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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本年度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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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聞
校友會謹以哀傷心情轉述來自梁建偉校友夫人之消息；正社梁建偉校友已不幸於 2018 年 8 月
12 日因病辭世，享年 79 歲。現定於 9 月 5 日晚在紅磡萬國殯儀 304 室進行告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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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隨筆


憶母校(懐念何心源校長)
生我者雙親
一九四五年
羣師多親切
校處龍嵩街
屋宇雖云舊

育我者母校
孺子無知身
苦口又善心
舍鄰督府近
也據小園林

難哉深恩報
入讀初小二
諄諄來誘導
斜路落盡處
近頂站中學

四九遷南湾
磚堆雲石砌
門前空地矌
喧嘩任耍樂

廣廈高三層
幽静雅難陳
小息福地臨
熱鬧亂紛紛

黌宫不言大 可容數百人
面迎南風爽 左望花木深
人疏車稀少 過路感安穩

何心源校長 才雄領同群
齊心同協力 辦學嚴且謹
籃壇雄獨霸 校運屢冠軍

左右两逢迎 選任賢與能
力提倡體運 强國先强民
德智體羣美 母校全備均

當四十年代 蓮花地貧困
莘莘窮學子 求學可放心

學子審家境 酌量免學金

時屆五一年 幼師建基根
學成創業去 幼師處處聞

香江鏡湖女 ㄧ時集如雲
香江風騒佔 唯母校釵裙

後又辦女中
望洋唯興嘆
十人保送ㄧ
誠喜出望外

正苦畢業後
校長神通廣
寳島大學稀
能得母校薦

男女澤同等
港大無須諗
學系擇任君
暗感何幸運

喜哉大教宏
同學结新朋
教我感銘深
榕樹列江臨
旁院修靈根

孔牆怎攀登
臺大可入侵
考進甚艱辛
阮郎不羞貧

修道赴羅馬 晋鐸昇父神 回澳主教育 化雨沐寒生
従不説入教 宗教自由真 高瞻能遠矚 時代創猶新
偉哉何校長 教育奉ㄧ生.
一九五六年 翀社
鄒子瑜(细牛)


