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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3 月 16 日(星期六)，應李仁傑校長邀請，陳素娟和林慧儀早上逕往聖若瑟一至四校於望德堂隔
鄰校舍出大聖若瑟聖像在校內出遊，幼稚園生和小學生們一起繞過校內操場唱聖詠唸玫瑰經，
場面莊嚴而感人。隨了校長、老師、學生、校友們，亦有很多家長參與。李校長告訴我們因應
聖若瑟瞻禮，而舉行聖像在校內出遊，這是首次。而亦可能是一個好的開始。
聖像出遊後，素娟和慧儀探望了羅玉成校長，他帶領我們聯同澳門校友會會長岑妙娟、楊惠萍
一起往舊西洋墳場向林家駿主教、前何心源校長，及其他已故神父獻花兼致祭。
午後，校董鄧華禮專誠送素娟和慧儀往安老院探望何發全校長，當天何校長氣色甚佳，我們還
一起和他外出嘆咖啡呢。
晚上七時，是當天戲肉，校友會校慶聚餐。李斌生主教主禮，場面熱鬧。席間遇見校董陳既詒、
薛萬雄老師，和陳既平老師，各老師雖年事已高，然而均精神抖擻，聲若洪鐘。祈望天主眷顧，
祝老師和同學們健康愉快。



本年度留港校友會 37 週年聚餐定於 10 月 26 日（週六）假上環北園酒家舉行，鑒於海外同學有
意回港相聚，故委員會議決早定日期地點以方便海外同學早作安排。
訃聞



近期校友會不如意事接二連三，繼楊慶雲去世後，他哥哥，我們尊敬的楊國興副會長亦因病身
故。悼念儀式已於 3 月 31 日星期日黃昏於世界殯儀館舉行。委員們聯同楊副會長同班老同學多
人均列席向他致最後敬意，還請他家人節哀。
4 月 1 日星期一，校友陳仲海、關恆昌、李錦倫、林慧儀代表校友們出席了副會長的告別殯葬
禮，遙望副會長早登天國，安息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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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宗不幸消息，楊副會長去世後，委員們補選蔣貞元接任副會長一職。怎料蔣副會長於 5
月 21 日黃昏於雙魚河網球場擊球時病發，猝然離世。校友們均感震驚與不捨，天妒英才，奈何。
蔣副會長之告別儀式設於 5 月 8 日香港殯儀，全體委員均出席告別儀式，祝願蔣副會長安息，
家人節哀。
會友隨筆



