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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會長的話會長的話會長的話        
     我熱誠的告訴大家，我們這班熱情漾溢的理監事們，

今天在聖荷西市中興電腦公司的會議廳開會討論關於今年四月

十九日在 Cupertino 市王朝酒樓所舉辦校慶晚會的分配工作事

宜。最可貴的是林漢名譽會長冒雨從二埠趕來參加，並即塲宣

佈送出明年赴廣州參加全球知用校友聯歡會的機票一張做為特

別獎。當場亦有兩位理事分別認捐了 $500 和 $200 作禮物代

金，陳金龍總務也告知有公司願意提供禮金來贊助我們的晚會

活動，今年晚會的獎品必定是琳瑯滿目，希望來参加的貴賓校

友都有機會成為幸運者。今天最令我們鼓舞的是有多了四位校

友來參與籌備工作。他們是第 29 屆的郭雪秋，第 34 屆的李寶

珠、劉道冠和林群卿。有了這群新力軍必會把校慶晚會辦得更

好。 

我們謹此向大家說：”歡迎各位踴躍報名参加，這次聯

歡是為您們而設立的。” 

最後祝福大家春福                         

     洪耀華  敬啟 一月二十七日  

美國北加州知用校友會 
  Tri-Dung Alumni Association @ Norther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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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能出席南加州知用校友會的新年聯歡晚會。當時各地的老師和校友雲集金都凱旋皇宮大酒家，握腕言歡， 聞歌起舞，欣賞豐富的節目， 給我們留下完美的記憶。我偶然能和闊別了約四十年的陳揚彬校友握手話家常，實是有緣。他以前是知用孟子童軍團的虎隊成員，我家裡還保存了虎隊在博愛學院紮營的照片。改天必定送給他一幀，好讓他看一看少年時的英姿。                        會長   洪耀華 北加州會長 北加州會長 北加州會長 北加州會長 洪耀華致詞洪耀華致詞洪耀華致詞洪耀華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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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12日日日日    

南加州知用南加州知用南加州知用南加州知用

春節聯歡會春節聯歡會春節聯歡會春節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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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年年年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加勒比海遊船河遊船河遊船河遊船河                路邊社記者袁美河    前提前提前提前提    籌備了很多很多日子了，感謝南加知用校友會加勒比海遊船河負責人林晚霞、葉月英，危廣開、葉保書、陳章泉等校友不畏辛勞、犧牲自己的時間，服務大家，衷心的謝謝！  啟程夜啟程夜啟程夜啟程夜1月月月月13日日日日    話說1月13日，當晚月黑風高，寒風刺骨， 對羅省來說是的確冷！各校友偎縮著一起在林肯大酒店的停車場等候載我們往機場的旅遊巴士，大家都提著沈重的行李，各人自嘲儼如逃難，不過今日的心情卻大大不同，今晚是乘興而來參加知用校友會組團前往加勒比海遊船河！ 到了LAX會合更多校友。由於1月14日中午才上船，而我們搭乘晚機往邁阿密，大隊人馬check in 後，過安檢，在候機室先來與久未謀面的老朋友寒喧一兩番或認識新朋友。我遇見了有30多年未見的雙料學姐—林婉芳，在大學時她已對後輩非常照顧，我是於最近才知她也是知用校友。我的大姐和二姐特地從香港來參加聯歡會和這此盛舉~加勒比海遊船河。我們的班機延飛，終于在次日即1月14日1時後才起飛。機上差不多都是校友，大家都疲倦了。有人趁機假寐，有人興奮過度，高談闊論。經過四個半小時的飛行，終於抵達邁阿密！才6時許，我們再度在機場候車來接到碼頭。這時，校友們自成小組活動﹕散步的、體操的、跳舞的、”口部活動的”~吃或談話。又再會合從他州來的校友們，我們一行兩部遊覽車浩浩蕩蕩駛往碼頭，沿路看到邁阿密市的高速公路上車輛來去自如，因此顯得寬敞，氣候如東南亞，彷彿回到越南的海灘城市，但是也未如越南般悶熱。 登船登船登船登船1月月月月14日日日日    車達碼頭，我們又再會合從北加州來的校友，全團123人來自南北加州、俄勒岡州、馬里蘭等州，更有來自加拿大、香港、台灣來的校友們。登船手續如出入境無異，但數千人的場面，其偉大勝過荷里活的電映中的熱鬧！上船後，大家都餓了到自助餐廳大快朵頤一番。部分同伴們有些房間的問題慶幸也一一解決。晚餐時，各人又變成高雅人士因為船上規定的在餐廳要求服裝整齊。 餐後，有人等不及匆匆上了賭桌，好像黏住了!如到忘我境界！有人看表演節目，很多人「頂不住」睏了！其實當天我們因時差（美國東西兩端相差3小時），又因不習慣船上搖晃，有人一早尋夢去了！但亦有一班精力旺盛的「老傢夥」們仍「能者多勞」跳舞活躍通宵達旦，佩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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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船上自由活動及認識環境，運動的設備俱全。我們一眾老友們既運動又桑拿，談天說地就不在話下了！因是校友會是團體，故船公司給我們敘會場地，下午，我們校友特別有自己的節目，報告、分組認識彼此，line dancing更是少不了！有校友變成line dance「發燒友」了！ 跟著船長茶會，各人回房打扮。個人對船長不感興趣，還是家裏的老伴可愛又可貴！於是和少數友好自行去了運動及桑拿！小休後，晚餐女士打扮得花枝招展，男士們個個西裝畢挺！閃光燈熠熠生輝！人人皆如巨星偶像！ 
1月月月月16日日日日    

