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

2015
APRIL

93 Lowcrest Blvd. Scarborough, ON.   M1T 1K7



E : bestdeal@bdprint.ca W : www.bdprint.com



9

目 錄

•2014聖誕聚餐  P1
•迎春接福卡拉O K夜   P3
•芳蹤遠遠去的林敏儀                P5

同學回來啦 
•憲社兄弟情、編修家譜 P6
•感  恩 P7

香港培英中學穎社同學
2015年春茗聯歡

•白綠楓訊簡訊 P8
•江瑤柱雜談 P9
•支持白綠楓訊 P11

粵語「水」字奧妙解讀
•滿地可培英校友會簡訊數則 P12

走不出這片土地----故鄉
•驚聞香港培英面臨殺校危機 P13 
•藥能治病亦能致病 P14
•香港培英校友會主席柳勤榮致

世界各地培英校友信 P15
•校友們的建議                       P16
•緬懷先輩 P19
•編後話 P20
•最新本會會章 (封底內頁) 
•Sunrise on Lofoten Island 

Norway 78望社 黃偉民
(封底外頁)

2014的聖誕聚餐
校友會於每年十一月下旬，舉辦聖誕晚會，亦是本會

每年兩大盛會之一；2014年的晚會，移師至士加堡東方廣
場二樓國惠海鮮酒家舉行，晚會的前兩三日天飄著鵝毛雪，
真擔心晚會會被天氣影響部份校友裹足不來，二十二日，天
公造美，沒有雪，氣溫亦在零度左右；是日，六時許，校友
及來賓 陸續駕臨；見到老友記時，來個熊抱，互相慰問。
這就是同學會相聚時的一個令人振奮的場景，說實在，校友
們大部份都是上了年紀的耆老，有機會相聚的時間，便要珍
惜。

七時過，司儀陳  正及侯倩儀宣佈晚會開始，由陳尚賢
彈結他伴奏唱國歌及校歌。余沛民博士盼發本年度校友會
獎學金，得主是80愛社余長堂及王穗濱校友的女兒余卓蔚
小姐，她是以九十分以上優異成績進入安省西安大學。其
後由黃  創介紹兩位新加盟校友會的生力軍；72廣州建社梁
肇韜，78台山望社鄺思強給與眾校友相見並與會長合照留
念。繼而由李月顏委員領禱謝飯，酒樓員工立即上菜給大家
分享。其後委員們向來賓及校友祝酒致賀聖誕及新年快樂；
委員們留在台上合唱幾首經典的聖誕歌。進食其間，本來是
陳尚賢獨唱兩首名曲「朵朵白雲飛向我的故鄉」及「萬水
千山總是情」中途歌隱大發的余太太，向會長接過咪跟著
高歌，(嘩! 臥虎藏龍，今後我校友會又多一名歌手。可以盛
會曾加熱鬧氣氛)。隨後更得培正友校朱鎮堂上台高歌，(謝
謝！）
     聖誕聚餐，各位校友及來賓都帶來名貴禮物作抽獎，獎
品多而豐富，幾乎人人有份，最後由聖誕老人抽出三個號
碼，三位中獎者先後抽籤，決定誰是頭二三獎，結果由潘錫
鐮太太奪得首獎，中二獎者是培道校友，三獎是斐社余沛
民，皆大歡喜。最後，本會委員與友校來賓上台合照，並唱
珍重再見後，大家懷著喜悅心情握別，希望來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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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接福卡拉O K夜

甲午馬年是閏九月，所以乙未羊年推遲至二日中下旬才是正春新年；而校友會過去在新春其間，委員們
及一些熱衷友情的校友們，舉辦小小的聚會---春茗團拜，彼此相聚祝賀，又藉此作牙祭，技癢好歌者又可以舒
展歌喉。如果按照往年在元宵節期間，轉瞬間又是校慶，於是，今年提前於新春佳節前，改為「迎春接福卡拉
O K 夜」。日期定於2015年1月31日(星期六) 下午六時, 假座東方廣場二樓國惠海鮮酒樓，是日亦有四十多位
校友及親友參與。進食期間，幾位台山校友頻頻高歌，委員們祝酒祈願大家身心健康，事事如意，家庭幸福。
植祥堅副會長設計了謎語，以每檯為主，很多題目幾檯共同猜中，以搓「包、剪、揼」定勝負，過程緊張兼攪
笑，各參與者都有一個甜蜜歡樂的一晚，至十時半互祝乙未羊年，喜氣洋洋。最後要多謝我們那位熱心委員，
贊助每檯大蝦美食，各人吃到嘻嘻哈哈！謝謝！！！

玆將該晚謎語節錄如后：
書中自有顔如玉, 十個美人兒, 知多少:
01. 一笑傾城, 再笑傾國; 傾國倾城的美人是誰 
02. 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美女又是誰
03. 衝冠一怒為红顏, 的红顏是何家美女
04. 浣紗女伴憶同行, 舊巢共是銜泥燕, 飛上枝頭變鳳凰
05. 蛾眉不肯讓人; 孤媚偏能惑主。 那 個孤媚是誰
06. 低徊顧影無顏色, 尚得君王不自持。那位美人是誰
07. 絲蘿非獨生, 願托喬木, 故來奔矣! 私奔女子是誰
08.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日葬儂知是誰, 儂是誰?
09. 楚腰纖細掌中輕, 十年一覺楊州夢, 赢得風流薄倖名
10.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 正梳妝, 相顧無言, 惟有淚千行

11. 什麼人不用電呢？
12. 眼睛看不見，口卻能分辨，這是什麼？
13. 書店買不到的書是什麼書？
14. 中國人最早的姓氏是什麼？
15. 製造日期與有效日期是同一天的產品是什麼？
16. 什麼東西只能加不能減？
17. 人們甘心情願買假的東西是什麼？
18. 什麼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答案在後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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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自有顔如玉, 十個美人兒, 知多少 (答案):

01. 褒姒  
02. 楊貴妃
03. 陳圓圓
04. 西施
05. 武則天
06. 王昭君
07. 紅拂女
08. 林黛玉
09. 趙飛燕
10. 王弗

11. 緬甸人
12. 味道
13. 秘書
14. 善
15. 報紙
16. 年齡
17. 假髮
18. 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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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蹤遠遠去的林敏儀同學回來啦     71’( 台) 基社  彭國華

滿懷深情，滿懷掛念，相識50年，培英“白
綠”精神凝聚學子心，衆裏尋他整整8年的本班同學
林敏儀，在山重水複柳暗花明的悲與喜的流轉中，
本月初終于從遙遠的美西傳來喜訊，失聯半個世紀
的林敏儀同學那熟悉的朗朗笑聲終于重現耳際，爲
此多年來壹直翹首待盼的同學們奔走相告，紛紛利
用現代通訊工具把這壹喜訊傳遍四面八方。被同學
們惦念牽掛的敏儀同學不負衆望，幾十年來也壹直
想念著同學們，今次利用假期來紐約辦事的機會，
于2014年9月25日中午在紐約法拉盛明都酒樓與包
括本班在內的部分原台山二中老三屆同學重逢相聚
了。

壹別半世紀，昔日風華正茂的清純少年，如今
的爺爺奶奶，相逢相擁的那壹刻，在感受人生滄桑
及歷史厚重的希噓中，眼前出現錯過時空的壹幕，
壹切似乎就在昨天！

是啊！因爲我們等待得已經太久太久，相互
的思念已經太久太久，盼望的太多太多，夢裏的奇

跡竟然就這樣突然降臨來到面前，觸手可摸的事實
非常真切，但當四目相對時竟有亦真亦幻的朦朧感
覺，太真切的東西有時會令人生疑。毋庸置疑，敏
儀同學真的就在我們面前！