艱難的歲月
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讀後關信陵同學的大作 ｢沒有畢業禮的一屆，一九六
七年｣ ，凡我聖中學子，得悉母校受此屈辱，心如雷擊，沉痛難受，除了一聲痛哭，什麼也不
能做 ，國家如許落後，蠻橫無法，真是欲哭無淚。
六六年的新中國，強人一朝當政，意氣風發，為所欲為，國家全無章法可言。母校隔鄰的
學生，不甘後人，跟風學樣，母校屢受騷擾，什麼｢愛國無罪，造反有理｣血紅色的大字，塗污
學校大門，課室潔白的牆壁，胡亂貼滿了標語，無法無天，澳門葡政府半句話也不敢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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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說駐澳的英領事館的領事，被群眾揪出批鬥，由朝到夕困在街頭，你一言我一語圍著痛
罵，不明所以，但見面目猙獰，嚇得他連夜離開澳門。
瘋狂的火花燒到我校，校長何心源被列入十大清算人物之一，無可奈何，放下他心血建成
的學校，立即赴港，不久薛萬雄老師因名滿籃壇，也受牽連，迫著離澳。
去年歲末，有電台播出毛澤東、周恩來長征片集，描述他們帶著三十餘萬軍隊，在深山野
外東躲西竄，逃避號稱有四百萬配備精良的蔣軍，以飛機大砲猛烈的火力追擊，不被消滅，似
有天數。他們帶著軍隊，經二萬五千里長征，終抵延安，才可喘定，軍隊卻被削去三份一。
一九四九年中共立國，一眾領導人在天安門吐氣揚眉，但只一响風光，跟著要接收一窮二
絕的四五億人民，而國家亦是一貧如洗，後經十餘年艱苦經營，鄧小平、劉少奇等使民生稍現
起色，怎奈毛澤東卻不甘退居二線，又發動文化大革命，十年間人民過著互相鬥爭，互不為信
的提心吊膽生活。
身在港來心在澳，生長的地方在心裏長了根，且雙親仍在澳，十年如一日，週末定買棹歸
舟， 一踏澳境，坐在老家，心中無限暢快，似找回真我，榮華富貴從不羨，菽水承歡永繫心。
偶爾途經母校，見大門掭被塗污，知母校苦難之期，讀到關同學前期月刊的文章，才知母
校受制如此之深，連應屆學生的畢業禮也開不成，讀到他筆下的幾位同班同學，滿懷熱血，一
身正氣，天不怕地不怕，欲與那些胡作非為的小子對抗，豪情蓋天，不禁肅然起敬，不自覺感
動得淚凝於眶，無法繼續下筆。
做夢也想不到，整個國家的版圖被列強瓜分得幾無餘土，絕境處竟能重生，且充滿朝氣。
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中國的一言一語，影響世界。美國極具份量的傳媒機構福布斯，評二
零一捌年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是中國習近平，美國特朗普只名列第三。
中國今天能迄立於世，鄧小平居功至偉，文革後國家似百蛀大廈之將倒，葉劍英、李先念、
陳雲等老革命家，建議鄧復出主持殘局。
且看一九八一年香港電台鏡頭下的中國，只剩南北，沒有東西，八九年六四民運，港人眼
看電視，淚流滿面，敢說全華人皆哭，翌日，鏡頭下以鄧為首的一眾國家領導人，共處一室，
垂頭氣喪，半點寬容也沒有，後來鄧更直認不諱，令是他下的。
為了國家，眼見歐美實行民主這般成功，決定一試民主，怎料一試即亂，一發不可收拾，
以致一敗塗地，對鄧無異是一大打擊。
民主是禁果，非一般國家皆適合，如非教育普及，似歐美全民皆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苟
利家國的政策，不難達一致意見，其他落後國家或人口龐大教育不張的我國，絕不宜實行民主，
要知人類大腦離奇古怪，而中國人不切實際的主意特別多，自我中心猶為強烈，要放棄己見去
配合他人，休想。
香港是文明之都，市民飽讀知書，學貫中西，也不配實行民主，不去說擾亂社會治安的雨
傘運動、旺角暴動，或是終天鬧著要求港獨之顃的不得人心的事，就如近期的一地兩檢，分明
有利香港及全國運輸與經貿，民主人士也小題大做，百般阻撓，真是費時失事，敢說民主是改
善民生障礙國家進步的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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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自負興國重任後，深知對現代化知識有所不足，凡事小心翼翼，步步經心，摸著石
頭過河，他被罵得狗血淋頭，卻罵不掉他的報國情摯。
路還是要走下去的，他決定以經改先行，釋放農民生產力，繼而走資，讓外資進入中國投
資， 國人也可自由貿易，他的政策與毛的共產主義完全相反，他不欲否定毛一貫行的政策，卻
靈活說自己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共產主義，深知人們對共產二字心存恐懼，故又有黑貓白
貓之說，深知強國之策有三：一、搞好經濟，二、政局穩定，三、強軍。他窮一生的餘力，向
著目標對症下藥，效果如何？各自判斷好了。
此文全是一己之見。
（五五年鵬社