9時船抵Grand Turk Island，甫下碼頭，船公司即抓著商機頻頻替每位下船的客人拍照。長長的碼頭，陽光普照,，頓時精神爽朗，碼頭另一端大大的免稅店，女士們湧進向名牌香水、手袋部去；男士猛然發現有名酒部亦趨之若鶩！但外邊的燦爛陽光、使大家亦禁不自又往外面的沙灘去，那清澈見底的海水，似是一股強烈的吸力更令人著迷地往海裏去。這裡的海水特鹹的，浮力也相對大，游泳也不費勁，浮沉綠波中，真的非常非常舒暢；又有好友親人相陪，悠遊自在，那麼恬和真是人生樂事！校友們也參加不同的活動如﹕漫步無邊際的沙灘（浪漫啊！），有人只曬曬太陽，有偷閒看書的，或在椰樹下享受著和暖的海風使人昏昏欲睡，真的甚麼凡塵俗事一時間煙消雲散！ 部分校友雇的士或馬車環島一週，這小島面積僅2X7英哩而已，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全民健保、強迫教育。有醫院、大中小學校（甚至兩所大學學院）、銀行不只一間、手機店其大、汽車新穎、好像缺中國餐廳（似是有由韓國人開的），校友戲言移民此開餐館，發揚國悴！我們數位校友以為乘坐馬車享受浪漫的18世紀情調，誰也沒有想到那馬兒竟然向我們放馬屁，哈哈！竟然沒有人拍到，真「可惜」！臭氣衝天，非常難受！！！ 
1月月月月17日日日日        

Half Moon Cay是船公司的私有島，我們安排有BBQ午餐，節目由各人自費參與如﹕Snuggle，租賃小船、自行車等。本人選海灘活動，又再浮遊於綠海藍天與彩色繽紛的魚兒之間，無嗔無惱，樂也！晚間船上活動大至相同。最重要各得其所，皆大歡喜！ 
1月月月月18日日日日    