我們欣喜地看到，敏儀同學壹如當年的青春
靓麗，睿智與陽光的風采躍然臉上。談笑風生中，
我們深切地感受到，眼前這位弱女子，曾經承受過
命運與曆史的捉弄；她稚嫩的肩膀，曾經承受過常
人難以忍受的重壓與苦痛，命運的悲劇壹幕幕的無
情地推向這位純樸儒雅的青春少女，以致到了而立
之年也仍然飽受生活滄桑的煎熬。在較長的壹段人
生歷程中，她以驚人的意志與毅力葡匐前行，她以
她的剛毅、膽色與骨氣，終於走過風雨走出泥濘，
走過風雨見彩虹的人生悲壯曆程。我們曾經爲她擔
憂爲她祈福，如今，我們可以縱情爲她歡呼爲她祝
福。敏儀同學，妳終於回來了，妳終於又回到同學
們中間了，同學們曾經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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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社兄弟情  ‘54憲社  陳煜坤

今年冬季多倫多大雪連綿，三月初旬一場大雪方止，溫度尚徘徊於攝氏零下十度之間，寒風刺骨，地
面積雪如山。出乎意料之外，有憲社社友，不憚嚴寒天氣，自四季如春的地方到訪，倍感硯誼情重。

廣州憲社社友沈根源與潘漢松兩學兄翩然蒞臨，喜出望外。於造訪期間，與多位憲社同學把茶言歡，
暢敘昔日同窗之難忘往事，實賞心樂事也。他們在本市作數日之短暫逗留後，互道珍重，期於來日再見。

根源兄旅居南美洲西部，太平洋東岸的秘魯共和國，乃當地之僑領，更且長袖善舞，在商界大展拳
腳，東成西就，成績斐然，事業蒸蒸日上，方興不艾，令人稱羨，可喜可賀！

漢松兄寄籍於美國西岸的洛杉磯，老華僑沿稱之”羅省”。潘兄硯誼深厚，非常熱心參與培英母校、
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及憲社之各項活動。去秋出版的廣州憲社<聚情集>特刊的編輯，其居功至偉。

2014年乃憲社同學中學畢業六十周歲，廣州憲社同學繼1998年、1999年、2004年所作之後塵，第四
次出刊<聚情集>特刊。潘兄於文集之編輯事務，駕輕就熟，屢立汗馬之功。該刊物內容豐富，圖文並茂，
印刷精美，社友人手一冊，愛不忍釋。文集蒐松園憶舊及歷年社友之動態，覺情誼之長青。

廣州憲社社友畢業離校後，曾舉辦同學畢業三十二周年、畢業四十周年、建社五十周年、新世紀之
聚、畢業五十周年、畢業六十周年之慶祝大會凡六次。近十年來，分別於廣州、香港及海外每年都舉辦集
體活動，次數逾一百；每次聚會，與會之社友非常踴躍，歡樂連年，難能可貴。

編 修 家 譜    63 蔚社  麥勵濃

家譜是古今中外都有記載，是一姓或一族世系
和人事的籍貫錄，是要定其編修的私人歷史文獻，
修寫給本族、本姓、本家、本房、本姓的子孫看
存；讓每一代的子孫得知自己家族的歷史，特別是
移居海外的華僑，來到美加定居，創業開枝，應承
先啟後，編修整理新家譜，給下一代有根可查，得
知由來而不致忘本。

自零六年底退休移居萬錦市，閒時先後為父
系麥姓、母系陸姓、妻系陳姓及外母梅姓等編修家
譜，並分寄與各親友。內容除自知事情外，分別寫
信和通電話各親友詢問有關資料，並查考歷史圖
文，刪改編印誠冊，體裁如下：         

本姓--由姓書查寫出本姓之源流和分枝變遷
等。

世系--家族之世系派號，按各人的世代輩份和
出生年月日先後排列，寫出  總世系表，來美加買
異姓紙等。

分枝--大家庭人多，另分房立頁開枝詳寫。
編年--以各族人的出生、讀書、職業、婚姻、

子女、遷移及去世等事項，依年月日敘寫，先後有
序，便於查看。

立傳--單篇記載個人的婚姻、子女、事業與生
死等事項。   

出生去世日期(新舊曆對照) 男女全登錄於家譜
裏。

選印家庭親友相片，註明日期地點和各人年歲。
原籍台山鄉村，長居地香港，美加國住址等地的

史地沿革，配以新舊街圖和地圖對比，一看便明遠近
實情。

複印出生移民，讀書做工，結婚等証件及信函為
紀念。 

中英文對照書寫，方便下一代查閱，明白家族
歷史。

以上十點，可依家族大小，資料的詳簡而增減，
編修家譜傳世；最重要是趁家中長輩尚健在，詳問記
錄各事情的日期備用，否則欲寫無據，而家譜不可以
造假揑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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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54  憲社  余覺湛

人生在世上難免有憂鬱，憂傷，憂慮。憂鬱症
成為威脅人類健康排行第二位的心理上疾病，目前
全球有超過兩億人患有憂鬱病症，在美國大概每十
個人有一位患上憂鬱 症，上有知名而富有的娛楽界
人仕，下有貧苦大眾平民，患者主要表現為情绪低
落，興趣減低，悲觀，思維遲缓， 缺乏主動性，自
責自罪，致使出現食欲不振、頭重、容易疲勞、睡
不着等，悲觀想法强烈，嚴重者可能會企圖輕生，
焦躁不安，時常坐立難安地來回踱步，不想與人 交
往。在加拿大患有憂鬱病者比較少一些，但人數也
很多，尤其是那些獨身的長者，婚姻不美滿者，事
業失敗者及一些無工作職業寄託者。憂傷與憂鬱是
稍有不相同 的，憂鬱是一個人寂寞孤單，不與其他
人交往，情緒不穩定而形成，憂傷是一個人因為喪
失了親人或感情破裂，或被人遺棄，或事業失敗而
形成。憂慮則是因為一個 人過分擔心未來會發生的
事情而煩惱，正是己人憂天之類的人仕，我們能夠
生活豁達樂觀些，在很多情況下這是不會有的。

我們為了生活過得愉 快，我們可以設法盡量削
減憂鬱，憂傷，憂慮，當然，有一些憂鬱，憂傷，
憂慮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但是我們能夠自我管制
自己的思維，就可以減少或甚至不會患 上憂鬱，憂
傷，憂慮的病症。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常常懂得「感
恩」，不管本身是否有宗教信仰，對上天感恩，對
神感恩，對父母感恩，對挈助你的人感恩，一個人
常 常懂得「感恩」，那就是我們要時常要保持心情
開朗，容易滿足，你不會再有煩惱憂愁，過着幸福
美滿的生活。其實我們居住生活在北美洲，尤其是

加拿大這塊地大 物豐人少的樂土，筆者移民定居加
拿大快將五十年，在許多不同地區不同情況下，從
來未曾聽到加拿大居民，不論是何種民族國家的移
民，只要勤勞工作，生活自然 會安定，不愁衣着不
愁食物，亦不會擔心住所，反而顧慮出行的問題。

中國自古以來，我們都說：人類生存的要素都
認為是「衣食住行」，「衣」 為首，十分重要，除
了用它來遮蔽身體，打辦整齊美觀，更是需要用來
維持體溫，抵抗寒冷的天氣，其次是「食」，居第
二位重要性，食物可以給予我們體能的需 求，體
力熱能等，「住」居所則排第三，因為我們不能暴
露在空壙、露天的空地生存，一定才能抵禦日曬雨
淋，及其他動物的傷害，而最後的才是「行」，我
們除了 用腳步在陸地上步行，我們可以在水路行
船，由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筆者移居加拿大幾
近半世紀，平日在街頭巷尾或與友好坐談，只有聽
到「今日汽油價漲了三分 錢」，或者「今日汽油
價跌了兩分錢」，可以說從未曾聽過「今日米價或
麵包價漲了多少錢」，從這個日常聞談中，我們可
以想像出我們能在加拿大生活是多麼幸 福，我們應
該有感恩，滿足，互助，享受美好的人生。我們讀
書的學校是基督教學校，曾經有宗教鑄冶了一段時
光，實在應該時刻感謝神恩。  如果我們偶爾遇到困
難，禍害，或者不如意的境況，我們要堅強，有信
心去面對，千萬不可蹈入憂鬱，憂傷，憂慮。假如
我們遇見親朋戚友正在憂鬱，憂傷，憂慮之 中，我
們立即要做到聖經中的箴言十二章二十五節「人心
憂慮，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歡樂」。 

