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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本年度之週年聯歡聚餐已定於 27-Oct-2018（星期六）假東園酒家宴會廳舉行。
詳情如下:
日期:
地點:
電話:
時間:
費用:

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東園酒家宴會廳
灣仔軒尼詩道 71-85 號熙華大廈地下及 1 樓
2833-6116
雀局於下午 3:30 開始
聚餐於晚上 7:00 開始
$350/位

晚會報名聯絡人：
陳素娟 9097-0920
關恆昌 9301-2649
黃光聯 9385-2872
孫文華 2333-0322

林東源
周華根
鄭詠儀
龐素貞

9213-1322
9097-2584
9806-9895
9389-7561

林慧儀
楊志毅
黃潔英
李婉蓮

9023-0838
9177-3452
9227-2344
9882-2878

鑒於 3C 會宴會廳營業條件有變，對校友會舉辦週年大會已不適合，經工作小組商議於無奈之下
決定今年聚餐移師東園酒家宴會廳試辦，地點位於灣仔軒尼詩道修頓球場斜對面，由港鐵灣仔
站 B1 出口，步行只需幾分鐘。如欲報名，請與上述同學聯絡。多年來向由 3C 會員陳素清同
學居中協助，能順利在 3C 舉辦多屆聚會，衷心致謝。


3 月 12 日(星期一)工作小組舉行例行團拜，湯漢樞機、羅玉成神父及鄧華禮校董應邀出席。
湯樞機向來對留港校友會甚為支持，是次團拜更捐贈 HK$8,000 予校友會以示鼓勵。
會友隨筆



人間有情 – 記于二零一七年十月七日
大約一星期前，接得林慧儀來電，說留港校友會將于十月三日，假香港會設讌歡送湯漢樞
機離任香港區主教職。時光不留人，記得湯樞機上任時，是二零一壹年冬末，榮任香港區主教。
陳既詒老師於二零一二年元月，還親自撰寫了一篇賀辭恭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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漪歟大哉
篤志羊城
羅馬深造
香港主教

民族之光
力學鏡海
聖神專研
教廷樞機

耀我中華
六載棲遲
福傳華夏
使命重大

庇我香江
三巴添采
氣象萬千
眾望殷期

一霎眼，今已是二零一七年深秋，特地重抄陳老師之賀辭，深恐蒼海遺珠，又可重親教澤。
如此詞潔意重，優雅文字，功深力厚，實是我輩學子學習對象，終生享用不盡，何妨一讀再讀。
成功非朝夕，從沒有不勞而獲的，除天賦外，還須無間努力，又遇機緣，在澳門大三巴聖
若瑟修院六載洗練，終誕生了閃亮而祥和的湯樞機。
靜靜地告訴你，整個聖若瑟修院園地，綠樹青圃，我也曾遍走，沒有邀請，沒人帶領，步
步走來，既惶恐又好奇。從沒有考慮過侵犯了私人地方，一個二三年級的小東西，每天返學必
