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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z

1 月 24 日(星期五)，五校在富豪酒樓舉行團年飯聚，會長以校董身份應邀參加，席間與到會嘉賓
及老師們言笑甚歡，各人預祝馬年身體健康，龍馬精神，馬年事事如意。

z

馬年好運，鑑於五校部份校舍使用日久，建築陳腐，五校校長郭華邦博士就任伊始，隨即一馬當
先向當局申請撥款，據悉澳門當局已俯允將五校重建，先頭工程預算撥款二千萬。國人講求意頭，
校長馬到功成，教區教育事業在黎鴻昇主教和各校長主導之下，倚馬可待，事業定然蒸蒸日上，
各校老師忙個不了，馬上加班。

z

2 月 6 日初七星期四，在香港跑馬地 3 C 會我們舉行了一個非正式的新春團拜。這個團拜之所以
稱作不正式，因為既非由同學會也非由某同學私人舉辦，純粹出於配合羅玉成校長和五校新校長
作訪留港校友會乘機聚面之作，時間倉卒，在短短幾天之內竟得全部委員支持，足證兩位校長號
召力非凡，此外，貴賓湯漢樞機出訪羅馬在即，各同學都把握機會向樞機祝福。這次出席人數如
下；共 26 人。

z

2 月 12 日(星期三)校本部主辦了春節聚會，宴請了校本部教職員等人。嘉賓有聖若瑟大學校長、
副校長、院長和校董們。本會會長因抱恙而缺席，由林慧儀和陳素娟代表出席。聯邦宴會廳洋溢
着新春歡樂氣氛，祝福語此起彼落，而最值得高興的是以聖若瑟命名的大學將會於 2015/16 年度
落成可喜可賀也。
-1-

z

澳門聖若瑟大學雖仍在建築階段，但該校校長薛沛德神父(Fr. Peter Stilwell)對本會並不陌生，對
我們的會務每每垂詢殷切，辦學不同於辦同學會，對留港校友會數十年來與母校保持關係緊密而
不懈，深感興趣，並計劃於暑假前到港一訪同學會，希望屆時各委員能抽空接待。

z

本年 3 月 19 日是母校 83 週年校慶，母校聯同澳門校友會舉辦聚餐。
聯歡晚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4 年 3 月 15 日 (星期六)
時間：約於下午 6 時 45 分
地點：澳門聯邦酒樓
餐券：$250.00
報名可與林慧儀(9023-0838)聯絡。
會友隨筆