香港培英中學穎社同學2015年春茗聯歡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六日一個乍暖還寒、春霧瀰漫的晚上, 香港培英中學穎社同學於香港中環寶湖酒家
舉辦春茗聚會，出席的嘉賓包括母校香港培英中學黃慧文校長、方鏡熹老師、杜鑄安老師、黃衛華校長、
培英校友會主席李偉庭校友、文社文
繼志校友、教育界的朋友陳梁珍妮
女士，當然還有踴躍參與的穎社同學
及家屬，一共六十人。出席的人數
破了近年來穎社同學聚會的紀錄。聚
會現場氣氛熱烈，特別是席中有闊別
多年，自畢業之後未曾見面的同學，
席上就考考眼力，辨認一番，重逢話
舊，彼此盡歡。

時光飛逝，當年的青春同窗，今
日已經是退休耆英，大部份含飴弄孫
為樂。屈指算來，明年(2016)穎社五
十年了，海內外的同學都準備參加穎
社同學在港舉辦五十周年團聚活動，
相信到時也有一番熱鬧，同學們更可
以藉此機會，重溫這半世紀的寶貴友情。

校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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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綠楓訊簡訊(2014年11月至2015年4月)
羊年到臨，事事喜氣羊洋，本會校友有多宗喜事。

• 62素社李月顏外孫女於三月十四日, 增添女兒，李校友升級為曾祖母，
加上李月顏的令壽堂，是幸福滿杯的五代同堂。外曾孫女 Talia Jade 
Campbell,( 金寶頌欣)  恭喜! 恭喜! 見附圖

•  66  頴社陳國漢千金將於七月初出閣，陳學長榮升外父，恭喜，恭
喜。

•  67  駝社余沛煦千金將於八月下旬出閣，余學長亦榮升外父，恭喜，
恭喜。

• 香港培英頴社同學2015年3月16日，春茗聯歡，詳情見另文。
• 三月初，廣州憲社校友沈根源與潘漢松聯袂到多倫多探訪，憲社陳煜

坤等於釣魚台國宴歡聚。詳情見陳煜坤之「憲社兄弟情」
• 溫哥華基督教培英中心總幹事盧群毅博士於三月底來多倫多探親，順便探訪本會，委員會於

四月二日於國惠海鮮酒樓與盧博士歡聚，她陳述中心近年的發展，有計劃把當地的中文學校
擴展到多倫多云。

校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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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行人語 江瑤柱雜談 馮漢強67駝社             

江瑤柱是什麼？江瑤柱是江珧﹙音姚﹚貝的貝
柱，貝柱是貝類海產的閉殼肌，其乾製品就是乾珧
柱，或稱為江瑤柱。香港稱江珧貝﹙Pen Shell﹚
為帶子、沙插，其他地方的名稱如馬耳朵、牛角江
珧蛤、牛耳螺等等，各地土稱都不同。日常在海味
店購買得到的江瑤柱，並不是這種海產，因為「馮
京作馬凉」習非成是的關係，干元貝﹙Scallop﹚
即扇貝的閉殼肌，已被通稱為江瑤柱，而真正的乾
珧柱只能回稱為干帶子，且乏人知曉！
       帶子﹙Pen Shell﹚與扇貝﹙Scallop﹚是兩種
外形完全不一樣的貝類，閉殼肌的形狀亦有異，質
感，口感和食味也有所不同，請閱附圖和說明。
美洲華人誤稱 Scallop Meat﹙扇貝柱﹚為帶子，倒
把馬凉作馮京。扇貝、瑤柱、帶子現已混為一個通
稱，管它罷！

再說，我們現於市面上買得的江瑤柱，是貝柱
的干制品，行內人都是以『貝』稱之，並以生產
地、出口國家來命名，如日本的宗谷貝﹙北海道最
北一地名﹚、青森貝﹙日本本州北部一地名﹚，中
國的大連貝、青島貝。越南貝，菲律賓貝等。宗谷
貝是極品，香味濃郁，琥珀色帶有光澤，個頭完整
札實，裂紋少，價錢最昂貴。青森貝味清香，啡
色，有光澤，裂紋稍明顯。相對宗谷貝來說，色澤
較淺，個頭完整但較細粒些，價格較宗谷貝稍為相
宜，仍是高價品。

大連貝及青島貝多以海灣扇貝﹙Bay Scallop﹚
、櫛孔扇貝貝柱加工而成，與日本的帆立扇貝(
又名蝦夷扇貝) 的貝柱大小，相去甚遠。日本貝
分級為LLL(行內人稱3L)、每斤(司馬斤600g)約
有20-40粒，LL(孖L)每斤約40-60粒，L大每斤
約60-80粒，M中每斤約80-100粒， S小每斤約
100-120 粒，SS(孖S) 每斤120粒以上， SAS特小
或碎貝。大連貝、青島貝、越南貝和菲律賓貝都是
貝仔，一般每斤在350粒以上，最細粒者可達700
粒。近十餘年來，中國遼寧省和山東省的扇貝產區
開始養殖引進自日本的蝦夷貝，因活鮮和速凍品
市場大，以致乾制品不多，由於加工技術暫仍遜於
日本，個頭夠大，質量不俗，惟仍未達到日本貝的
水準，市場價格較宜。有魚目混珠者，充日本貝出
售，亦有「升呢」日本貝在市面出現，以小作中，
稱中為大，青森貝說是宗谷貝，又或龍蛇混雜，魚
目混珠而沽之，一般消費者對規格和產地不了解，
奈何！？

總的來說，日本宗谷貝與日本青森貝質量至
佳，上上貨品，價錢昂貴。中國遼寧和山東的大貝
其次，貝仔佳而有瑤柱味但細粒。越南貝仔味淡鹹
身，且重身，而質量是榜末者也。

    江珧貝 (沙插  馬耳朵  牛角江珧蛤  牛耳螺 )                                  帆立扇貝 (蝦夷貝)   半殼江珧貝  (帶子  沙插)                                     

 半殼帆立扇貝 (蝦夷貝)    櫛孔貝                                                                                    半殼櫛孔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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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凍江珧貝貝柱(帶子  沙插 ) - 豬腰(腎)形                                                扇貝貝柱 - 圓形

宗谷貝 青森貝

原裝大連、青島貝  有粉霜(海味灰) 大連、青島貝仔再加工後色澤似日本貝

Sun Moon Scallop亞洲日月貝(蛤)
兩邊殼不同色   一紅一白有如日月

半殼日月貝    香港稱紅毛鏡

日月貝干，又稱「日月魚」但不是魚。真
貨的長鬚是日月貝連裙邊一體加工而成。
假貨是以墨魚魷魚肉等磨碎壓模而成，再
黏加長鬚上去。

校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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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水」字奧妙解讀
粵語中的「水」字奧妙解讀，精要到位非一般外國語言可比。 聊天叫吹水； 減少叫缩水； 鍾意叫心