經其門，望着一級級麻黃大石板，不自覺便踏了上去。可惜至今仍是個無神論者，與宗教無緣，
死後留下自己問號一個，往何處去？以上問題，只是行文時戲言，死後如何從不放在心上。
最初母校校址，就在聖若瑟修院右側，升讀初中二時校舍遷往南環一所古舊卻堅固的三層
大屋。記得二樓梯間牆壁正中，掛着一牌匾，寫著「萬有真原」四字，每天必讀，轉又畢業離
校，這四字卻常帶在心，學校對面，建有一個以泥沙鋪地的籃球場，可見學校當日，營運也甚
吃力，分毫必計。後期才以石屎重鋪場地，又有座位，四周還以木板圍著。左側是一大片無人
料理的荒沙地，四周滿生野草，久而久之，也成了學生踢球、追逐的天地。
何心源校長魄力驚人，雄圖大志，除處理千頭萬緒的校務外，更組成一支以聖若瑟命名的
籃球隊，自任領隊，教練薛萬雄老師。絕無半分誇大，當年球隊橫掃濠江，所向披靡，不少來
訪港隊，也鎩羽而歸。一次，港隊幾乎集全港精英，名七虎來訪，球場擠滿觀眾，場中鬥得天
翻地覆，終也只微贏數分。從此聖若瑟球隊頗享盛名。
經何校長苦心經營，在現址南環中華廣場，曾聳立了一座新建成聖若瑟中學新校舍，從此
我校不再流離失所，不用四處租他人地方作校舍了。
新校舍頗俱規模，盡善盡美。校內還建有一所廣闊室內籃球場。可惜當日球隊的球員，無
福享用。球員四散，生活至要。
十月三日的歡送會上，各人衣著整齊，女士衣香鬢影，共聚一堂，談笑甚歡。跟著，湯樞
機、澳方羅、郭兩位校長及三二教友蒞臨，又是一番寒暄，溫馨盈室。
濠江是聖中同學生長的小天地，清靜幽雅，如詩如畫，勝如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可惜今
之濠江，變了東方拉斯維加斯，每次返澳，眼看酒店賭場，如春草四處滋生，遊人充斥，交通
混亂，感受極為負面。澳門與大陸一閘之隔，往來無限方便，不知多少同胞，成了賭場怨魂。
已是於心無事，無事於心之年，半步也不欲離家之日，能有機會一睹樞機儀範，聆聽兩位
校長教誨，與久違同學暢敍，人生快事，豈能缺席。
席間，會長李萬益致辭，及致送紀念品給樞機，始料不及的，樞機也從祖國帶來一些精美
禮品回贈，我中華早有「禮儀之邦」之美譽，禮尚往來，此語非虛。羅玉成校長講及做人道理，
講詞中一句「欣賞自己」語重深長，可圈可點。郭校長性格豪爽清高，離校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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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會長結詞說，今夕的酒會地點，讌席，全由李志華同學安排，一切費用也全由他和會長
料理，李同學職律師，又是同學會的義務法律顧問，尚幸吾等同學皆善良之輩，從不染指犯法
的勾當，他，英雄無用武之地。
天下無不散筵席，臨別依依，離情無盡，人間有情。
（五五年鵬社 鄒而欽）