z

說說[沒有畢業禮的一屆]:1967 年男高中毅社當年的點點滴滴（續上期）

1966 年母校為慶祝 35 週年校慶，在南灣街 50 號校舍舉辦[自然科學展覽]，當年女校高二同學自由三
五組合前來男校參觀時，[相信這是她們除了在每年的畢業禮外，第一次不在老師或修女帶領排隊依序
前來，自由在男校到處走動和指指點點，恍若走入大觀園！說來男高中同學則差遠了，從來没有踏足
女校禁區的丁點機緣，有如象棋的相和象，楚河漢界絕對不能踏入半步]與我們負責介紹講解展品的同
學相互認識，從而一起參與宗教活動，開始課餘交往。升上高三時，國學碩儒易麟閣老師同時在男女
校高三講授國文。他的第一課選授[韓愈]的[諫迎佛骨表]，一篇時至今日在佛教依然持久爭論的文章，
易師講解認真，註釋精彩並兼娓娓介紹佛教漢傳的歷史，詳盡分析五祖弘忍首座弟子神秀的[身是菩提
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麈埃。]和日後承傳五祖衣砵成為六祖惠能的[菩提本無樹，明
鏡亦非臺，本來無一物，何處惹麈埃。]四句偈語的意境高低。我到現在一直沒有忘掉易師衣著整齊，
引人入勝的授課，只是令我不快的下課鈴聲總是在易師講授的關節眼上響起。由於男女校的測驗和考
試往往不在同一天進行[男女校次第互為前後]，因此留下了男女高三嘗試相互通傳試題的空間，在首
次交換試題後發覺男女校的試題完全一樣，三題國學常識外加作文一篇。從此，測驗考試時間在後的
一方得益了。記得易師亦曾說及改卷時，發覺國學常識題全班都全數答對，作文亦發揮很好為慰。這
當然是對測驗和考試時間在後的那一班說的。易師大概，也應當沒有料想到，當時的男女高三早已建
立暢通無阻的聯絡管道而又一直互惠對方全班吧。這，現在說來．算不算是集體合作的另類考試作弊？
我想，近半世紀前的事了，如今說說也該無妨。只是令人感到十分婉惜的是在畢業後 7 年，聯絡管道
的兩端秦晉結好僅僅數年。[陸彦斌和我共同負責大堂當日的宗教禮儀和晚宴拍攝]，我在事後聽聞消
息很錯愕，但也從沒有問因由，何必！
大概在畢業前一或二個月[江南的黃梅天]微風細雨的一個週末早上，女中高三數位同學打小花傘依時
應約前來男中部，選擇在二樓地理室後的一個教室，相互介紹認識後便開始討論：編印有別校方歷屆
合編全體畢業班同學錄[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幼師和英文部]的高中男女畢業班獨立同學錄，
因為我們覺得學校的同學錄只有社史一頁，全班和班主任合照一張，集若干同學個人半身照附地址成
一頁，每班共佔僅僅數頁不足夠。我們的初步構思是每位同學獨立一頁，上載個人照片並寫下感言，
個人座右銘，格式和背景暫時未定，費用在當時亦未有作預估。此外，謝師宴的形式，地點和時間組
織 1967 毅社同學會等等。在交換了初步看法和意見後，女中高三代表一致欣然同意回去與全體同學商
議後，再回覆她們全體，對這一次會議所討論的回應或建議。不久後，依然在男校舉行第二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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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中高三代表回覆沒有獲得全班一致同意和男中高三合編同學錄。男高三會上表明尊重女高三決定，
會後自行籌劃編印出版，背景採用從大砲臺約 45 度角向大三巴牌坊拍攝的照片，獲得蘇元濟同學[初
中畢業後轉讀澳門培正中學]慷慨應允，鼎力幫忙製成浮雕，每位同學寫下三願作為日後有否一一實現
的回顧。没想到今日的大三巴牌坊已一躍升為澳門的歷史地標了。可惜的是，發覺日後自行出版的毅
社同學錄中出現一個永遠無可補回的遺憾，就是欠缺了一幅全班同學和班主任陳既詒老師的合照。此
外，女中高三代表亦建議組織 1967 毅社同學會事宜暫緩，留待日後再進一步討論。男中高三理解和同
意擱下。最後說回謝師宴，女中高三同意由男中高三主導安排，她們全班屆時一定出席並負責邀請女
校的老師。想來當年我們從會議，討論，決議和行事相當民主，處處依從全班一致意見進行，採納小
數絕對服從多數作為最终決定，明快果斷而不魯莽，分工合作，不拖泥帶水，也絕不獨斷獨行。倘若
今日政府和社會上的各方團體都能遵循如此這般運作，縱使是[世事豈能盡如人意]，在政治上和情理
法上拿捏一個說說容易但實際不易的平衡點去推行，相信紛爭一定少了，而和諧相對多了。
會議後，馬上行動，籌備編印同學錄，例如邀請老師題訓墨寶，尋找廣告贊助，背景顏色的選擇，撰
文，接洽印刷編列預算等等，和籌備謝師宴同時分工分頭進行。我們感謝及接納了鄧君方同學提議在
他家位於主教山附近新落成的[濠西小築]別墅舉行謝師宴，因為其後園草坪寬敞可容百餘人而不見擠
迫，食物，生果，酒水，採用到會自助形式，分別安排在户內及户外，鄧君方主動作協調統籌。由於