水； 自豪叫威水； 把風叫睇水； 有錢叫疊水； 借錢叫踱水； 籌錢叫撲水； 俾錢叫磅水； 呃錢叫昆水； 
佣金叫抽水； 命運叫命水； 鬢髮叫的水； 失蹤叫潛水； 離開叫散水； 留學叫浸鹹水； 快結束叫尾水； 水
中行走叫澗水； 機靈醒目叫醒水； 謀取暴利叫掠水； 帶貨越境叫走水貨； 從中取利叫油水； 緋聞報道叫
煲水； 收取利益叫食水； 摸不清關係叫乜水； 半生不死叫吊鹽水； 一知半解叫半桶水； 全無希望叫凍過
水； 裝模作樣叫整色整水； 糊裡糊塗叫一頭霧水； 低水平比賽叫水鬥水； 進退兩難叫唔湯唔水； 財路亨
通叫豬籠入水。 祝各位豬籠入水！ 千祈唔好豬籠上水變成「冇水」

支持 “白綠楓訊”
From: Jack Lee Fong <jlia@aol.com>

To: simonwong37 <simonwong37@rogers.com>; ontariopuiying <ontariopuiying@gmail.com>
Cc.: drwtli <drwtli@gmail.com>; wtli11 <wtli11@hotmail.com>; shumeugene <shumeugene@yahoo.com>; sk3202<sk3202@
yahoo.com>; jchan <jchan@maggiknit.com>; kcchoi <kcchoi@paciic-textiles.com>; wwm<wwm@puiying.edu.hk>; yoy 
<yoy@pyc.edu.hk>; ac <ac@puiying.edu.hk>; vivian <vivian@puiying.org>; jcyfong<jcyfong@shaw.ca>; bensonlam828 
<bensonlam828@yahoo.com>; winglee123 <winglee123@yahoo.com.hk>; wing_lee <wing_lee@sbcglobal.net>; kwokluen-
lam <kwokluenlam@hotmail.com>; mom <mom@andyhii.com>; dqyzhu <dqyzhu@gmail.com>; cctsang <cctsang@mainlife.
com.hk>; jeannie.lee <jeannie.lee@icbc.com>; jolam74 <jolam74@gmail.com>; ngcat88 <ngcat88@yahoo.com>; simonlau29 
<simonlau29@gmail.com>; stoy59<stoy59@yahoo.com>; lowingche <lowingche@gmail.com>; lijianxiong1971 <lijianx-
iong1971@yahoo.com.cn>; kzhxy <kzhxy@126.com>; jackw.lee <jackw.lee@bell.net>; jackwinglee <jackwinglee@gmail.
com>; FLb7118<Flb7118@163.com>; 838883682 <838883682@qq.com>; kp1hx <kp1hx@gmail.com>

Subject:  支持“白綠楓訊”
Date: Wed, Mar 25,2015  4:26pm

On Wednesday, March 25, 2015 7:26 PM, Jack Lee Fong <jlia@aol.com> wrote:

黃創學長, 

歲月催人, 而今我經達 89壽齡, 沒有不良嗜好, 健康還算好, 每日都回辦公室, 工作以作娛樂, 娛樂着於工作, 
精神上達到寄托, 但有時事務太多, 形成壓力壓力, 心想未能依時完成, 世事常不盡人意 時移境遷應釋懷, 唯坦然
放下, 按步處理, 與世無爭, 虛心誠實做人, 願望如友明鏡, 綱傳諍言暉意, 我內心情銘感萬分。 

電郵年代, 網路開發, 全球訊息傳遞, 通訊若似隣居, 咫尺天涯, 科技賜惠今世人文明, 是何等經濟實惠與幸
福。兄台義工沽浬頭精神, 繼續主辦出版 “白綠楓訊”, 理應感恩支持。謹奉上美金$200.00 US, 區區小數敬奉, 
願能籍兄等無私奉獻義工的精神, 發揚信望愛事工。 

今後望多多聯絡與指導。請問候Toronto全体校友: 全球校友好, 謝謝。 

敬祝 成功 

愚 
方創傑敬覆 
3-25-2015於美國舊金山 

Regards, 
-Jack Lee Fong 
Jack Lee Fong Insurance Agency, Inc. 
577 Columbu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33-2894 

Phone: 415-956-3990 

Fax: 415-362-6812
License # 074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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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地可培英校友會簡訊數則
2014年12月18日假唐人街紅寶石酒家舉行慶祝聖誕新年聚會， 是日天公不造美， 大雪紛飛,  加國嚴寒， 

道路難行，而校友們依舊踴躍參加。 雖然， 外邊天寒地凍 而室內卻溫暖如春 共計有四十人與會， 延開四席; 
白綠兒女， 新知舊雨，歡聲笑語， 共敘昔日同窗共硯之情， 難能可貴! 1956年廣州培英雲社黃榮光校友夫婦
從國內來此探親， 閱報后亦由女兒陪同光臨聚會， 熱情可嘉!

考慮此間天氣特點， 很多校友已是耆老， 是以本會將一般聚會改在中午舉行， 並先食後講， 邊講邊食， 

自由組合 以敘舊為主，不重形式，席間由本地著名僑領，加拿大及魁北克勳章獲得者，本會永遠名譽主席李植
榮學長致新年賀詞，繼由正副主席劉認民、余榮瑞及李銀娟致祝詞，言簡意賅，共賀新春。   （麥柏棠報導）

代郵：  
本會原借用麥栢棠校友府上作為校友會聯絡，迄今數十年

矣，近因麥校友喬遷。由2015年起改由譚景恩校友府上作為本
會今後聯絡地址，同時啟用新公章，如蒙賜教，請按如下新地
址：滿地可培英校友會

本會創立於1966年，已近半個世紀，昔日風華正茂，今多
垂垂老矣，近年新血補充甚少，亦多忙於生計，難以分身參加
活動，考慮到本會會員老齡化之特點，各種活動亦適時調整，以本地聯誼為主，堅持每月茶聚兩次；原則上不
組織參加社會上大型社團活動，亦不組織旅遊等力不從心的活動。

為求相對穩定，原則上本會各顧問、委員班子不變，亦不作定期換屆改選考慮，而視工作人員健康居住等
實際情況作個別調整，日常工作由正副主席三人及常務幹事譚景恩（財務）朱兆強（聯絡）等五人作為工作班
子負責。

PUI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4027 MACKENZIE MONTREAL

P.Q.  H3S 1E7  CANADA   

     自七0年代初結束校園生活，我便走上工作崗位
遠走他鄉。記得離開家的那天，鄉親們來為我送
行，不捨的母親側向一邊抹淚，鄉親們悄聲勸慰她
的同時，又大聲地叮囑我路上要小心，鼓勵我到了
工作崗位要好好幹，提示我常寫信回家……，我都
一一附和應允，唯獨最後那句「到時候記得要回家
來」的忠告，我想都沒想，脫口一句：「我都不想
回來了……。」 
     話一出口，鄉親譁然，當即我便懊悔自己說了渾
話，因而理所當然地遭到鄉親們異口同聲的嗔怪，
我不該在那樣的氛圍中貿然傷害感情，故又連忙
更正，惶惶地對鄉親們又是點頭又是哈腰，才圓了
場。
     言為心聲，當時確實是我對家鄉的自然流露，
說我不愛家鄉絕不是事實，只是那時家鄉的貧窮留
給了我切身感受。我倒不在乎全家六口僅有半家破
屋，也不在乎起早摸黑總也幹不完的辛苦活，而是
實在受不住食不裹腹、整天飢腸轆轆的煎熬。眼前
有了從此可以擺脫夢魘、遠走高飛的機會，誰會願
意重蹈捱苦受餓的覆轍？
     話雖如此，在離開家鄉的日子，家鄉的影子無時
不刻在腦間躍動，那是給了我生命、哺育了我成長
近二十載的土地，難以忘卻只有綿綿牽掛。於是我
不停地給家裡寫信，以獲取家鄉及親人的信息；才

