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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本年度澳門聖若瑟中學留港校友會第 33 週年聯歡聚餐日期將延至 12 月 13 日(星期日)。請各位
校友體諒，早作安排，詳情如下:
日期：2015 年 12 月 13 日 (星期日)
地點：紀利華木球會（簡稱 3C 會）
香港跑馬地黃泥涌道 188 號
電話: 2577 8331
時間：雀局於 3 時開始
聚餐於 7 時開始
費用：HK$300
報名請與以下委員聯絡：
陳素娟 9097-0920
黃宛平 9757-4246
黃光聯 9385-2872
龐素貞 9389-7561
李婉蓮 9882-2878
蔣貞元 9092-1720

林東源 9213-1322
周華根 9097-2584
鄭詠儀 2522-1071
楊志毅 9177-3452
孫文華 9488-0540
黃潔鋆 9757-8885

林慧儀
陳素清
黃潔英
官一青
楊國興

9023-0838
9041-5900
9227-2344
9026-9552
9493-9835

z

7 月 17 日(星期五)五校高中畢業禮，在校內新設禮堂舉行，場面莊嚴而溫馨。校友會有林慧儀，
陳素娟，周華根及關恆昌聯同出席。

z

7 月 21 日(星期二)校友會委員
聯同羅玉成校長及鄧華禮校董
為慶祝湯漢樞機主教生辰，設
午宴於體育路足球會。席間湯
樞機除祝福各人外更給予校友
會利是一封以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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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隨筆
z