世界大同
二零一八年十月廿一星期日，維多利亞公園涼亭內中午十二時正，慣常舉行城市論壇，由
四位香港知名人士，分正反兩方，辯論港珠澳大橋。本來這題目無什可討論，反方卻可以提出
一些問題，如配套不足，交通紊亂，成本過昂等等，直覺認為，所提出的問題，不足費時討論。
例如，開始不久的一地兩檢，秩序定不暢順，也曾親身歷驗，人如潮湧，上列車前，關卡重重，
旅客似逃難，寸步為艱。此情景，假以時日，當定有改進。設施已在，若再顧慮頻多，將一事
無成。
港珠澳大橋長五十五公里，須時九年建成，是現今世上最長，設備極完善，遠觀如巨龍乍
現的一條大橋，貫通三地，交通快捷的運輸工具。梁振英先生曾說：再需十年，國家建設將又
換新貌，設施會更完善，更美好。梁君心繫國家，不少現代知識注入國內。
今日神州高鐵，全長一萬五千公里，全球高鐵的總和，恐怕也有所不及。八縱八橫，狀似
蜘蛛結網，分佈全國，再配合香港剛起步的一地兩檢快鐵，可遠致北京，在交匯點轉站，全國
各地，著名景點，任君選擇。大橋也已通車，若再加上機場第三條跑道，大嶼山東面填海取地，
加建地鐵接連港九，這東方之珠，倍添嬌艷。美人胚子，獨立香江，為何總有反對，令人費解。
林鄭出訪日本期間，傳媒不停追問，為何不批准外籍傳媒馬凱留駐香港？她巧妙地答，所
有來客，沒有絕對自由進出某地或某國。林鄭口才極佳，思考敏捷。特首不易做，立法局素有
熱火爐之稱號，處身其間，議員不時刁難，理據似是而非，又有咆哮大駡，肆意搗亂，她氣定
神閑，逐一作答。
她平易近人，關心老弱殘缺，不取巧自誇，每見社會賢達，成功人士，說話謙虛平實。香
港臥虎藏龍，人材輩出，他們默默耕耘，絕少自誇。卻亦有自以為有小成，便不可一世，說話
形態都變了樣，有不少粗言穢語者，沒前置詞，說話不暢順，爭先恐後，處處設防，或出口傷
人有之。如此形成一個光怪陸離，文化欠奉，百態人生的社會。
香港這社會，文明開放，中外混合，和睦共處，這種優良傳統，卻給了不少無知年青人，
什麼大律師，大學教授，或神職人員，肆意發言，大聲疾呼，鼓吹西方民主自由，有要香港獨
立自主，更有恥為中國人，什麼公民抗命，真是不知所謂，大有社會不亂，誓不休之勢。他們
不但使市民煩厭，也不顧建國之困難，百餘年國家嘗盡異族欺凌壓迫之苦，他們不知道，在中
華國土，公園前寫著，華人與狗，不准內進。剛又聽到一位愛聽粵曲的退休漁民訴說，香港淪
陷期間，目睹日冦在公海，把數十同胞，以鐵線貫穿手掌，推下海以亂槍掃射，傾刻海水皆紅，
何其殘忍何其無奈？咎其因，國家荏弱無能之故。現神州活著十三、四億人口，胡亂叫喧，居
心何在？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今日香港，要所有人認同，痴人造夢了，港澳居民，習慣不受拘
束，口口聲聲非民主不可。一次與舍妹閒談，談起大陸，她突然氣沖沖說，沒有民主，沒什麼
好傾！這也難說對錯，生活在殖民地，生活咄咄迫人，國家之事，亦無從發揮，居民無愛國意
識，不少人視民主是必然的了。
冷靜看一看，民主非一般國家都可以實行，世上多少國家實行民主，民不聊生，焦頭爛額，
經濟更不去說了。數年前訪台，馳名於世的國立台北台灣大學，校內牆垣殘舊，不堪目睹，心
情直墮深淵。今之蔡英文，只顧民進党式民主，民生靠邊站，綠營慘敗。
若今時中國行民主，一如若干年前，星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言，中國會墮進萬劫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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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巨廈之建於沙丘。
時光與秒針一去不還，時代天天文明改進，覺今是而昨非，中國今天沒有民主，不是說以
後就不會有民主。現今科技一日千里，資訊是鎖不住的，中共也不能不開放，一任國人遍遊世
界，甚至寶島台灣，親身觀察、歷驗，英、歐還稱中國遊客倍受歡迎，無他，他們腰纏萬貫罷
了。
大膽些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機會幾乎等於零，世界經歷第一、二次世戰，砲火連天，
死傷枕藉，玉石俱焚，戰爭何益？地球只不過是宇宙間一夥小恆星，絕對經不起氫彈互訪。
人類分佈在地球上每一個角落，智商也因地方氣候環境而異。生長在熱帶的人，氣溫悶熱
思想遲鈍。寒帶人， 性格冷靜，富侵略性。中華山明水秀，民族勤奮和善，一般而言，智不
分伯仲。
而總有一小撮人，愛玩權術，野心勃勃，因而產生強凌弱，大吃小的現象。其實大部分人
類，都是熱愛和平，尊重生命，終有一天，會携手漫步走向世界大同。
在此之前，常規戰還會不斷發生，要不被欺負，只能自強不息，否則如敍利亞，中東小國，
不斷被強暴踐踏，全無還手之力。凡我炎黃子孫，應好自為知，大同之路，仍是遙遠乏期。
（五五年鵬社


鄒而欽）

悼親弟鄒子瑜
哀人生之無常，悲人力之有限，醫院傾全院之力，病人無絲毫反應，親者強忍淚水，日日驥盼，
默默祝禱，亦返魂乏術。終于一九年三月五日下午三時四十餘分，撤手塵世，病逝於東區尤德
醫院。
舍弟子瑜，乳名細牛，熱心助人，思考慎重，愛家庭，重友情，喜讀書，更喜寫作。院方
百計力救無效，醫生終於無奈鄭重傳出死訊，親者傷心欲絕，摯友電訊致候。在二月十九日進
院，仍滿懷自信，不忘寫詩自遣；
漢賢欣欣來垂詢，敬老歌聲筵散盡，
舉步回家步垂鐘，徹夜睡魔不知踪，
元宵衝到急症室，立刻處理莫放鬆，
週後轉到深切部，情況暫定漸樂觀，
食藥打針多少痛，學佛如來百念空，
心恃正念是為坐，身無直行便是禪，
業緣本是前生種，如今顯現在眼縫，
花殘樹老漸枯落，老莊喚我回歸去，
欣然跟隨且鬆容，仙界魔界無虛位，
業緣還完又相逢。
親友間，他留下不少詩作，字簡意深，以下一首，看透人生，
富從儉積聚，福自手中生，
壽因人開朗，樂于心內尋。
（五五年鵬社