  走不出這片土地－故鄉    71’台基 彭國華

過了兩個月，離家在外的第一個春節悄然而至，儘
管在工作單位吃飽住好，物質生活今非昔比，卻無
法排解我苦苦思念父母思念家鄉的情懷。
      儘管後來在外地成家立業，安穩的生活竟也無
法改變我魂牽夢縈的思鄉情結。當年吃不飽飯絕不
是家鄉的錯，在外熬過了十幾年到了中年，時間竟
絲毫抹不去我對家鄉的印象，反而越發地記住了家
鄉，記住了父母的牽掛，記起了曾經對我語重心長
的鄉親們。於是我毅然決然地舉家遷回到生我養我
的故鄉。即便三年前來美定居，此時父母也都已離
去，但對家鄉仍是情深意切。我騙不了自己，再想
當年那句傻話是多麼言不由衷，現在想起仍心跳臉
紅！
     飲水思源，家鄉那已功成身退但仍一往情深的
甜水井，曾與我嬉戲打鬧歡快流淌的小溪，遠處熟
悉的群山輪廓的委迤多姿，以及聞慣了的彩色田野
飄來稻花的芳香，一切的一切，山水婀娜，鄉風純
樸；腳下的大地，灼熱的泥土。原來我的根就在這
裡，而不管我已經走得多遠，離開多久，一草一木
總關情，縱然我是一只放飛的風箏，執掌著線頭的
那一端雖遠，卻永在故鄉。故鄉土地的巨手，在牽
扯著雖然遠飛的我。

校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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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聞香港培英面臨殺校危機    1974 和社　高繼標

今年春節前後收到社友轉來香港培英中學
校友會主席柳勤榮於一月十六日向香港培英校
友發出的專函，透露華富邨培英正面臨殺校
危機，得悉噩耗，令人吃驚。垂詢北美各地校
友，大半惘然未知其事。

母校創立一百三十多年，一向校譬昭著；
近年更發展蓬勃，在國內遍植分校，甚至遠至
加拿大也有分枝，與人有校務日隆，屢闖高峰
的印象，為何突然傳出殺校的消息，真令人大
惑不解。

弟退休前亦曾廁身香港教育界，對教育政
策和學校運作略知一二。

殺校問題，源於港人出生率低，學校名額
遠超學生人數所致，教育局採取自由市場政
策，由家長在區內自由選校，以至某些學校因
為無家長問津導致中一新生開班不足現象，政
府按學生人數多少批發津貼，學生人數逐年下
降，學校經費不足，老師人數過多，運作成本
不斷削減，學校就會步向自然死亡的絕路。這
是香港政府要處理學校過盛所採取的一種優勝
劣敗的自然淘汰的做法，對營辦學校的教育團
體和任職老師而言，則是壓力重重，苦不堪
言。

關於華富邨培英的情況，我從柳勤榮主席
的函件中得悉大略，翻讀一遍，頗有感觸。

所不解者，是母校原來今年度中一收生額
只及二班（原開四班），情況算是非常嚴重。
以我個人的估計，已達病入膏肓，臨死邊緣。
不能純以主觀浪漫思維（說幾句：世事有起有
落、凡事否極泰來、只要努力夢想成真等等說
話）可以扭轉形勢。

華富邨人口老化是事實，但新生嚴重不足
的情況不會在某一年突然出現的，今年只收到
兩班，那前幾年逐步收縮的過程當然是有迹可
尋的。校方做過甚麼有效的針對措施呢？為甚
麼延至今日才向校友通報，要求捐支援呢？這
是危機意識不足的問題，是處事態度和能力問
題。常言道：病向淺中醫。及早通報，集思
廣益，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些有針對性的工
作，情況肯定比想辦法去治療癌症四期患者要
容易得多。

為甚麼說是病入膏肓？因為第一年出現收
生不足的情況不去治好，癌細胞就會迅速漫
延，家長耳目最靈，收生不足的消息一旦外
傳，下一年家長就把你列入廢校，報讀率立即
插水。惡性循環之下，收生率必然逐年大幅下
滑，永不翻身。所以，要做工作，事後的努力

吃力而不討好。關鍵在校董會、校長在意識到
危機時，要全力訓示全校警覺，不能讓中一學
生不足班的情況有機會發生，一步失守就上了
不歸之路。弱校要反守為攻，的確是難事，尤
其是培英從巴丙頓道遷至華富邨新校，應該大
有機會轉為英文直資或英文私立中學（但加強
中文課程），與港區名校爭一日之長短，但傳
統的思維模式令它踏上一條令人可惜的路。辦
學者必需要有遠見，不管怎樣不願意，也得接
受：中文中學在香港的市場是極之狹窄。（沙
田培英以英文中學註冊建校，現在是沙田數一
數二的名校。怎能說培英二字沒有號召力。）

有說國教事件影響校譬。據悉，校方臨時
轉軚，暫緩推行，息事寧人。不過，某中四同
學在一次報章訪問中，對母校的攻擊詆毀，肯
定對學校做成莫大的傷害。年青人的任性，往
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果她知道隨便一兩
句話，會對母校造成大傷害，她應否三思。

柳主席轉述校方與校友會經詳細商議後共
同得出的四項救校措施中，也是問題多多。

（一）中五、中六拔尖計劃。此類計劃幾
乎是每間中學都做的，針對救校，意義不大。
較奇怪的是，利用校方資源津貼同學到外間補
習社補習，既花鉅款（補習社收費是天價），
又矮化培英老師的形象（培英老師不及補習社
的好），得不償失。

（二）小學排球邀請賽。這類活動可以
做，但要恆常地做，全方位的做，比賽之外，
要跟進，要把小學同學納入訓練隊，帶他們南
征北討，打出名堂，甚至深入內地交流訪問，
希望留住同學仔的心，升中時有望選培英。不
過，人是現實的，稍有讀書能力的，聽到中
中，大都打退堂鼓，除非學校不介意多收學術
水平低的波牛。

（三）音樂種子計劃。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的勞作，徒勞無功。要辦這類計劃，只有財雄
勢大的名校才有條件，培英不是一所擅長音樂
教育的學校，在學界從來未聽過培英有出色的
樂隊、合唱團。管樂團和中樂團的水平也非常
一般，如何可以吸納有音樂才華的小學生報
讀？一廂情願，吃力不討好的事，不值得投放
資源。試問，要為一個中樂團或管弦樂團添置
樂器要花多少錢？外聘老師來校教授，每堂收
費是多少？安排學生舉辦像樣的音樂會，出國
演出，又要花多少經費？這是無底深潭，碰都
不要碰。如果寒酸地做，不如不做。

（四）資助大學學費。看得出是花招，校

校友來稿

13



藥能治病亦能致病   54’ 憲社   余覺湛 
俗語常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裡

說岀我們對每件事情不能只看一面，理應要看
看另外一面， 這也是說出我們每做一件事，
要額外小心處理，正如「欺山莫欺水」，因
此，筆者認為我們還可以加上「藥能醫病亦能
致病」，「食物致病亦能療病」。讓我寫出本
人的真實的經驗，闡明給讀者看一看，想一
想，這次趁著聖誕節假期我們一行數人，高
高興興一同出外到南美洲加勒比海 Caribbean 
坐大遊輪渡假，我們先坐飛機到佛倫烈達州 
Florida state 的勞特達魯港 Fort Lauderdale 
上船。

我不幸在上船前感染風寒，開始以為是小
病，不加留意，也不去看醫生，但上了遊輪的
第二天，鼻涕眼水流個不停，連聲咳嗽，體溫
昇高，上船後第二天，不得不到遊輪的醫療
中心，登記看醫生，經過䕶士檢查測試，原
來我染上了大傷風 influenza ，體溫昇高，再
經醫生詳細檢查後，配藥，其中有強力的抗
生素 Azithromycin , 感冒藥 Tamflo,與泰那諾 
Tylenol 退燒止痛的藥，醫生吩咐我藥物只能
按時食用，不能超量， 只可回到船艙房間，
不可以隨便離開船艙房間，到處跑動，軟禁在