Nassau, Bahamas，是群島之首府，有其艱辛歷程之獨立但仍屬英聯邦。主要靠旅遊業。島上「黑白兩道」分明，原來白人操經濟大勢，其多來自歐美澳三洲之闊人，而黑人多是奴隸的後裔。巴哈馬士群島在以前是英屬，英人販賣黑奴，這些群島是他們的「奴隸倉庫」，從非洲強虜來的人，在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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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地點。巴哈馬士群島於六四年獨立，但制度、生活習慣仍仿英，大部分資源是外來，中國製造一如世界各地到處可見，小販們甚至和我們說中國語。面積12X7英哩。沿岸到處是建造各別出心裁、美侖美奐的華廈是白道。轉入內陸的骯髒雜亂無章的小街，黑道也！市長是黑人住宅在中產社區與一般平常人家無異，只多了四名守衛而已。 我們參觀了本市的世界超級豪華大酒店Atlantic，建施過分奢華，一個拱圓形的天花用4噸黃金貼砌，一間「空中樓閣」套房（房間是在連接兩棟酒店大廈之間，下面是凌空的）消費美金25000一晚，至少要住四晚，也就是一次要耗美金100000，當然未算其他開支。最底房間價錢700美元一晚，我們則未曾參觀。大廳分兩層，底層有龐大的玻璃落地窗連通水族館，各種熱帶魚來往遊客跟前，確實壯觀！ 當晚是我們最後一晚了！晚餐時，又是話別依依、又是拍照留念、又是留下聯絡的資料、又是戀戀不捨這良辰美景。。。最後還是要收拾行裝離別矣！ 早上登陸早上登陸早上登陸早上登陸1月月月月19日日日日    本團到此也告一段落。又拖著行李在邁阿密上岸，兵分四路，兩路一向南、一向北打道回府去也！另外兩路﹕一組遊Miami，一組遊Orlando。這段的旅途見聞，請看下回！ 

 祝各位新春納福！萬事如意！健康快樂！ 2008年2月15日完稿 

王石基尋根記: 

Believe it or not,  
they are TWINS! 

馬車夫之戀: 楊悅把太太安置到馬車尾, 自己卻在車前等候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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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最老的洪媽媽 (洪耀華令壽堂) 

全團最老的韓媽媽(韓國屏令壽堂) 
吳師母與楊悅笑逐顏開 

      Cruise Photos  2008年1月中旬 

No Cigar Smoking!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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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love 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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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會活動照片:  
1: 2007年9月23日 
     Shoreline Paek,  
     Mountain View 

2: 2007年10月21日   Campbell Park 

3:  2007年12月16日 
     Los Alamitos Creek Trail 
     San Jose 

4:  2008年1月27日 
     Rancho San Antonio  
     County Park, Cuperti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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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撕出第11頁至14頁，對摺後寄回。 請勿忘貼上郵票。 �� 

            籌辦六十九週年校慶通告籌辦六十九週年校慶通告籌辦六十九週年校慶通告籌辦六十九週年校慶通告    敬愛的師長和校友們， 
      2008  年的校慶聯歡已定于4月19日下午六時開始，在北加州
Cupertino 市的王朝 (Dynasty) 酒家舉行，懇請各屆同學踴躍參加，齊來歡聚。歡迎攜眷邀友邀友邀友邀友出席，並煩通知各地校友齊來敘舊、一同慶祝。     王朝酒家地址﹕Dynasty Seafood Restaurant   (408) 996-1680 

10123  N. Wolfe Road,  Cupertino,  CA 95014   

     ( 位於Vallco Park Shopping Mall，靠近280出口，我們晚會是在向 Wolfe 

        Road的前廳) 餐券每位35元，憑券入座及抽獎。請於4月月月月5日日日日前向下列聯絡人登記，歡迎小組湊滿十人同桌。先到先編好位置，希望儘早訂購，以便安排。 聖荷西:  楊   悅 (408) 248-3273       陳雪梅 (408) 723-8028      

      傅美容 (408) 258-1537       史昌富 (408) 578-9513 中  灣:   黃禎祥 (650) 755-0732       李寶珠  (408) 749-8880 東  灣:   霍麗萍 (925) 460-9373       鄭克文  (510) 614-7111 三藩市: 馬劍友 (415) 664-7260       鄧煥桂  (415) 753-6706          沙加緬度: 林 漢 (916) 685-6418       李文基  (916) 682-8312 亦可電郵報名﹕tridung909@yahoo.com，，，，請列出姓名、人數、聯絡電話。 郵寄報名表格及支票請寫  “Tri Dung Alumni Association”    

                             2896 Taper Ave., Santa Clara, CA 95051 禮物禮物禮物禮物﹕﹕﹕﹕特獎包括有林漢名譽會長送出「明年赴廣州參加全球知用校友聯歡會的來回機票」乙張， 現已有兩位校友分別送出 $500 和$200的禮物代金。除了本會準備的禮物，尚有其他校友陸續捐贈，抽獎禮物一定豐富。 所有樂捐禮物請填寫於報名表上，或於4月10日前通知 日前通知謝德盛 (408) 238-8123，陳少美(408) 268- 4179或李石英 (408) 272-4888，俾能早作編排，多謝合作。 節目時間表節目時間表節目時間表節目時間表﹕ ﹕ ﹕ ﹕ 6:00 pm  : 登記、談歡            6:30 pm : 晚餐開始、卡拉OK 