校友關信陵提議轉載下列文章於是期會訊，與校友們分享。
聖中園地 第二期(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前言:
現居澳洲悉尼的陳耀南教授，曾在周刊短文中談到，他歷年來積存逾萬册舊書籍的保存整
理，在已屆高齡的當下，是很懊惱的一大問題。他縱使願意割愛捐與圖書館，希望能永久保留
傳承下去，也遭婉拒不接受。
跟隨我飄到南半球，伴我半世紀的一批中英文書籍，在下一代表示不納用的大環境下，我
萬分無奈捨不得，也唯有在一一親自檢視後才拿去丟棄。其間一片夾在書中的陌生又熟悉的刊
物掉了出來，展開一看，那是[聖若瑟中學男高中部學藝協進會主编]，由麥格斯老師題名的[聖
中園地]第二期，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出版，澳門慈幼學校承印。內裏有三篇毅社同學的文章，
由於刊物以淺啡色印刷，拍攝後發至毅社 1967 群組，反應滑閱很費勁。我現在重新一一抄後，
希望能在留港校友會季刊中刊出，看看 51 年前我們對事物環境的看法評論，和今天有何大不同。
時代考驗青年說
有人說，生長在這動亂時代中的青年，是最不幸的了；因為這個世界，充滿着戰爭的恐怖
局面，同時社會風氣的敗壞，足以引人趨向殘殺，墮落的絕路，這是一個憂患的時代。但我堅
決否定這種謬論，我認為生長在這個大時代的青年，確是應當自傲，值得慶幸的。因為我們有
這大好機會來迎接時代的考驗，同時把我們的志氣、才能、抱負，全部表露出來啊。
生長在這多難之秋，正好考驗我們的氣節，能否保持正義、和愛國思想行動，而不作棄明
投暗，或屈膝圖存的失節行為。
在這道德敗壞的社會中，正好考驗我們的意志是否堅定，臨危不亂。因為這個社會，充滿
着誘惑青年的毒素，導人趨向墮落，和人格破產的陷阱啊。若我們能夠壓抑人性之懦弱，便可
成為一個思想純正的大好青年了。
在這個科學發達，物質進步，生活競爭激烈的社會裏，若要生存下去的話，是必付出極大
的代價的。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充實自己的學識，技能，及修養美善的人格，俾得我們踏進社會
時，能夠以我們所有的智能，勞力，去造福群眾。若我們自暴自棄，而不肯充實自己，終難免
被社會淘汰的吧。
生存，是人類的本能，遭受挫折，又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過程，所以我們青年，不應逃避艱
難，要不怕吃苦的努力完成大業才是。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語也說：疾風知
勁草。這些至理名言，正好給我們青年人接受時代考驗的興奮劑啊。
(龍裕琛－1967 男高中毅社)
論少年犯罪的因素
自古至今，我們對於所閱讀過的小說中的人物及其行徑，是否屬實，我們不得而知，而時
常發現於報紙的新聞版上那些所謂新聞人物，有毒品販賣的，梯間行劫的，入屋洗劫的，迫人
為娼的。。。。。。等等，真是數不勝數。但大部份都皆由少年所為，而現時所謂追上時代的，
時髦十足的一般少年，都有着一種好於找尋刺激的心理。曾記得在有關現代少年的輿論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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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着一些愛好找尋刺激、樂於新奇的少年，大多出自社會經濟發達的國家，在瑞典，有一群
十三四歲的男女，醉薰薰的走進京城去參加聖誕早禱，當有人告訴他們為時尚早時，乃大發野
性，污辱神像，搗毀玻璃門窗，然後一聲呼嘯，揚長而去。在法京巴黎，有四個十五歲的女孩
子，以抽籤的方式來決定她們的行為，結果，一個去自殺，一個去偷竊，一個去找愛人，但其
餘一個却安份守己。以上所舉的例子，一般人會認為他們的神經及心理有了變態，但在他們腦
子中還認為自己是現世紀的英雄人物呢。而事例是發現於世界上不相伯仲的富裕國家，這可能
是國家越富強，便造成少年犯罪更多的原因。
少年犯罪的因素，亦是社會風氣敗壞的因素，可能他們認為要珍惜那份短短的充滿青春活
力的時光，或可能他們的空間時間太多，或營養豐富，促使他們早熟，為表示他們的成長，便
做出越軌的行為。尚有些較為明顯的因素，是受到占士邦式的電影所影響，沉醉於個人英雄主
義及享樂主義，實行摹仿，弄污自己青白的身體，即如深入不測的幽洞，難以返身了。或是由
於生長在富裕的家庭中，做父母的便推卸責任，而譴責孩子們，那是不合理的，因孩子們所需
要的是我們的幫助，並非是我們的控訴。從而[富有]破壞了固有正確家庭生活的方式。假如做
父母的能仔細地檢討他們自己的行為，譬如在物質上的貪求，生意上的欺詐，社交上的謊言，