鄒而欽

寫於一九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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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 B”，還是“佗 B”？
前言:
同窗龍裕琛是我"毅社 1967"文膽，在澳門政府從事中葡文牘工作有年，對公文文字用詞分
析，辨義，尤其是對錯别字，異常敏銳，反應感覺刺眼，不吐不快。他一直以來，行文措辭嚴
謹，標點符號運用，更是一絲不苟，造詣深湛。經常撰寫有關文字論文，刊登澳門報章。更不
時從電郵送予友儕分享，令我們先睹為快，從中獲益良多。最近接讀“陀 B”，還是“佗 B”？
一文，更是引經據典，個人認為乃學術論文範例之作。徵詢龍君同意，轉發在校友會會訊刊登，
藉作抛磚引玉。請諸學長細閱評論下面龍君之作。
（關信陵－1967 男高中毅社）2019.05.26
去年，澳門某報章頭條新聞大字標題寫道：“警陀攝錄機明春試行”，而提及某女星懷孕
時，香港的“生果報”及本地該報的娛樂版必將“懷孕”、“懷胎”一詞冠以“陀 X”表示，
比如：陀 B、陀仔、陀女等。最近該兩報的娛樂消息有：“鍾嘉欣陀仔湊成好字”（2018.07.07）
、
“李亞男陀 B 爆祖藍超緊張”（2018.07.19）
、“陳凱琳傳陀 B 急嫁嘉穎”（2018.07.23）
、“香
香陀 B 五個月，唔問性別等驚喜”（2018.12.08）、“陳凱琳自爆陀仔大食”（2019.01.05）、
“已向好姊妹取經，王君馨隨時陀 B（2019.04.07）”等等，當中的“陀”字對我來說極為“吸
睛”、“刺眼”，在解答有關字詞是否使用恰當前，請諸君細閲以下資料：
“陀”，入“阜”部，粤音“駝”，其義項有：
1. 不平貌。漢司馬相如《子虛賦》：“罷池陂陀，下屬江河。”
2. 山崗；不平的山地。元吳昌齡《東坡夢》一折：“凜冽林巒亂石陀。”
3. 塌落。《淮南子．繆稱訓》：“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
4. 量詞。形容數量很少。元曾瑞《端正好》套曲：“黃菊東籬栽數科，野菜西山鋤幾陀。”
“陀”組成的詞組有：陀螺（亦作“陀羅”，一種中間粗圓兩頭尖的玩具，用繩子纏繞，
以尖腳向地拋下，用力拉繩子，可使它直立旋轉）
；陀頭（即“頭陀”，出自梵語，原意為抖擻
浣洗煩惱，佛教僧侶所修的苦行；後世也用以指行腳乞食的僧人；又作“馱都”、“杜多”、
“杜荼”）
；陀陀（衰落的樣子）
；肉陀（團狀物）
；陂陀（傾斜而不平坦）
；僧陀（指佛經）
；彌
陀（亦作“彌陁”，“阿彌陀佛”amitabha 的省稱，意譯為無量壽佛，西方極樂世界的教化之
主，與“釋迦”、“藥師”並稱三尊）
；陀地（與是“地頭蟲”的意思，跟外地人有分別；某種
情況上它可說是一種特別的費用，也可叫“合作費”；它除了是“本地人”的意思外，也可解
作給黑社會的保護費）；陀地位（是指電影院中專門給鬼坐的座位）；曼陀羅（學名：Datura
stramonium，原產印度，為一年生有毒草本，葉子互生，卵形，花白色，花冠像喇叭，結蒴果，
表面多刺；全株有毒，花、葉、種子等均可入藥，是麻醉性鎮咳鎮痛藥；又稱“風茄兒”）
；陀
羅經被（又作“陀羅尼經被”，一種織有金梵字經文的隨葬物；清代皇帝，后妃、貴人等可用
陀羅經被，被以白綾製成，上印藏文佛經，字作金色，稱為“陀羅經被”；王公大臣死後，奏
上遺疏，亦可由皇帝御賞“陀羅經被”；現代社會，普通民眾入葬時也可用陀羅經被）
；阿彌陀
佛（佛教指西方“極樂世界”中最大的佛，信佛的人唸此佛名號，表示祈禱或感謝神靈）
；等等。
“佗”，入“人”部，
(一)“佗”，粤音“駝”，其義項有：
1. 同“馱”：用背（多指牲口）負載人或物。
2. 擔負，負荷，載荷，載荷擔負：佗物。
3. 加也，施及：
《詩．小雅．小弁》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毛傳》
：“佗，加也。”）
4. 用於人名：華佗（三國時名醫）
；趙佗（秦朝著名將領，南越國創建者，是南越國第一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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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皇帝，公元前 203 年至公元前 137 年在位，號稱“南越武王”或“南越武帝”）。
5. 用於姓：漢有佗羽，明有佗滿、佗超。
(二)“佗”，粤音“他”：
“佗”用作代詞，同“他”，表示遠指，別的，其他的：佗人（別人）
；佗日（他日、往日、將
來的某一天）；佗方（他方、他鄉）；佗鄉（家鄉以外的地方）；佗生（他生、來生）；佗年（他
年、將來）
；佗志（異心）
；佗故（他故、別的原因）
；佗心通（佛教語，即“他心通”，謂能洞
見眾生心中所思）。
(三)“佗”，粤音“拖”：
“佗”通“拖”。佗髮： 披着頭髮。
《史記．龜策列傳》
：“因以醮酒佗髮，求之三宿而得。”
與“佗”字組成的詞語有：佗佗（1 美豔貌；一説雍容自得貌；《詩．鄘風．君子偕老》：“委
委佗佗，如山如河。”2 縱橫錯雜貌。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
填坑滿谷。”）
；佗髮（披着頭髮；“佗”，通“拖”；
《史記．龜策列傳》
：因以醮酒佗髮，求
之三宿而得。”）
；佗背（同“駝背”）
；弟佗（颓唐；歪斜）
；委佗（通作“委蛇”，粵讀“威
移”，從容自得貌）；委委佗佗（雍容自得的樣子）。
綜上所述，只有“佗”字含擔負、負荷、載荷、載荷、擔負等義。據此，可知“陀 B”應寫作
“佗 B”；“警陀攝錄機明春試行”應寫作：“警佗攝錄機明春試行”。而多年前香港某大電
視台播的劇集《陀槍師姐》，早應寫作《佗槍師姐》才對。
(龍裕琛－1967 男高中毅社）2019.05.15