顧及宴會在西望洋主教山上，晚上散席時老師，女同學回家路上的安全，交通一事便由鄧君方和鄧榮
根及其它已領有駕照執照同學安排車輛兼擔任司機，負責對出席宴會的老師和女高三同學的來回接
送。我真的不是在這兒自誇，當日的我們可以說考慮十分週詳完備，策劃慎密，安全妥當。伍子胥因
憂患而一夜白頭。1967 年，我們雖然仍是一群成年人眼中的毛頭大孩子，也可以說是在時局催化下早
熟而頓然成長，有擔當，有作為了。若然要說還有甚麼欠缺和不足，我想，應該是沒有邀請師長列席
男女高三聯合會議指導和完全沒有會議記錄。
校方決定在當時的風雨中，不舉行應當要舉行的傳統畢業典禮，我們雖然不快也理解亦不說甚麼。但
我們邀請了所有在男校中文部任教的老師出席謝師宴是完全可以主自決定進行的，在我現在腦海中邀
請的老師有[若有姓名寫錯了或遺留了,尚請纠正]:魯炳義神父，胡有松神父，陳既詒老師，黃就順老
師，易麟閣老師，麥格斯老師，阮其滔老師，馮仕莙老師，謝華才老師，黎勁雄老師，薛萬雄老師，
薛萬龍老師，薛萬程老師，陳永強老師，馬仕深老師，劉敏老師，黃金熾老師，林世忠老師，謝亦圃
老師，周復老師[女校]，陳定基老師[女校]，吳應麒老師[女校]，李偉堂老師[女校]，黃蘊玉老師[女
校]，胡安老師[英文部]。黃就順老師在我們高三下學期時因病在家休養多時，但仍然為我們擬定畢業
試題，我前往他家邀請他出席謝師宴時,，他語重深長也帶唏噓對我說:試卷已改好，有數位同學今次
考試成績很差，只是考慮時局變化，決定一破歷年來他評分的嚴格標準要求，不再要求他們補考而一
律給 60 分，希望你們能早點拿取畢業證書離校，不要因地理一科的成績而躭誤了前程。時局如何，明
天又如何，真的没人知道。謝謝你們的誠意邀請，屆時是否出席，看我的健康情況再作決定，祝福所
有的同學。辭別就順老師後，我和黃老師再見面時，已是 15 年後的 1982 年，51 週年校慶留港校友會
舉辦的遊船河上了。而黃就順老師亦在康復後離開任教多年的聖中轉往培正中學服務，再重新建立一
個更勝聖中當日在澳門獨步的地理室。黃就順老師對故何心源校長感念緬懷殊深，多年前故何校長遺
骨從香港回歸澳門入土，長眠舊西洋墳場小教堂後澳門教區墓地時，他是聖中僅有三人出席淒淒清冷
禮儀的其中一位！
謝師宴當日[我記不起是那一天了]，我們結隊步行到[濠西小築]，在後園草坪依欄遠眺澳門外港，也
才知道王勃所說的[秋水共長天一色]是啥樣子。在老師[記憶中沒有修女和女老師前來]和女高三同學
陸續到來後，不拘小節各適其式，自行選取汽水，啤酒，咖啡，生果，茶和食物，室內户外穿梭頻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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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組合融洽交談，完全沒有在校時師生間的拘束，亦師亦友，刹那間更打破了男女校間的歷來疏離，
其中有數位男女同學更是幼稚園同班的小無猜。師生間，男女同學間，瞬刻開懷盡情歡聲，朗朗童真
笑語，把月來學校連連發生的不愉快，惱人，鬱悶深壓心頭難舒事一一抛開，渾然忘記它，好好享受
清涼夏夜濠江美景。濠鏡喜波平，片片歡樂聲，真的希望可以把那時刻就此凝住下來！可是有聚定有
散，再不情不願也得互道珍重，後會有期好了。現在回想，弘一大師[李叔同]詞曲意景臻美的[送別]，
真箇淋漓寫盡了當晚和時至現在的我們。你且輕輕的哼哼看：[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連天，晚風拂
柳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零落，一壺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那在近半
世紀前來說，是不是一個別開一面的謝師宴？也許說是師生忘年聯歡更貼心一些吧！
我也曾幻想[一個完全不切實際的 100%荒謬夢想]有那麽的一天，讓所有 1967 年畢業班[男女高中，女
幼師，男女初中，男女小學，幼稚園，英文部]的同學，一起暮年結伴重返母校，穿上 1967 年時的夏
季校服[男高中生穿白恤衫白長褲，女高中生衣祖母藍裙子]站在舞臺上，齊齊高唱那麽多年没有唱的
校歌[濠鏡喜波平，一片雅歌聲…國土愈安寧]，補回一個獨特遲來的畢業禮。那怕當年幼稚園的小不
點們，如今也該年逾知命了。閉目想一想，那會是一個何等令日無言西下的我輩深深感動盈盈的時刻！
可我也深知 1967 年後近半世紀的今時今日，世事無常，絕對找不回所有 1967 年的當日同窗的，往者
健在者永遠無法再一起聚會。況且只有健在者補回一個遲來的畢業禮，那依然是欠了往者一個沒法圓
滿的夢，遺憾依舊。因此，在這兒說一說便好，不要認真，就讓我們把如此一個時局所造成的獨特難
得[沒有畢業禮的一屆]遺憾，深深的埋在咱們各自的心坎中好了。
（關信陵－1967 男高中毅社）
z