鄒而欽）

以色列、約旦朝聖之旅
2018 年 6 月 10 日至 24 日有幸參加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主辦的以色列及約旦朝聖團，出發
前幾個月，所有團友必需先上預備班，使我們對聖經歷史背景有基礎認識，更好體會聖地的風
土人情。6 月 10 日朝聖團從香港出發，飛抵約旦首都安曼，再轉機飛往以色列。
6 月 11 日扺達以色列的特拉維夫機場後，我們一行人就開始了一連十四日的行程，馬不停
蹄的參觀不同景點。例如建於耶穌被釘死、被埋葬及復活的地方的「聖墓大殿」;耶穌受鞭打及
被判死刑的「鞭刑堂」;位於熙雍山的「晚餐廳」是耶穌與宗徒們吃最後晚餐及復活後顯現的地
方;在晚餐廳旁邊的「聖母安眠堂」，相傳聖母在此逝世；耶穌受洗的約旦河；聖母院中心都靈
聖殮布展館；紀念耶穌行第一個奇蹟的加納婚宴堂；建於耶穌誕生的山洞上方的「白冷聖誕大
殿」
；位於橄欖山山頂的「耶穌升天小堂」……每到一處，都感受良多。當我走在紀念耶穌背着
十字架到哥耳哥達的苦路上，領隊細心講解，把我從聖經背景上的認知與現實連繫起來了。
被稱為「聖城」的耶路撒冷位於海拔 770 公尺的山地上，1948 年以色列建國後，耶路撒冷
被分為新舊兩部分，新城屬以色列，舊城屬約旦。直到 1967 年六日戰爭後，舊城被以色列佔領，
耶路撒冷被統一。同年，以色列在未經聯合國同意下將原本設在特拉維夫的首都遷往耶路撒冷。
對猶太人、基督徒及回教徒來說，耶路撒冷肯定是最神聖的城市，是他們的精神中心。這城約
有四千年歷史，四周有城牆圍繞，當中有多個重要的聖地，不論就歷史方面還是宗教方面，都
是遊客觀光及朝聖的主要地方。
舊城主要分為四大區：猶太、穆斯林、基督徙、亞美尼亞。
在穆斯林區內，猶太人的「聖殿山」，亦即是穆斯林的「至尊聖所」，是這兩大宗教尊崇的
聖地。
「聖殿山」山腳有被稱為「哭牆」的聖殿西牆，猶太教用作露天會堂，是猶太人前來祈禱
的地方，按猶太傳統分為男女祈禱區，男士進入哭牆範圍內要戴上小圓帽，許多大節日都在這
裏舉行隆重敬禮，逢星期一及四上午，更有成年禮舉行。
穆斯林在「至尊聖所」亦建有金頂聖石寺和雅薩清真寺，因此繼麥加和麥地那後，耶路撒
冷成了伊斯蘭最神聖的地方。
基督徒區最神聖的地方包括：
「聖墓大殿」──亦稱復活大殿，位於耶穌被釘死、埋葬和復活的地方。如今大殿由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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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希臘東正教和亞美尼亞東正教共同擁有，而埃及科普特東正教、埃塞俄比亞東正教和
敘利亞東正教，也分別在大殿多處擁有自己的小堂。六個教會按各自的慶節、禮儀和時間表舉
行崇拜。
「苦路」──穿越穆斯林區和基督徒區，途經十四處，第一處耶穌被判死刑；第二處耶穌
肩負十字架；第三處耶穌第一次跌倒；第四處耶穌遇見母親；第五處西滿肩負十字架；第六處
韋羅尼加抹臉；第七處耶穌再次跌到；第八處耶穌安慰眾婦女；第九處耶穌第三次跌例；第十
處耶穌被剝衣服；第十一處耶穌被釘架上；第十二處耶穌死於架上；第十三處聖母抱聖屍；第
十四處耶穌被葬墓中。
「貝特匝達池」──古人認為池水有神秘治療能力，聖經記載耶穌在此處治癒了一位癱軟
了 38 年的人。
「鞭刑堂」──是耶穌受鞭笞的地方。
在舊城區閒逛，狹窄的石鋪路左右商舖林立，市集擺賣着各類的產品：傳統的服飾、各式
街頭小食、新鮮蔬果、各種香料和草藥，不同的氣味同一時間刺激著我的嗅覺，四處都是耶路
撒冷特色的紀念品。商販大聲叫賣，說着各種語言，殷勤招待。
新城分別是東耶路撒冷及西耶路撒冷。東耶路撒冷是現今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地方，有訐多