以及欺善怕惡，趨紅踩黑的態度，便當會明白到孩子們變壞的種子，原是他們自己所散播的。
由此，我認為一般有頭腦的少年們，都要採取正確的生活方式，要常抱着靜坐常思已過的精神，
所謂小人閒居為不善，逸則淫心起，勞則善心生。亦有道理存在。而少年切忌意志不堅，即如
某種化合物所具有的活潑性，易與異種化合一樣道理，善惡難分的。由是，自愛自重，立品立
志，實為青少年們的寶鑑。
(鄧榮根－1967 男高中毅社)
澳門春節風光
高興且隆重的農曆新年已於歡樂的氣氛中不知不覺地過去了，但是回憶起來，那種熱閙的
情景，確是致堪回味，令人難以忘掉的。
說到我們中國的新年，真的要比任何中外的大節日高興得多，這可能是由於我們至今還留
傳着中國古代的民間風俗和生活習慣之故。關於[新年]這兩字，在我國古代民族的心目中，除
了有新的一年的意識外，往往卻帶有點迷信的心理，那就是除舊迎新，他們都抱着充滿希望的
觀念來迎接新年的來臨，而直至現在，那種世代相傳的風俗依然與祖先一脈相承，貫徹到底。
就以我們在居的澳門來說，不論它近今怎樣受到文明的影響或趨向，甚至在最近曾受到某事件
所搔擾，但看新年時的濃厚氣氛和虔誠參拜的情形，足以顯示出人們並未因任何環境而改變了
一貫的方針。這不知是否這點就是我國民族性的優點，抑或是人們太過重視這新年之故呢！
是的，澳門居民渡歲的熱潮是非常高漲的，大約於每年的臘月尾便開始，正如我們所看到
的，各行各業商店的門前，早已裝飾得煥然一新，華麗異常，像是桃李爭春似的，而店內則整
天擠滿成群的顧客，因而忙夠了店中的顧員。在大街小巷上亦比平日加倍熱閙，尤其在晚上，
光輝四射的商店燈色照到街上如同白日，十分奪目；總之，在那時候的澳門，到處都籠罩上熱
閙的氣氛。
到了除夕的那一天，店舖紛紛休業以辦渡年之事，而每個家庭亦為迎接來年而忙個不了，
有的舉行大掃除，有師洗滌和裝飾一番，又有些趕着寫上帶有迷信觀念的吉祥對語等等，直到
那天的黃昏，爆竹之聲便除除而起，由疏落漸漸變成稠密，而設在市中心的年宵花市在入夜後
更覺空前盛況，附近的街道早已給千百的賞花者圍塞得密密層層，車水馬龍，水洩不通，可說
是萬人空巷的一景色。再說到各攤位的名花，萬紫千紅，在齊明的燈光照耀下，更覺賞心悅目。
於是，新的一年就在爆竹喧天和人山人海的狀態中降臨了。
次日的早晨，曦微的陽光從透明的玻璃窗中映照入來，和暖而可愛，像是意味着新的一年
正降臨人間似的，推窗一望，只見男男女女都披上新衣，在街上來來往往，那種輕鬆愉快的神
情，都在每個孩子的臉上和他(她)們活潑的行動中表露無遺。致於成年人呢，他(她)們亦為那
每年僅有的假期而盡情快樂，因為在那幾天過後，他(她)們又要準備來年的工作，又要踏進新
的一年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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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就這樣如此這般地在愉快的氣氛中消失，現在談起來似有[夕陽近夜]之感，然而正
如沙士比亞所講，[突然盲目的人，眼前的一切景物是不會立刻幻滅的]。故新年那種萬眾歡騰，
爆竹轟天的景象，以及人們如何歡渡那愉快的新年，。。。這些一切一切，至今仍像一縷飄忽
的游絲，依然迴旋在我的腦際，交織着無限的歡欣與追思，又怎能一下子將之忘掉呢？際此園
地出版，略述三言數語，以一吐心聲。
(劉志權－1967 男高中毅社)
後記:
龍裕琛和鄧榮根兩同學現在毅社群組中，屬於活躍發聲組員。劉志權同學失去聯絡近四十
年，只知他在港英年代長期在新界理民府任職。年前葉鎮波同學嘗試聯絡他，真不巧，他剛調
職，倘若校友會中有認識劉君者，希望轉他知，聖中毅社 1967 找他歸隊。劉君入讀聖中前就讀
銀業小學。
（關信陵－1967 男高中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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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
（少年期）
少年期）1964 年本人廖 昌畢業於澳門聖若瑟中學赨社，在
1965 年移居香港，任職麗的電視台副導演之職。見識甚廣，跟
張清先生學做人，學做事。幸有機會在半工讀下，於 1973 年完
成珠海大學商學士學位，1974 年結婚，決定移民海外。
（青年期）
青年期）1975 年頭到達加拿大多倫多，翌年轉到溫尼珀，三
個月後遷來溫哥華，至今也有四十幾年。回故當初生活困難，生
兒育女，買屋供車等。另一方面又繼續在溫哥華社區，學院攻讀
廚師訓練班，畢業後又到省立理工學院攻修酒店管理，當時已開
始做義工。