                        7:00 pm :  校慶儀式 & 節目      9:00 pm : 幸運抽獎、遊戲  
                        10:00 pm :  Line Dance        11:00pm:  散會。 
70週年校慶﹕2009年的4月，我們將響應南加州發起的「全球知用校友聯歡大 會」，計劃在廣州舉辦，因此例定的北加州校慶聚餐將會停辦一年。  謹此祝頌    健康如意、團結友愛、平安歡樂！                        北加州校友理監事會 敬啟  北加州校友理監事會 敬啟  北加州校友理監事會 敬啟  北加州校友理監事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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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貼郵票 

Stamp 

美國北加州知用校友會美國北加州知用校友會美國北加州知用校友會美國北加州知用校友會    
    

Tri-Dung Alumni Association @Northern California 

              2896 TAPER AVENUE  

    SANTA CLARA,  CA  95051 

請對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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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校慶(2008)聯歡報名表 
 

 
 參加2008年4月19聯歡人數﹕ 全組共  _______  人， 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所屬屆別﹕ _________ 

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捐贈禮物,   請按 價值大約填寫（A、B、C、或D) ,   禮物外面註明捐 贈者姓名: 
           (A) $10 - $50，          (B) $50-$100，       
       (C) $100-$150，        (D) $150以上。 校友樂意認捐經費 :             隨後寄到。 

                     內附支票， 共 $ _____________       
             餐券訂購支票抬頭請寫餐券訂購支票抬頭請寫餐券訂購支票抬頭請寫餐券訂購支票抬頭請寫﹕﹕﹕﹕Tri Dung Alumni Association，，，，                    可經由聯絡人代購可經由聯絡人代購可經由聯絡人代購可經由聯絡人代購，，，，或直接寄往票務組收或直接寄往票務組收或直接寄往票務組收或直接寄往票務組收﹕﹕﹕﹕  

2896 TAPER AVE., SANTA CLARA, CA 95051  

 校友姓名校友姓名校友姓名校友姓名 人    數人    數人    數人    數 禮    物禮    物禮    物禮    物 認     捐認     捐認     捐認     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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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師長及校友們:  如通訊地址或電話有更改，請填寫以下資料，以便我們能及時更正， 您們的合作能促進我們校友會的聯系與通訊﹕ 
 姓名（Name）: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T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屆別﹕ _________             高中                   初中                  小學  
 

新登記加入校友會名冊者,  
 

樂意成為下一屆委員、參與推動會務者 
 

   （以上資料亦可用電郵通知我們﹕tridung909@yahoo.com） 
 

 

     

                                                                                                                                        誠徵人才誠徵人才誠徵人才誠徵人才    

歡迎校友加入我們校友會的行列來擔任委員。 

我們需要你的幫忙，使校友會辨得更好，更完善。 

有意參加者請用電郵，郵寄或電話通知我們。 

郵寄地址及電郵地址如上面所列。 

電話號碼請參閱本刊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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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師長校友，以及南北加州的校友們， 
 

 希望各位都能撥冗來參加今年的校慶聯歡，攜眷出席，彼此可以共聚一堂，回味往事，暢談現在，享受友情的溫馨。 
 本會委員樂意在聯歡會的翌日，即4月20日（星期天），舉辦一次集體遊玩，好讓大家繼續欣賞同行之樂，也為了引領遠道而來的校友們參觀附近的環境或風景，一盡地主之誼。 

 希望各位盡量回答下面的徵詢問題，讓我們能明暸大家的意見，從而作出適當的安排﹕ 
 

1．贊成一日遊？    是             否 
 
 

2．能夠參加？       是 ， 參加人數  ________,             不能 
 

3． 一日遊的選擇﹕    約 $60 - $90（可選擇超過一個） 
   沙加緬度（Sacramento 加州首府） 
   蒙特利 ( Monterey ) 水族館  + 17 Miles + Carmel 

