗髮精

或擦上刮鬍膏後

／. 鞋子臭臭怎麼辦？

靜置四/五分鐘再洗

將少量蘇打粉直接撒入長筒靴、皮鞋或運動鞋
異味 很快你就會有一對乾爽的鞋子。

０. 拖洗 廚房地先放醋。
廚房的地面很容易積屯油垢

１. 地板掃得更乾淨。
將破壞不用的絲襪

２. 衣服沾到墨水

拖洗前

常穿而有異味

慘了？有救嗎？

可將棉絮

可大為延遲發芽的時間。因
會較早點熟 若與澀柿子放

便可順利洗刷清淨。
濕氣的鞋中在蘇打粉作用下

不彷在拖把上倒入一些白醋

套在掃帚上做清潔工作

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它會吸收濕氣及

如此就可以讓油污清除掉了。

毛髮或塵送人時埃等難掃的東西

全部掃得乾乾淨淨。

衣服或布料不小心沾到墨水時 可盡快使用飯粒或漿糊 加少許的清潔劑 用手指頭直接沾著在墨水的污垢處
反覆塗抹 墨水的污垢很快就可以清除 待污垢去除之後 再將衣物浸泡 在一般的清潔劑中一段時間 再行清洗一次

7. 吹風機輕鬆去除標籤

買禮盒送人時 價錢標籤很難撕掉 用手摳會摳出的黑風機黑汙髒
很輕鬆地撕下來 而不留一點痕跡。

舌. 讓豆腐不易變碎。

軟綿綿的豆腐在烹調中 很容易破碎 如果想要豆腐保持完整
左右 才把豆腐下鍋煮就不容易破碎了。

舍. 鮮花保持鮮法。

在煮之前

在把鮮花插在花瓶裡 加進一點啤酒 可使鮮花的保鮮期延長許多
又含有糖及其他營養物質 能為枝葉提供養份。

14

反而更難看

如果用 吹風機吹熱一熱

會

先把豆腐浸在 鹽水中大約／，分鐘

因啤酒含有乙醇

能使花枝切口消毒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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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消息

白緣楓訊簡訊 (2014年5月至11月)
☆ 7－基社校友陳輝齡、巢國容(本會前副主席) 榮升老爺及奶奶 ;

他們的長子陳銳華 (Eric) 與Erika 小姐於今年七月十二日締結秦晉之好
同心（ 白頭偕老。

祝一對新人永結

☆ １7成社黃 創校友升級為外父 女兒黃志恆 Eleanor 與Chris Scarcella 於今年四月廿五
日於墨西哥 Cancun 渡假村舉行婚禮 一對新人均畢業於美國紐約州Albany Pharmacy
(Pham. D.) 祝賀他們百年好合 永結同心。

☆ 陳華泰校友八月卄一日兒子陳家聰為陳家又添一新女孫 取名陳芷蕎 與兩年前的男孫
便成為一個「好」字

恭喜

恭喜。

Eleanor 〞 Chris 的結婚禮場面
今年似乎是驛馬星動很多校友都出外旅遊
返唐山或其他地方旅行

本會委員亦有幾位於十月份赴港、

－)
2)
／)
０)
１)
２)
7)

植祥堅委員返港參加外甥婚禮 要在十二月才返加。
胡志榮委員十月中返港與兄長們團聚亦在十二月份才返加。
李月顏委員在十月中赴地中海遊船河云。
譚健南委員返中國為丈人祝壽（ 現已返加 為校友會辦理聖誕聚餐會工作。
劉繼強委員於十月初返港旅遊兼探望親友 十一月中返加。
馮國光委員於十一月一日返廣州參加老三屆聚會 希望在聖誕聚餐會當日能及時出席云。
馮漢強委員於十月初夫妻倆雙雙赴南歐遊 朝觀聖主顯聖地 由於他夫婦倆虔誠敬心
雖然只有短暫行程而患十二指腸炎 幸及時醫治 上主祝福 於十月二十七日安返加國
在家休息 請代禱。(詳情見本刊內之「爛尾旅行團」
舌) 李素珠公關小組成員返台山培英參加7舍慈社畢業後／１年聚會 於台城新平安酒家歡宴
會（ 延開二十多席 非常熱鬧。其後到香港 由香港台山培英校友會會長譚美瑤領導熱
情招待 到會人數亦有三十多位 盡興而返 為安省校友會慶祝聖誕晚會。

台山培英79屆慈社畢業35周年歡聚
感謝行程匆匆 不辭辛苦 滿胸熱情遠道而來的校友們 感謝我們在港的校友們盛情慷慨
處處洋溢著深深的同窗校友鄉裏情 想念尚未聯系到或因工作以及特別情況未能到來歡聚的校友
們 期待我們齊齊繼續努力 互動互愛 下次更進步完善的歡聚 祝願同學校友情誼更深永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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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消息

白緣楓訊簡訊 (2014年5月至11月)