（中年期）
中年期）生活安定，子女畢業於省立大學，各找到政府工作。
幸好又遇上老同學林華澤學兄， 原來他在唐人街經營水電五金
店，本人乃是經常顧客之一，我們時常都有來往。
（老年期）
老年期）自 2011 年退休後，積極為社區服務，曾任加西珠海大學校友會副會長，華埠廖武威
堂會長，代表該會出席中國領事館，一帶一路之活動，本地中華會館之新春遊行，夏日公益金
百萬行及龍舟比賽之贊助支持。再加上太太為玩孫為樂，而我亦忙於照顧幾個國際留學生，早
午晚三飧一星期七天，生活得多姿多彩。希望明年有空回來參加赨社畢業五十五迴年慶典，界
時再向各學兄請安。
廖 昌 敬上
（赨社 廖昌）


新年團聚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一，同學會執委會在會所舉辦農曆新年新春團拜，當天我們迎
來了三位難得的貴賓，榮休主教湯漢樞機，榮休校長羅玉成神父和鄧華禮校董，為表達招待我
們貴賓的誠意，委員們包括潘漢賢會長在內決定一起科款籌備會所的下午茶飲食。感謝委員和
眷屬們聯袂響應，踴躍出席，平時覺得頗為寬闊的會所，這時一下子卻見擠迫，會所的氣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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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乎沒有這麼熱鬧了，幸好委員陳素娟和龎素貞安排得體，讓我們人人有櫈坐，位位有飲有食。
三位貴賓向來與同學們友善，湯漢樞機雖已卸下港區主教一職，卻仍受梵帝岡重托肩負多個教
廷轄下的重要職務，頻繁往返香港與羅馬之間，未有真正享受到退休後清閒的生活。我們對教
廷事務一向知之甚微，對近來的熱門話題中梵可否建交尤有興趣。湯漢樞機字字珠璣，讓我們
對教廷組織和運作增加了不少認識。他眼光廣闊，觀測事情與報章雜誌的狹隘立場顯然大不相
同，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聽樞機一席話，讓我們對中梵關系抱有更正面的期望。
我們的會所陳設甚少，貴客來訪，一目了然，除了電視機之外，最讓人注目便是懸掛我們
的主要贊助人，澳門主教玉照之處。他們都清一色穿著祭袍，非常耀眼。四百年以來，澳門主
教一職都由葡人擔任，直至政權臨近回歸才改委為本地華人，主教林家駿是首位，其繼任人黎
鴻昇主教也是本土人士，2015 年黎鴻昇主教榮休後，教廷一改傳統委派香港的李斌生主教接任，
李主教履新後，同學會為表尊重，委員們共十六人組團如約回澳拜竭，拜竭主教是我們的禮貌
和慣例，拜竭後與主教一起午膳也是我們的優良傳統，可惜主教事忙，在客廳才匆匆一晤，未
及一茶之敘，我們的竭見就因主教須出席另一個約會而告終結。由此可見，今天澳門教區的步
伐與往昔顯然不同，香港的同學對新主教多無印象，週年聯歡大會被邀嘉賓中，主教也因事忙
無暇出席，讓留港同學們緣慳一面，留給我們不少遺憾。
除李主教之外，相片所示，尚有兩位主教，林家駿與黎鴻昇主教，黎主教對同學會一向支
持甚力，雖已光榮退休，但同學們對其慈愛印象莫不深刻。至於林主教，生前時是會所常客，
他最愛足球，會所也投其所好特別為他裝置有線電視，待他小住之時有歐洲足球轉播可看，我
們不少同學也是足球迷，每有大賽便來會所陪同主教一起收看，雖然球迷對心儀球隊各有不同，
但每當葡萄牙對外隊時，無不眾望所歸一面倒希望葡隊得勝，猶記某屆世界杯四強之戰，兩牙
對決，葡隊以弱勝強，打低猛將如雲的西班牙隊，會所一片歡呼之聲，最為難忘。主教廚藝也
屬不錯，他最擅長炮製葡式地捫豆紅酒煮牛尾。嘗過該菜的同學都讚不絕口。有一年，我與內
子及幾位澳門同學適逢作客東帝汶，進行商機考察， 該時東帝汶與強鄰印尼剛放下多年的疆土
戰爭，在聯合國調解及支持之下最終獨立成國。雖然獨立，但市面一片滄涼，在馬路上除了聯
合國維和的軍事車輛和部隊外，像樣的汽車也沒有幾輛，商店甚少，更遑論冷氣超市和時裝百
貨店，為了對東帝汶加深了解，在人生路不熟之下，難得響導帶我們一逛市集。從酒店步行不
久，我們到了一處臨時蓋搭的建築物，是一處既黑暗且潮濕的地方，那便是當地日常食品豬牛
羊蔬菜供應的主要街市，物品非常之有限，想起了林主教，在一小攤當裡我找到了一袋又肥又
大粒的地捫豆，可惜事與願違，主教身體日趨不適，帶回港那袋大豆也再無用途。
時光飛逝，轉瞬乂輪到俄羅斯舉辦 2018 世界杯大賽，連場好戲，定將目不暇給，不過對我
而言，月中之戰葡萄牙對壘西班牙最有興趣，由於本刊出版時間有別，刊登之日，賽果已屬明
日黃花，但兩牙對賽肯定帶給我們不少回憶，忘不了與林家駿主教一起觀球的愉快時光。
三位貴賓在同學會會所逗留半天已是晚飯時候，在距離會所不遠之處的某酒家，我們筵開
兩席，飯前由湯漢樞機帶領眾人食前祈禱，多作感恩之想。
與我們的貴賓一起，聆聽教益之餘也增添我們很多見聞。實乃各同學之福，願他們身體康
健，事事如意，明年再聚。
(恆社

李萬益

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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