房間食藥休息。過了一天一夜，鼻涕眼水不再
下流，咳嗽停了，體溫正常，身體稍為康復，
但仍然要繼續食藥，經過了苦悶的廿四小時，
開始心動與其他友人到各處找尋娛樂，品嘗美
味精緻的西餐，或各類新鮮的水果甜品，可以
恢復正常。

到了當天晚飯後，我繼續食藥，包括其中
的泰那諾 Tylenol ，理應不該再食，因為體溫
正常，又沒有痛楚，但我自已找苦，繼續吞下
兩粒泰那諾，當時一切還好，與友人繼續在甲
板上看戶外電影，到了臨睡前，再次食藥，殊
不知食用泰那諾 Tylenol 不能過量，即是二十
四小時內，不得食用超過八粒，但我竟然在是
二十四小時內食用了十粒，過了半夜，肚子作
痛鼓脹，不能入睡，十分辛苦， 可像得了大
病，坐立不安，那時已是子夜早上二時，但又
不想再光臨遊輪的醫療中心，煎熬了一小時
多，這真是藥可致病。隨後靈機一觸，只可把
昨天早上，船員送來的部份早餐，麥片乾一
包，用開水免強把它吞下去，以沖淡胃腸內的
泰那諾 Tylenol ，並且喝了大量開水，不出五
分鐘，果然有效，身體狀況回復正常，可以說
是食物及開水療治了我腸胃的不適，可以安然
睡眠，這就是說食物療法。

方說中六生的大學入學率是百分之九十八點二
（如何解讀，當中有多少水份仍是未知之數）
，這麼多同學能考上大學，校方又怎樣能夠人
人發奬學金？到尾只能挑一兩個學生贊助多
少，半免學費都要每人每年三數萬，學校說已
經嚴重超支，那來每年一百幾十萬去支援一個
計劃？不過，如果能騙到部份家長，那麼，出
些虛招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項計劃適用於中等學校升階的門徑，救
校不一定殺食。我見過某間弱校這樣自救：用
派全套書本，校服，另向清貧學生借出電腦，
設午餐津貼，但聰明的家長一樣無動於衷（可
能對如此學校更存戒心）。因為band 1小學生
不會為錢而選band 3中學為首三個志願，無論
如何利誘，也很難奏效。所以用銀彈政策，必
須小心，否則，更易讓家長洞悉校方的虛實，
或者只能收到為數不多，但品格頗成問題的中
一生，壞了校風。
    要保住中一學生人數，雖然絕不容易，但方
法總是有的，有些甚至巧用留班方式保障每年

中一生源，雖然有欠道德，但保校行先，其它
就淪為次要了。不過，現時不是要保一、二十
個中一學位，而是要保兩班或三班的人數，我
以為這是極之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事。

第二個不解的地方，是學校賣掉巴丙頓校
舎，財政充裕，所以近年到處建分校，遠至温
哥華都有培英中心，很難說它財政短缺？救校
方案是要校友捐款，問題是：如果所列的幾項
計劃有效，早就可以緩和了情況，為何仍失守
至此？

第三個不解的地方，是前幾任校長工作重
點似乎都在拓展境外培英版圖，有沒有察覺到
祖業危機？每年校慶日只報好消息，為甚麼沒
有在校慶日呼籲校友介紹子弟、親友來校就
讀，實行全民救校呢？過境入讀新界學校的學
額澎湃，有沒有主動吸納單非雙非子女入讀這
所在國內頗有聲名的老學府呢？

香港校友會二月二十八日的集思會應該已
經召開，未知是否能夠廣納百川，為救我培英
出點有建設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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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能治病亦能致病   54’ 憲社   余覺湛 

香港華富村培英中學面臨被殺校危機, 校友會主席于今年一月十六日, 發信
給各地校友會, 呼籲各位校友捐款或獻計挽救母校。 以下是柳勤榮主席的
信及一些校友們熱烈討論及建議, 當中都甚俱參考價值; 願給各委員們參考.
各位香港培英中學校友:

本人是1983年曉社校友柳勤榮，有幸於2014年當選為香港培英中學校友會主席，亦因此成為培
英校董會其中一名校董，有機會為母校及校友們提供更具實效的服務，藉以回饋昔日母校的栽培，本
人對此倍感榮幸。
        自加入校董會後，驚悉母校連續兩年(2013及2014)因中一收生不足而迅速縮班(今年只夠人數開
設兩班)，雖然出生率下降導致學生人數不足是全港性問題，各區中學都受著縮班危機威脅，但一眾
校友聞此危急狀況後能不憂心忡忡嗎？誰願目睹母校面臨殺校之險？身為校友會主席的我更覺責無旁
貸，必須向各位校友道出母校的危機並發出呼籲。同時亦經與本屆校友會各委員商討尋求救校方法。
希望能為母校出一分力。

以下是經各委員多番商討後得出來的方案：
一、校方已於2014年11月份實行『中五及中六級的拔尖計劃』增聘導師於課餘加強培訓學生的

應試技巧；或資助有志學生課餘往補習社補習，加強培訓學生的應試技巧，希望提升學生的公開試成
績，從而提升校譽。

二、校方定於2015年2月28日舉行『小學排球邀請賽』，並公佈設立『排球種籽獎學金計劃』
，藉着我校素有「排球少林寺」之美譽及獎勵計劃下，吸引對排球有興趣及具潛質的小六學生選讀我
校。〈排球邀請賽當日會邀請現役香港排球代表隊之校友參與宣傳〉。

三、增設「音樂種籽獎勵計劃」，吸納對這計劃有興趣的學生。
四、考慮設立「大學學費半免及／或全免獎勵計劃」，以激勵學生為目標而奮鬥，爭取好成績，

建立校譽。
   觀乎以上種種計劃，均需要額外款項支持才能成事，惜校董會近幾年因財務出現嚴重超支致令今學
年對香港培英中學之撥款申請大幅度削減,加上收生人數減少，政府資助撥款亦相應減少。雪上加霜，
對學校而言是困難時刻；培英中學辦學超逾百年，校友遍佈全球，英才輩出，不乏成功人士，想我白
綠兒女必不會袖手旁觀，定會本著培英一家親的精神，在關鍵時刻出手相助。故特專函各位校友，懇
請支持培英母校，踴躍參加並支持以下兩項由香港培英中學校友會所舉辦的活動：

〈１〉校友會訂於2015年2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時30分在培英校園召開「校友集思大會」希望能
得到各校友給學校出謀獻策，免去殺校危機。

〈２〉針對獎助計劃，校友會將成立一個專項基金，專款專用支持救校行動，希望各位校友義不
容辭，慷慨捐獻，金額多少，無任歡迎，深信團結就是力量，集腋可以成裘!

倘樂意捐獻者請填妥捐款回條後連同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寄回以下地址：

香港薄扶林華富道55號「香港培英校友會」

如個別校友未能出席集思會，惟欲了解母校現況，請將聯絡方法按以下渠道通知本會，本會將有
專人與台端接洽：

一、致電培英中學陳小姐　2550 3632　代轉達
二、傳真 2575 8633
三、電郵 info@pyaa.org.hk

香港培英中學的未來全賴有你，能得到你的支持，問題定必迎刃而解。請各學長、學弟妹發揮白
綠精神，多多支持！

祝
生活愉快

香港培英校友會主席柳勤榮暨全体委員謹上
2015年1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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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們的建議
I suggest to offer Form one incoming students with the incentive award: the student ranks #1 have full 

tuition paid for; #2 rank student gets half tuition paid for and the #3 rank student gets one third tuition paid for. 

The funding can be donated by a class of Pui Ying alumni (for example class of 1973 On Society). This is not a 

lot of money. The method was used in my previous Chinese YMCA middle school. 

Or, Pui Ying may lower the tuition of the Form one students by about 20 to 25% from regular tuition to 

attract students. Pui Ying may ask successful and wealthy alumni to donate money for this effort. 