遊京漫談 (第一篇)

北京是我國的首都，歷史之豐，文物之盛，實無需贅述。故此，慕名到北京的各種旅遊團絡繹不絕，
其中香港馬會每年也有舉辦北京高爾夫旅遊團。根據那些識途老馬的描述，座落北京近市的香港賽馬
會會館頗值一遊。該會館以中國古代唐朝的風格為主題建築，館內的餐館雖然標榜北方風味，但做出
來的菜肴也很適合香港人的胃口， 如果白天打球，晚上食在馬會住在馬會將不失為一項度假好選擇。
我剛好退休，遂與球友們聯袂參加 2013 年 5 月出發的團隊。
馬會的接待工作非常週到，有專人照料我們的行李和球包，年輕時背著球包四處征戰覺得是一種時尚，
年紀大了發覺這些已不是時尚而是體力的負贅，所以這幾年來我們的打球活動範圍愈縮愈狹，計劃中
的遠征大計現在都變成紙上談兵了。飛機抵達北京隨即有專巴接我們駛往會館，五月的北京仍覺炎熱，
但從空調十足的車窗外望，沿途的花草樹木，綠化工程，潔淨的環境，它給我的印象似乎是如此之完
美，這個旅程一定不會失望。我從事高爾夫行業多年，打球也是我生活的一部份，這個欄目裡我一而
再寫了些與高爾夫有關的故事，對有打球習慣的同學們來說看後會引起了一些共鳴，但對不好此道者
則成為我的詬病。有些同學接觸過我的業務，很明白要我不談高爾夫無異讓出家人不唸啊彌陀佛，不
過，出了家便沒有想過還俗，祇好繼續唸我的啊彌陀佛，其中一次啊彌陀佛是在二十多年前，我和朋
友計劃在北京辦個高爾夫球場，潘漢賢會長出身則樓也熱衷高爾夫運動，我與他一說即合，因此我去
了北京幾次，有次我與潘漢賢會長慕名住進貝聿銘的香山飯店，該店因富有古典園林特色而聞名。潘
會長是大行家入住後心理自然明白。我雖是門外漢，但見識過蘇杭的古老大屋，那些小橋流水、奇山
異石、盆裁花草，鳥語花香等傳統佈局，進入其間讓人感覺如身入勝境。若將之與酒店相比祇有過之
而無不及，飯店之內真難找不出讓我讚嘆之處。那時的北京沒有高樓大廈，貝老也最反對別人在京城
建造高樓大廈，他認為從高處俯覽北京，一片大地廣闊無涯，府第之間比鄰相接，壯麗之極了。祇有
古城如北京者方具有此宏偉之氣勢。現代的高樓大廈等同針刺，會戳破了北京美好的原貌。那時，其
中最高的建築物要算有港人參與的京港中心了。今天的北京，摩天大廈如雨後春筍，高速公路環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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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立體運輸俯拾即是，各方面的建設已把北京塑成了大都會。回顧歷史，很幸運北京當時沒有聽從
貝老的意見，否則，今天的北京將仍然祇是供遊覽故宮、天壇、明陵和登上長城好漢們的旅遊地點，
也必然埋沒了我國這代勇於創新人物的驕傲。
貝老是一代大師，其中法國的羅浮宮新展館也是出於他的手筆，該館意念新潮，以玻璃屏幕構成多邊
三角形為主體建築，與歷史悠久的舊館共處一隅。兩館形態各異，新舊文化隔隔不入，倒像老牌紳士
愛上 o 靚模，珠聯璧合。但開放以來竟大受法國民眾好評，法國人浪漫稱之為劃時代藝術。不知是否
過度藝術，法國政壇近年艷聞不絕，浪漫無邊，總統經常與桃色事件分割不清，無一不與 o 靚模扯上
關係，這些行徑，是否皆被貝老的藝術所啟發？
香港中國銀行大廈也是貝老的設計，在圖則公佈之前，我猜想該廈外形一定四平八穩，以莊重示人。
舊匯豐大廈如是，美國的聯邦儲備銀行大廈亦如是。豈料發佈之日，這摩天大廈甚分奇特，由幾條稜
柱拱托成基礎，樓層分側面正面和斜面按階段而上，仰望大廈，讓人覺得迷惘，據說像徵茁壯的青竹，
寓意節節上升。有些朋友說它不像竹像一把扁頭劍。聞說從太平山頂某個角度下看，劍鋒所向就是我
們前港督府所在之處。我家中老人頗為迷信，謂此大廈剎氣很重，該廈完成於 1989，六四風波剛剛結
束，西方各國制裁中國。在回歸前，先有本港第 26 任港督尤德爵士於 1986 年 12 月在北京公幹時深夜
猝死，成為本港首位殉職港督。繼於 1992 年 7 月第 27 任港督衛奕信爵士突然被英政府召回，成為本
港首位被解職港督。最後，於 1997 年 6 月 30 日港督彭定康爵士於督轅含哭下旗歸國，成為本港首位
末代港督。三位督爺都命途多舛各有不幸遭遇。回歸之後，先有第一任特首董伯伯腳痛，成為回歸後
首位半途而廢的特首。繼而有第二任曾先生於退休後身陷弊案，被邀往亷署，成為首位飲亷記咖啡的
特首。第三任領導人也好不了許多，就任以來政不通人不和，是非纒身，解畫之餘經常弄至滿臉大汗，
成為首位民意最低特首。中國銀行自身也極端不利，管理層職員身陷貪弊案者眾多，最轟動莫如港區
總裁劉金寶和開平支行經理余振東兩宗大案。中國銀行業務本來非常出色，但該行自上市以來股價長
期不振，在金融市場毫無衝擊之下，今天之股價仍僅及四年前的四份之三，中銀雖貴為發鈔銀行，而
且盡得人和地利之便，如此股價表現，實有愧於中國銀行這塊招牌，非常可嘆。
上述諸多巧事，玄之又玄，貝老的設計寓意本來甚好，不過他將中銀設計成一杆竹，對繁榮香港就起
不了甚麼象徵意義。假如它不是竹是一把扁頭劍，劍有劍鞘，炮有炮衣，對敵之時及時亮劍。不用之
時便須刀劍入鞘。我一向篤信科學，一間銀行總部，宜四平八穩，重實用而少於重花巧，對內對外自
有好處。(待續)
(李萬益 恆社 1959)