校友簡報
本人廖昌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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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張清先生學做人，學做事。幸有機會在半功讀下，於 1973 年完成珠海大學商學士學位,
1974 年結婚，決定移民加拿大。
th

Dec 16 2018 到達以色列台拉維夫，翌日乘專車直上北部各大城市拍攝特輯。因為當時答
應列治文加詢教堂，歐神父，帮他拍攝聖誕特輯，為期十八天。當天我帶領四位攝影師，二位
音响師，二位灯光師，四位男女演員及正副領隊，還有二位化粧師。第三天到達加利利亞海。
入住修院由神父預早安排。翌日晨早預訂了一駛電機動木船。乘載各人到海中停下，由神父演
述當日耶穌如何對宗徒們行神跡。完成第一集加利利亞海。
rd

Dec 23 2018 一早離開加利利亞海南下，旁晚到達白冷 (耶穌出生地) 神父亦安排各人入
住修院，翌日拍攝聖誕遊行，全城大約有二十萬人参加。無論教友，非教友，遊客及本地各團
体代表，整個市中心都是人。留下二天四處拍攝，亦完成拍攝第二集。
th

Dec 26 2018 早餐後離開白冷前往死海 (耶穌行神跡地方) 租了死海旁的酒店，我們可任
由拍攝，主要是私人地方。死海又名鹽海，鹽份比其他海水高 8 倍，根本不能飲用。而死海泥
可以護膚用。完成拍攝第三集，翌日前往約旦河拍攝 (耶穌受洗在河的西邊)。
th

Dec 29 2018 早餐後前往耶路撒冷城，黃昏入住 Notre Dame Jerusalem。 翌日早上彌撒
後前往總主教府，進行拍攝直接訪問，與主教共享茶叙，主教經以註落耶路撒冷二十八年之多，
他說二年後會返回羅馬 (更上一級)。 完成拍攝第四集，晚上拍攝市區內以色列人怎樣慶祝新
年，介紹如何食全羊宴之風俗習慣，他們不吃豬肉。拍攝第五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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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31

st

2018

晚上主要拍攝子夜彌撒，拍攝第六集 A

Jan 1

st

2019

市內各人慶祝新年，家家户户，喜氣洋洋，市面非常太平。

Jan 2

nd

2019

前往聖墓大殿拍攝內裡一切，歐神父在大殿內開彌撒。拍攝第六集 B

Jan 3

rd

2019

晨早拍攝在聖城內行苦路，當年耶穌背上十字架而走過的路。
這是最辛苦的第七集完。

Jan 4

th

2019

公德完滿，飛返温哥華休息，所有影片交回教堂作後期剪接。

我的感受是我一生中難忘的回憶，亦行走過心中的苦路，得到天父的保祐。

廖 昌 敬上
June 25th 2019


致蔣貞元弟
昨夜難成眠，
憶弟昔日情，
滂沱大雨中，
送別蔣師弟，
心有千千結，
難捨永別離，
奈何天妒才，
怱怱別凡塵，
今弟乘鶴去，
早登極樂土。
（赨敏社 黃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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