台山79屆慈社校友李素珠等由美加回鄉
慶祝畢業35周年歡聚於平安樓

本會聯絡小組李素珠（右二）與
紐約譚國新（左一）朱巧儀香港茶聚

台山培英79慈社畢業35周年歡聚的熱鬧場景

台山培英79屆慈社旅美加七位校友聯袂
回鄉慶祝畢業離校35周年大聚會

香港台山培英校友會成立
台山培英香港校友會在譚美瑤校友的熱心倡議下今天終於成立（在坐大家一 推薦譚美瑤任會
長（也是眾望所歸。今天的茶聚由於時間上倉促了少少（加上一些同學還要工作原因（希望今後在香港
的校友利用這一平台多多聯絡溝通（認識（增進校友之間的友誼（最後祝各位校友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香港台山培英校友會譚美瑤會長(中)及兩位副會長

2，－０年舌月／日旅港台山培英校友會成立小組員合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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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消息

白緣楓訊簡訊 (2014年5月至11月)
正當我們台山培英香港同學會校友們渴望大家能見面相認相識之
際 多位海外和家鄉校友給予特大的支持 到訪帶給我們非常難得
的機會 帶來首次正式、感動、快樂 、依依不喟地道別的相聚。
☆

香港台山培英校友會招待79慈社台山及
由美加到港訪問校友

香港台山培英校友會歡迎由美加及台山校友到訪

江門培英校友會會長諶安 瑋校長。五月底來加探望兒孫 留加
長達四個多月 每當校友會有任何活動 如每月之三/三茶聚及我們
的夏日燒烤 他十分積極參與助興 謝謝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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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懷安息
☆ 趙金鏈校友 (１舌立社) 於今年四月八日在醫
院逝世。大約在三月下旬 因胃痛自己叫十字車入
醫院 很快便入了昏迷狀態 不幸同級同學收不到
消息 不但未能見最後一面及送最後一程。原因是
她的妹妹當時 電留言給李曼霞 適巧她回港而不
在加。趙金鍊是個很堅強的人 夫婿先她而去 而
她洗腎十多年 還是很樂觀面對 一個人獨自居住
而且還能開車自己辦理很多事務 校友會或同級同
學有活動 她都熱心參加 人緣很好。現與夫君及
母親同葬於安省劍橋市 (Cambridge Ontario)

緬懷巫

傑老師

☆

巫 傑老師於三/四十年代在廣州白鶴洞培英服務
廣州淪陷給日本 隨劉繼祖後長遷往香港 及後香港陷
敵 再遷往澳門而 粵北 曲江韶關及連縣。勝利後隨
傅校長返回穗城白鶴洞為訓育主任及軍訓老師。群 協
翼及彪社校友都是巫老師的門生。新中國誠立 他轉往
澳門培正 然後再到香港培正 －舍7／年移民加國。
2，－2年培英校董團來美加訪問時 他亦參加當日盛會。
今年八月九日安詳駕鶴西去 並於八月十五日出殯 安
葬於高山墓園與夫人一起。

AR BO R M EMO R IA L S ERV I CES I NC .

ADA MO’S TRIBUTE TO HER BELOVED FATHER, ALFRED KIT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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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編

話

本刊由前李堅崇主席倡議創辦至今快14載共28期，泰半編輯人士，都不是專業者，工作人員全部
由無薪無償的校友會委員義務擔任，希望能藉著本刊與各地培英校友會或校友藉此達到「互相認
識、溝通及幫助」為目的。長期以來的印刷經費及郵資，全賴各地校友會及熱心校友的贊助; 更
承蒙厚泰印刷公司的通力協助。盼望校友們繼續給予資助，捐款者除寄回收據，並在本刊內及本
會網頁上刋登鳴謝。近年郵資颷升，十分昂貴（本會名冊上有校友三百多位，而實際繳交會費的
會員，僅一百三十多位而已）龐大的負擔，實在難以支持。雖然現今資訊發達可以放載於網上；
但又有多少老校友上網呢？因此，委員會部份委員建議改為每年出版一次為年刋，各位賢達學長
們，祈望你們給予寶貴意見，是所至禱！

編輯小組聲明

廣告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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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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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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頁６
封底內頁６
封底外頁６

厚泰印刷
安活廚櫃/張瑞芳
福地/鄧美玲(真光校友)
HomeLife/TonyLouie
Mui Scientific/梅弋琛
藥善堂概念醫館 /汪煒邦醫師
藥善堂概念醫館
藥善堂概念醫館

鳴 謝

徵半年刊稿/校友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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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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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引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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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芳校友 $－，，）
鄭忠文校友 $－，，）
許先文校友 $－，，）
李曼霞校友 $－，，）
張瑞芳校友 $－，，）
譚健南校友 $－，，）
伍梓培校友 $－，，）

•
•
•
•
•
•
•
•

蔡漢英校友
姚季堃校友
伍伯良校友
宋哲和校友
李素珠校友
黃玉珠校友
司徒敏校友
基社(無名氏)

$－，，）
$－，，）
$／，，）
$／，）
$１，）
$１，）
$2，）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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