   舊金山 （市區多個景點）+ 1 小時海上遊 + 金銀島 
 

4． 假如改成二日遊﹕（約 $120 - $150） 
  沙加緬度（Sacramento）+  雷諾 ( Reno ) + 太浩湖 
  蒙特利 ( Monterey ) + 17 Miles + Carmel + 赫氏古堡 

 

      是否能參加？           是 ， 人數 _______ ,            否 
 

5．建議﹕ 
 
 
 
 
 
 請盡快表達您的意見， 我們需在3月16日前作決定，然後進行安排與聯絡等事項。    校友會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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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from 208 South - 從208 公路南下: 
Take exit for Wolfe Road (Wolfe Road 出口) 
Turn right onto N. Wolfe road (右轉入Wolfe Road) 

Drive about 0.3 miles, 王朝restaurant is on your right side. (餐館在路的右邊) 
Driving from 208 North - 從208 公路北上: 
Take exit for Wolfe Road (Wolfe Road 出口) 
Turn left onto N. Wolfe road (左轉入Wolfe Road) 

Drive about 0.3 miles, 王朝restaurant is on your right side. (餐館在路的右邊) 
王朝海鮮酒家王朝海鮮酒家王朝海鮮酒家王朝海鮮酒家:  :  :  :  Tel: 408.996.1680 

Dynasty Chinese Seafood Restaurant 

10123 N. Wolfe Road, #1688 

Cupertino, CA 95014 

 

( 靠近280出口，位於Vallco Park Shopping Mall，校慶晚會是在向Wolfe Road的前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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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校長的女兒 唐校長的女兒 唐校長的女兒 唐校長的女兒 ------------    唐誨嫻同學唐誨嫻同學唐誨嫻同學唐誨嫻同學 張肇康(21屆) 

 

唐誨嫻是我在校長眾多子女中惟一熟識的知用同學。 那是

一個令人懷念的六十年代，誨嫻自高中畢業以後來到臺灣繼續

升學，可能我們的父親都在越南獻身僑校教育界，所以對於歌

唱舞蹈的興趣異常濃厚。我們不約而同參加了我二哥肇壯在臺

灣大學創辦的”民族舞蹈社”。由於經常練習的關係，我們彼

此十分稔熟，記憶中與唐誨嫻和馮聖瑛(馮謙老師的女公子)都有

舞蹈公演的機會。首場以12人表演的山地舞，也曾在臺大校園

轟動一時。 

唐誨嫻性情開朗，喜歡講笑話。曾當眾模仿越南總統吳廷

琰八字腳走路的樣子，引起我們哈哈大笑。我們在舞蹈社瘋瘋

顛顛了兩年，情同兄弟姐妹，表演舞蹈群中尚有善於男扮女裝

的鄭偉(我新竹中學同室的越南僑生同學) ，以及嬌小玲瓏的劉

穎兒(劉鏡生校長的女公子)。1965年元旦我們四人在臺大千人的

體育館表演”湘江戀” ，甚獲觀眾好評。 

歲月匆匆，如今四十五寒暑已過，我心在問：” 若誨嫻巳

老，尚能舞乎？” 



 17 

    此舞可待成追憶,衹是當時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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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記夏末遊山東             文增鴻(20屆) 2007年8月下旬參加南灣名教授朱琦博士領導的山東文化旅遊團。愛好文化的團員從美國，加拿大，香港，臺灣等地飛到北京大會合。翌日在餐廳用早餐時，特然眼前一亮，看見走進來一位身穿白色衣裳白鞋，身材高大，皮膚如白玉般的美艷女子。凝眸一看，原來是紅透半邊天的影星林青霞。怎麼會那麼巧在這裹見到林青霞？一問之下，原來她是山東人，經朋友推薦來參加的。她息影後愛好文藝，練書法，想到旅遊故鄉山東的機會不可失，於是便加入了我們的旅遊團。有大明星同遊多多少少會帶來些不便，雖然她是處於低調狀態，沒有化裝，毫無架子及非常隨和，但到處都給遊客認出來，要求與她拍照。猶記得在參觀孔廟及孔宅時，被另一旅遊團的導遊發現了，用手機傳訊給其他導遊，霎時間人群從四面八方湧來爭看林青霞，把來看孔聖人的目的全忘記了，簡直把孔老夫子拋於腦後。想不到古聖人卻比不上今時的大明星更具有吸引力。 這次旅遊參觀了北京的北海公園， 下一站是承德市的避暑山莊，清帝們真會享受，但覺山莊風景如畫，優美極了。 在金山嶺上看到把山山串連一起的長城，有感而發，題詩一首：   
長城嶺上漫伸延，登高縱目山連天， 