(請轉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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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誠可以見微知著，預測禍福治亂，主因至誠之人沒有私心雜念，做事不會被個人感情所蒙蔽，因
無好惡左右，故心地明亮，洞察如鏡，對世事準確判斷，對興亡禍福了如指掌，有如神助，正是心
誠則靈。

聖人天才畢竟極少數，而不是天才的怎樣去修道而化育萬物呢？他們要做到﹁致曲﹂
。
﹁致曲﹂就是
用心專一，從某一方面入手，得一端後，再一端一端地求取其他方面，日積月累，積少成多，直至
達到至誠之境。

在儒家看來人與萬物的本性，都包含着﹁天理﹂，只有至誠的人，才能發揮人的本性，進而贊助天
地萬物，至誠之人行事不滲私心雜念，洞察世間萬物，懂得物我一理，這樣才能贊天地之化育。

人之智商有高低，聖人由至誠而後明德，一般人通過努力學習，也能達到至誠的境界，不管如何，
先天稟賦與後天努力途徑雖不一樣，同樣需付出努力，而成功是相同的。

本章是論述為政之道，中庸之道，不僅修身養性，同時與政相通，正是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
子曰：﹁好學近乎知，力行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人們用誠信面對社會人生，以誠信踐行中庸之
道，何愁家國不和睦，不太平。

本章以武王、周公上承先王之德，修宗廟，行郊祀之禮，奉行孝道，闡明孝是中庸之德，通至家國
天下，人倫大防。
清曾國藩：﹁讀盡天下書，無非一孝字﹂，可見孝道在中國思想，影響廣泛。

本章以王季、文王、武王聖德相繼，以及周公作禮樂符合中庸之道為例，說明中庸價值標準，王季
﹁文王父﹂修太王遺業，篤行仁義，文王建國於歧山積善行仁、禮賢下士，武王伐紂，以下犯上，
主因商紂凶殘，武王救民于水火，知書達理也。

只要修身而提高德行，總有一天會人盡其才，其實儒學并不排斥功利，而是強調從內功練起，修養
自身，順其自然，水到渠成地獲得應得的一切，正是中庸精神，凡事不走偏鋒，不走極端，而是循
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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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誠則靈
積跬步以
至千里
天地之大
以誠為本
生而知之與
學以知之

治國平天
下的法則
人倫之大德:
以孝為本

讀書識禮
知書達理

天道循環
常與善人

（鵬社 鄒而欽）
大學中庸（續上期）
z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