小型商舖及平價旅館。因為曾經有人認為耶穌是在這裏被釘死、埋葬及復活，所以這裏也有被
稱為「園林墓」的地方。這區有天主教的聖斯德望堂和道明會聖經學院，還有聖公會的聖喬治
主教座堂。西耶路撒冷主要是猶太人區，商舖、餐館、咖啡店及高級酒店林立，國會大樓、以
色列博物館及二次大戰大屠宰場紀念館都座落在這現代化市區，充滿活力。
此次朝聖團合共 44 人，包括一名領隊及一位神父，其他團友都是非常虔誠的教徒，有的更
不只一次參加朝聖團，我是全團最年長的。十多天我們走過多個聖地及景點，大開眼界，體會
到自己在信仰方面的不足，幸得隨團領隊李子忠先生及盧伯榮神父悉心講解，解答了很多一直
以來的疑問，再加上親歷其景，讓我更了解聖經，更了解我的信仰，確實不枉此行，獲益良多。
行程內容豐富，很多資訊都未能一一記住，幸好朝聖團為團友提供內容豐富詳盡的朝聖手冊，
讓我可隨時重溫，在寫此文時參考了很多手冊上的聖地歷史背景，才能在此與各位分享。最後
在此轉載一篇領隊李子忠先生刊載在朝聖手冊上的後感與各位分享。
～～～～～～～～～～～～～～～～～～～～～～～～～～～～～～～～～～～～～～～～～
後語－我們親自聽見並看見了！
若望和安德肋原是洗者若翰的門徒。一天，若翰見耶穌走過，便指着他說：
「看，天主的羔羊！」
苦望和安德肋逐跟在耶穌背後走，耶穌轉身問他們說：「你們找什麼？」他們便說：「辣彼，你
住在那裡？」耶穌說：「你們來看看吧！」（參看若 1:29-39）
這樣動人的一幕，由耶穌召叫首批門徒開始，至今一直在重演着。不少朝聖者就是受到耶穌這
樣的邀請：
「你們來看看吧！」
，遂從遠方來到聖地朝聖，許多人也因此改變了自己的信仰生活。
究竟我們到聖地去看什麼？是看基督曾到過、曾傳教和行過奇蹟的地方嗎？是看他完成救贖人
類、死而復活的地方嗎？是看教會的發源地嗎？是看舊約歷史所發生的地方嗎？是看先知曾宣
講的地方嗎？說得對，這一切都是我們要看的東西，但還有其他值得我們到此朝聖的理由。
我們固然可以無須離開本國本土，而能認識耶穌基督。但我們不能否認，今日的聖地仍能為我
們提供深入了解福音的因素。一方面，聖言降生、受苦受難、死而復活等事蹟，並非神話故事，
而是發生在人類歷史的時空內──有一定的時間和地點。另一方面，耶穌所說的比喻和教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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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自當地的風光、地貌、生態、氣候、人物、生活等元素。舉例說，我們對於善牧的比喻（若
10:1-18），所了解的往往只是些浪漫的幻想，毫無事實根據。比喻對我們而言，可能是理解的
迷宮，多於理解的鑰匙。到聖地走一趟，可大大使我們對耶穌的認識改觀，整個聖地就仿如一
部實在的福音，這裡的石頭就好像會說話似的（參看路 19:40），不斷向我們述說主耶穌的事蹟
和教訓，真可謂「第五部福音」！
如果我們到過聖地朝聖，而沒有從此改變我們閱讀聖經和實踐聖言的態度，那我們真枉此行了！
「你回家，到你的親屬那裡，給他們傳述上主為你作了何等大事」
（谷 5:19）
。謹望各位到聖地
朝聖後能說：「現在我們相信，不是為了你的話，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並看見了」（若 4:42）
李子忠
～～～～～～～～～～～～～～～～～～～～～～～～～～～～～～～～～～～～～～～～～
（忠社

林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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