幾許勞力幾艱辛，贏得帝王安枕眠。  

 

翌日登上了嶗山，接著是到青島看海景。再往濰坊市參觀楊家埠風箏工坊，所製風箏彩色繽紛，如蝴蝶，青蜓，金魚，飛鳥等，可愛極了。工坊有品質管制，保証每一風箏都能飛上天空。看後題詩一首：  
 

風箏彩色鮮，飄搖上藍天，命運由人控，全仗一線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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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了臨淄齊國歷史博物館，葬馬坑，登過了千佛山，再往大明湖。大明湖景色怡人，正是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時值新鮮蓮蓬上市，撕開鮮嫩的蓮子皮，嫩嫩的蓮子吃起來很有鮮美感。乘興填詞(醉花蔭)一首： 蓮花瓣落夏已老，盼秋秋尚早，蓬結藏新子，薄裹綠衣，淺嘗味正好. 楊柳湖岸徐漫步，有暖風迎路，攜手兩相依，細語輕談，世間何煩惱? 

第二天參觀趵突泉，三柱泉水從池底湧上，煞是好看。園內有許多小池，水泡如透明的小珍珠，一顆顆一串串從池底往上浮。填詞(武陵春)一首， 以作紀念： 
 

濟南炎夏結伴行， 烈日照當頭。 

薄衣輕衫尚嫌厚， 汗滴涔涔流。 

園中泉水清澈靜， 魚戲樂悠悠。 

凝眸池面水珠浮， 算不清， 數從頭。  登上泰山，看到琳瑯滿目的石璧都刻上嘆為觀止的書法，很自然的感覺到泰山的帝王氣概，真是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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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曲阜參觀了萬世師表孔夫子的孔廟和孔宅。因大量遊客爭著與大明星林清霞拍照，冷落了孔聖人，如孔夫子有知，也衹好徒呼奈何，奈何！ 最後一站是上海。晚餐後坐船遊黃浦江欣賞上海夜景，江岸上辦公室高樓燈光彩色通明，美極了，不愧稱譽為東方明珠。當晚林青霞在上海包了一所小舞廳，邀請團員喝酒，嘗水果及跳舞。配上現場樂隊，大家翩翩起舞盡情歡樂。只見林青霞穿上紅裙，如蝴蝶般在舞池中飛來飛去，笑得花枝招展，天真活潑，彷如看到她三十多年前在銀幕上的青春少女形象。 翌日在上海機場，團員大家互道珍重，依依惜別，相約在2008年3月同遊貴州桂林等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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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屆同學參加張經華兒子婚禮 11-17-2007 



 23 

歡迎來稿 

本通訊冊每年出版兩次:春季二月及秋季九月.免

費寄贈給北加州已登記的校友.如未登記的校友,

請從速登記.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來稿及提供老師

及校友們近況,活動,照片等資料.來稿請寄:   

        Tri-Dung Alumni Association  

                 Northern California 
2896 TAPER AVE., SANTA CLARA, CA 95051 

 

    或寄 email 給: tridung909@yahoo.com     
    

健行活動 

    
我們每月會舉辦一次在灣區的健行活動,請校友上網站 

         http://tridung.org/announce.htm  

 查詢時間及地點.歡迎校友攜帶家眷及親屬朋友參加。 

                                                                                                經費贊助   訂正啟事                                                                                                                                                                                                                                                                                                                            
本會2007年1至10月間共收到經費贊助 $4890. 

其中包括﹕ 顏 鎮 校友 贊助 $200， ， ， ，     

                                            阮耀香校友 贊助 $200，，，， 

前在2008 校刊的通報上有所遺漏和誤植， 

謹此向以上兩位校友致歉，敬希原宥。                                                                

2008 年1月份又收到﹕李偉賢校友（澳洲）$88， 

陳老師 $50，李煒棠校友 $300。 特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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