May I suggest current professors go back to Pui Ying to give a talk to attract incoming Form one students. 

Marketing is very important. Even Harvard University give talks to recruit high schools seniors.

    For the intermediate term:

1. Raise the proiciency of English. Use English text book for Math,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2. Shape the school into a technical middle school. Introduces courses such as computer programming, 

Computer Aided Design (CAD), drafting, machine shop, and typing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in today’s com-

puter age). This will help Form 6 graduates to have advantage to be accepted to technical universities.

3. Pay high salary to hire excellent teachers. Excellent teachers will inspire students and produce good 

students.

    For the Long term:

Set up ties with Pui Ying Alumni who are over seas: Canada, USA, Australia, Europe so that the Form 6 stu-

dents may apply to universities in those countries. I think alumni in Toronto, LA, Boston, Virginia, New Jersey, 
will be willing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to Pui Ying students.

從所提供的資料顯示，2012年開始，已有縮班現象，未知是全區每校都縮一班（教
育局政策），還是只發生在培英呢？如果只發生在培英，那警號已於兩年前响起。入讀
率大幅插水現象自然迅速產生，所以今年縮至兩班，是可以預料的，一點也不突然。

2011-12年度的學生公開試的表現如無水份，確實是很不錯的成績。但所謂平均合格
率提指四科、五科、六科，還是八科?　含份不同，解讀的意義差別很大。大學入學率是
指報讀與入學比例，有些學生由於成績未及水平，經老師勸退，不報本地大學，轉讀非
大學課程，這個人數比例更能反映實情。即是說，一百位中六生，有幾多人能入讀本地
大學？（台灣、內地等境外大學不應計算在內）按所提供的資料，我校的大學入學率是
百分之九十八點二，即是一百個中六生，有九十八人入讀八間本地認可大學。這個數字
是驚人的，恐怕名校如拔萃、協恩、喇沙，都未必有這個成績。所以，資料如何解讀，
水份如何，真的耐人尋味。

國教事件，據悉，校方臨時轉軚，暫緩推行，息事寧人。不過，某中四同學在一次報
章訪問中，對母校的攻擊詆毀，肯定對學校做成莫大的傷害。年青人的任性，往往成事
不足，敗事有餘。如果她知道隨便一兩句話，會對母校造成大傷害，她會否三思。
    柳主席轉述母校校董會經詳細商議後得出的四項救校措施中，也是問題多多。

（一）中五中六拔尖計劃。此類計劃幾乎是每間中學都做的，針對救校，意義不大。
較奇怪的是，利用校方資源津貼同學到外間補習社補習，既花鉅款（補習社收費是天
價），又矮化培英老師的形象（培英老師不及補習社的好），得不償失。

（二） 小學排球邀請賽。這類活動可以做，但要恆常地做，全方位的做，比賽之
外，要跟進，要把小學同學納入訓練隊，帶他們南征北討，打出名堂，甚至深入內地交
流訪 問，希望留住同學仔的心，升中時有望選培英。不過，人是現實的，稍有讀書能力
的，聽到中中，大都打退堂鼓，除非學校不介意多收學術水平低的波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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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音樂種子計劃。是陪了夫人又折兵的勞作，徒勞無功。要辦這類計劃，只有
拔萃、聖保羅、喇沙這些財雄勢大的名校才有條件，拔萃有自己的音樂廳，校長是音樂
博 士，尚且不以音樂種子計劃招募學生，培英不是一所擅長音樂教育的學校，在學界從
來未聽過培英有出色的樂隊、合唱團。管樂團和中樂團的水平也非常一般，如何 可以吸
納有音樂才華的小學生報讀？一廂情願，吃力不討好的事，不值得投放資源。試問，一
支像樣的黑管、長笛、高音短笛要多少錢？一套定音鼓要多少錢？外聘 老師來校教授，
每堂收費是多少？安排學生舉辦有份量的音樂會，出國演出，又要花多少經費？這是無
底深潭，碰都不要碰。如果寒酸地做，不如不做。
    （四）資助大學學費。看得出是花招，九十八點二的大學入學率，怎樣能夠個個照
顧？到尾只能挑一兩個學生贊助多少，半免學費都要一人兩三萬，學校說已經嚴重超
支，那來每年幾十萬去支援一個計劃？不過，如果能騙到部份家長，那麼，出些虛招也
是無妨的。
    救校工程不能單單歸結在幾項計劃中。要全方位，總動員，物力固然要有，人力也絕
不可少。印象之中，救校要做的首要工作是籠絡人心。

學校可派老師到區內聯校家長教師會搶職位（自願獻身當主席、秘書等），主動出
擊，與小學家長打交道，有機會就軟性地向家長落藥 ，推介母校辦學和育才計劃。正所
謂握手三分親，關係建立後，家長眼見培英老師如何委身教育，自然在選校的過程中加
感情分。
    成立區內家長通訊網，把校方的訊息傳遞到區內，令家長了解培英的教育理念和最新
計劃，提升知名度。
    校 方要主動與小學老師打好關係（睦鄰），在可能情況下，和一些目標小學結成項目
合作計劃或姐妹計劃，協助小學老師替學生爭取學界榮譽，例如：學界排球賽、學 界游
泳比賽、校際音樂節，朗誦節、辯論比賽、以中學的人力資源和小量資金（不能多，怕
打草驚蛇）去替目標小學完善後勤工作，有成效全歸小學老師，千萬不能 居功。日子久
了，小學老師對培英的觀感可能會改善。要知道，小學生選校都是聽老師的，那就明白
為甚麼要向小學老師身上做功夫了。
    母 校不乏有份量有成就的校友，可以有計劃地邀請他們回校做講座、講應考技巧，講
學科出路，如果校友肯幫手，請任職大學的帶去大學參觀，教孩子決志升大；請成 功營
商的帶去所屬企業參觀，了解行業出路。說明各行各業的精英，都有白綠兒女。這類工
作要高調做，要印好精美的宣傳單張甚至單行特刊，派給區內街坊，看性 質邀請區內小
學同學參加講座或活動。事後發放有意義的紀念品。
    林林總總的類似想法還有不少，目標只有一個，做不失身份的宣傳工作，標榜培英的
強項，廣結善緣。這類措施本是治於未病之前，延至目前處境，是否仍然有效，確是疑
問。勉力而為，總比坐以待斃好。
    寄望其他校友在集思會中有更高明的見解。 
 
Feb 1, 2015

我只是從某些角度就殺校的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的見解。一隅之見，往往不足以反映出
事實的真相，凡事宜易地而處，調個頭從校方和校董會角度去想想，了解他們曾經如何
應對殺校危機，明白他們提出救校計劃和措施的背後理念，就容易溝通和建立共識。

希 望所有校友提意見都能本著愛校之心，而非抱怨責難。我很相信現職母校的校
董、教職員此刻都為救校而傷透腦筋（這是涉及榮辱和職位雙失的重大挑戰，誰敢掉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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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勤榮主席，從台端的大函，驚悉  母校連續兩年，因中一收生不足而迅速縮班，香港
人口出生率下降，學生人數不足是全港問題，但仍有很多學校，其門如市，家長越區爭相
希望能進入就讀。沙田培英何以沒有這困境，如今呼籲各地校友慷慨解囊，捐助母校解決
財務困難。華富村培英中學的成績，有如王小二拜年，成績一年不如一年，學校的聲譽在
港區亦多怨聲，冰寒三尺，非一日；且看香港的友校，如：真光、嶺南、培道及培正，他
們都沒有這些問題，尤其是培正，可說是當今香港中文學校的皎皎者，每年申請入讀中小
學者大排長龍。母校的領導群在過去有沒有去表揚白綠精神，展現「信、望、愛」校訓？
移居海外幾近半世紀，常常閱讀到「培英青年」「聯會友聲」等各種報導母校成績，似乎
都是喜訊，何以近年突然變成如此不堪入目？

母校的領導層，有否想過恢復小學，完成一條龍的政策？當年母校在巴丙頓道的時
期，學校由幼稚園，小學至高中；如71年基社的中一有十五/六班，何其鼎盛！何以突然變
賣校舍搬到華富村？令人費解？！母校今日情況，有如病入膏肓，何以現任校長不專注去
解決目下危機，反而要想去取代沙田退休校長的職位？事情如屬實的話，叫校友們如何不
感到傷心。二月二十八日的「集思會」已召開了，有收到廣納百川，拯救  母校的建設性高
見。毋忘校祖的建校精神。

輕心）。主事者容或有考慮不周，計劃欠詳之處，作為愛友校友，宜多包容，體諒，與
人為善，給校方更多的空間和時間。凡關心學校前途的，應該積極多提意見。 最好不要
仿效香港的政治文化，避免對立、敵視、詆毀、落井下石，要用同理心去了解母校發生
的每一件事，做重要的事，不挑小疵。就算到頭來救校不成，也能彰 顯白綠兒女的求大
同、存小異，一分熱、一分光的高崇情操。

視像會議如正反兩方對質，身段擺得太高，不宜做。安社在港不乏德高望重的資深
教師，也了解香港救校風雲的最新情報，如果能夠參加母校集思會，了解情況，提出意
見，和衷共濟，肯定比隔山打牛的忖測，更能發揮作用。

校友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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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選民先生生平事略
先生於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原籍廣東省番禺縣人。小學就讀廣州培

英中學。一九三一年負笈北京燕京大學，其後在研究院深造，取得碩士學位，畢
業後留校任教。

於一九四七年投身香港教育事業，獲任羅富國師範學院講師，後升任為羅富
國師訓班一年制主任。後再升為高級教育官，任職元朗中學校長至一九六五年退
休。後再獲聘為中文大學研究院註冊主任及教育學院講師。

一九七五年再退休後，移民加拿大多倫多與子女團敘。當時加國安省提倡多
元文化，推行各國祖裔語言課程，先生遂義務加入多倫多北約教育局，創辦華裔
語言課程，選聘教師，編撰教材，不遺餘力，發揚中華文化傳統，以免兒童數典
忘祖。百年樹人，竭盡心力，一生作育英材，桃李滿天下。

晚年體弱，在二零一四年二月入住多倫多護老院。五月二日，晚上九時半在睡中離開世上返天家與
主同住，享主愛福樂！

張華羅老師
我們中學時代尊敬的張華羅老師已於2015年2月20日年初二早上4時18分去世。
長期工作於張老師的娥姐詳細告訴我，張老師於2015年1月18日因身體“生蛇” 入醫院治療，於

2015年2月14日轉往老人院治療，直至2015年2月20日年初二早上4時18分去世。
張老師喪禮定於2015年3月12日在紅磡萬國殯儀館 (17:19開始) ，2015年3月13日出殯。
張老師生於1921年9月，1957年任教香港培英中學， 1967年離開培英中學轉往香港培正中學任教，

直至退休。

50’ 翼社 梁 繼 學長
梁 學長去年八月中,   巫  傑老師出殯時, 他亦有出席送別, 並說老師是他敬仰而亦是最後的一位. 

誰料葉長蔚會長突然告訴,   梁   繼 學長已于去年十一月九日仙遊,  噩耗傳來, 令人惋惜沈痛,  敬向 
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並請節哀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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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iication and
veriication from the respective advertiser and

author before using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advertisements and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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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懷先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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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話
「白綠楓訊」的作品不一定好看，不過這是我們熟識的聲音，每一篇，每一段都在燈下以筆尖吻觸紙張

的特寫，或手指在鍵盤上跳躍打出來，在燈下，才能書寫記錄得地久天長的呼聲，人和事的記述外，尚有感受
和心情。可是，踏入廿一世紀，電子產品，一日千里，八十年代手機現世後，日新月異。我們已感覺到書寫的
藝術漸漸失落，有感想的日記，似乎已存入史館擋案之時，不管是萬言巨著或是薄薄的會訊與友聲，有人說，
我只隨手翻看一下，便將它束之高閣，棄之如敝屣。如今世界進入短訊時代，智能手機盛行，Fax 、電郵都落
伍了；民初五四運動癈除文言文，連簡單的我手寫我口都不想要，年輕一代厭惡閱讀，抗拒思考，連少少文字
都不想用；用一些圖像表示，顯現失智的一代，使平庸的人變成愚蠢，而愚味的人變得更愚味，使文明惰落。
君不見近十年來世界上著名的報刊先後結業？！人，生活繁忙，能坐下來輕輕鬆鬆拿起書、畫報或雜誌，翻一
番，感受翻書的感覺，是一樂事也。

     白綠兒女們，培英一向都是文理並重的學府，看到母校的定期刊物內的文獻大部份是五十年代前的學
長們，難道七/八十年代的後學者不繼乎！？雖然有人提議不必出印刷而改為電子版，是否人人都能上網瀏
覽？很多人仍喜愛手執印刷品閱讀，加上各地學長的鼓勵及支持，「白綠楓訊」編輯組仝人決定按照原來宗
旨，仍舊於每年四月及十一月出版，希望大家珍惜這本小刊物是禱。

      今期特別刊登香港培英校友會主席柳勤榮致世界各地培英校友函件，向各校友道出母校面臨殺校危機
的呼喚。同時亦刊登一些校友的反應。台基彭國華的眾裡尋他整整八載同窗林敏儀，表現出培英「白綠」精
神凝聚學子心。另一篇「走不出這片土地－故鄉」寫出遊子飄洋過海，永遠無法掛記家鄉。美文不少，校友消
息、校友到訪及本會活動，特別親切。

鳴    謝
校友會

馮國光   $100- (校友會)
陳翹慈   $100-  

贊助夏日燒烤

葉長蔚   $100-

以下芳名的捐贈是資助「白綠楓訊」

陳  宜校董   HK$10,000-         
李植榮校友    $100-      
滿地可校友會   $100-      
美西方創傑校友       US$200-
美西羅   穎校友       US$100-        
關曉姬校友     $500-      
陳菊雯校友          $99-         
李曼霞校友    $100-
卓曼麗校友    $100-      
張瑞芳校友    $200-    
李月顏校友    $100-   
陳  正校友    $50-     
許先文校友     $100-

廣告商戶索引
封 面 內 頁 :  厚泰印刷
內頁(1/2頁): Evergreen 園林
內頁(1/2頁):  安活廚櫃/張瑞芳 
內頁(1/4頁):  福地/鄧美玲(真光校友)
內頁 (咭片 ) :  HomeLife/ Tonny Louie

  MuiScientiic 梅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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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章

一 定名： 本會定名為安省培英校友會Ontario Pui Ying Alumni Association。
二 地址：  聯絡地址：應屆會長地址。
 電郵地址：ontariopuiying@gmail.com 
 網        址：www.onpuiy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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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年繳費貳拾元，由每年四月一日起繳交。

2. 永遠會員 — 壹次過繳費貳百元，以後永遠免繳年費。
3. 榮譽會員 — 壹次過繳費四百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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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只能連任二次。
八 會議：      1. 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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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法定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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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如因事不克出席委員會會議，可授權其他出席委員代表投票，但每位出席委員衹能受托壹份 
  專為該次會議的授權書。 
 3. 會員大會 — 於每年四月慶祝校祖日時舉行，年會法定人數為三十位會員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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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半數會員出席為法定人數。 
 5. 永遠會員、榮譽會員及上屆會長，可出席委員會會議，無投票權。
九 印鑑：     本會之正式鈴印及會長圖章由應屆會長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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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計算。
十一 解散：    本會如須解散時，需由特別會員大會出席會員達四份三以上決議通過。如有任何資產亦須由該大會  
 決定處置。
十二 修改會章：除會章第五條之1至5項款額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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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六日及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曰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