儒家慈孝文化在新世紀的傳承與探索（續上期，轉載孔憲詔醫生兩篇文章之二）
中華慈孝文化是儒家所創，由孔子所認定。 慈孝文化是倫理文化，也是儒家的核心文化。孝經
第一章開宗明義即言「夫孝」
，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說明了孝道是一切道德之根本，一切
做人處事的教化都由慈孝文化而展開。慈孝文化是基石是平台，只要順著慈孝的道理走，就可
以實踐仁道。論語「學而篇」説，君子務本，本立而道生，孝道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慈孝文化的理源 ：
慈孝文化是愛的文化，世間上的愛以父母子女間的愛最為真實，也最為珍貴。這不僅是由於血
緣的關係，也由於在個人生命的歷程中，父母子女間的親情最為溫暖，最為無私，也最可以信
賴。
由於父母細心的呵護，孩子自然感受到父母的恩情。孩子漸長理解更多道理後，尊敬父母的心
便油然而生。由於親愛自己的父母就會盡量不惹人厭惡，由於敬重自己的父母也就不會不敬重
別人的父母。這種愛人和尊重人的情操都在於孝順父母的行為上養成，這就是孝經第二章上所
説的「愛親者不敢悪於人，敬親者不敢慢於人。
由於父母對子女的愛最為溫暖、真實和最為珍貴，且是無微不至，所以子女對父母的愛也就無
限寬廣，也沒有終始。這種親愛相互投射，推廣於人世間，就顯得非常合理合宜，是人世間愛
的最佳準則，也就是孔子在孝經第七章所説的「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行也」。
孝道既然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行，那麼該如何去實踐呢？儒家的經典-包括詩經、禮記、論
語、孟子、中庸和孝經都有詳盡的教導和說明。
如何行孝？
孝經第一章言「身體髪膚受之父母不敢毀傷，孝之始也，立身行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
之終也」
，以上的說明是確確實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事實上身體的每一個器官，每一個組織，
甚至每一個細胞都是來自父母的遺傳，需要珍惜好好的保護，至於在特別的情況下，身體是否
可以毀傷，端看背後的道理為何，若背後的道理是善，則可以接受。如捐贈部份器官以救他人
的性命，這些身體毀傷，應視為善的毀傷，非但不是不孝，反而應視為大孝。另一方面若身體
是不善的毀傷，如打針吸毒、無故自殺傷殘生命，就應視為大不孝。至於立身行道，揚名於後
世，所行的事若是鼓勵善行，有益於世道人心，這種顯揚父母的善行應視為孝行。
以下節錄數段論語教導的孝行
(一）敬養
[論語第二章子游問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不敬，何以別乎」
。
的確，父母在世，能夠奉養，當然很重要，但像狗和馬也能侍奉人，如果沒有尊敬的心，二者
就沒有分別，所以敬養最重要，孟子在離婁（下）十三章也說，只養生不足以當大事。
(二）色難
[論語為政篇第二章第八節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勞，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為孝乎?]。有事情子女代勞，供給年老者吃喝，當然不錯，然而不能當為真孝。孝敬父母
還要常常保持和悦的臉色，才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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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無違
[論語為政篇第二章第五節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生，事之以禮，死，葬之以禮，祭之以禮]
無違，就是說沒有違背禮制，意思是說，父母在世時，要依禮制來侍奉，死後也要依禮制來侍
奉，這才是真孝。
(四）慎終追遠
[學而篇第一章第九節，曽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以哀戚的心，謹慎舉行喪禮，才能表達對死者的尊敬和懷念，這樣做，不僅能夠鼓勵生者珍惜
生命，努力修徳善行，對死者以後還需要按禮節，在一定的時間內舉行祭禮，思念死者生前的
貢獻與作為，淳厚的風氣就可以形成。
責善
目的是幫助父母，使之成為成功的父母。
方法是幾而諌，就是微諫的意思。論語里仁篇四章十六節，事父母幾諌，見志不從，又敬不違，
勞而不怨。曽子問孔子，子從父之令，可謂孝乎，孔子生氣的回答，是何言與，是何言與。的
確，只是唯唯諾諾，一味的遵守父命，沒有思辯的能力，是不能入孔門的。荀子也說，面向父
母的悪行為，是大非者，從義不從父。所以，幾而諫，是兒女對父母該盡的義務，當父母做了
不對的事情，子女要微而諫，而且當父母不接受時，還應該「微諫不倦」
，就是要多諫幾次。孟
子在離婁（下）提及章子,說章子要求父親行正道，不要作犯法的事情，因而父子意見不相融洽。
誠言，責善是朋友相交之道，但若發生在父子之間，彼此責善，是很傷害父子之間的感情，應
謹慎行之。
子為父隱
子為父隱，父為子隱，這個問題，為儒家帶來一些負面的困擾。
論語子路篇，葉公與孔子論及「直」的問題，葉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証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異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認為「直」這個字
在這裡的意義是合乎天裡，也合乎人情。在葉公言，
「直」是法律上的認知，在孔子言「直」是
倫理上的認知。在一個講法又講情的社會，能兼顧二者最好。
忠與孝
孔子設立了文行忠信四科科目。通過禮樂射御書數六藝，以達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為學立身處世的人生目標。所以「忠與信」是儒家倫理道德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到了漢代，儒家趨向於政治化，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移孝於忠，將倫理之孝與政治密切的
聯繫，突出孝的政治功能。孝經對天子之孝，諸候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與及庶民之孝都
有專章論述，諄諄告誡和勉勵，致力於孝道。認為以孝治國，則天下和平，災害不生，禍亂不
作。
（孝經第八章）
孝經第十章，士人之孝說：士人親愛他的父親，就同樣親愛他的母親。士人尊敬他的父親，也
就能夠尊敬他的君上。故士人對母親完全是愛，對君上完全是敬，唯獨對父親則是又愛又敬。
所以儒家比較強調父權。原因是出於古代男尊女卑，同時男子受較多的教育，此外由於男主外，
女主內，男子對外面的世界有較多的認識和經驗，因此父親較多說理，母親較多慈祥，故稱之
嚴父慈母。
什麼叫做不孝
孟子在離婁（下）列出了世俗所認為的五點不孝：
（一）惰其四肢，不顧父母之養。
（二）博奕好飮酒，不顧父母之養。
（三）好財富，私妻子，不顧父母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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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戮。
（五）好勇鬥狠，以危父母。
上面的一，二，三點之不孝，均是不侍奉父母之起居飲食。
孟子在離婁（下）說，不孝有三，無後為大。以生物學的觀點言，繁衍後代為第一等大事。事
實上在地球存在的四十億年歷程裡，很多生物已經滅絕，所以二千四百多年前孟子的談話有其
道理。當今由於科學不斷提升進步，高等智慧的人類，未來可以運用各種方法，來保護各種瀕
臨絕種的生物，使之得以繼續繁衍。回過頭來看人類自身，是否會滅絕呢，誰也不能確定。因
為擁有核武的國家愈來愈多，毀滅性武器層出不窮，要是擁有核武國家的領袖，熱線連繫發生
故障，或估計錯誤，一塲核武戰爭的突發是有可能的。
另一方面，全球已開發的國家及部分開發中的國家，已經明白社會安全福利的重要性，只要國
家經濟上軌道，愈來愈多的立法，將會更完善。可以這樣說，基本已經保障了年長者退休後的
生活。
目前全球人口已達七十億，中國人口數量更超過十四億，比起孟子的戰國時代，大約五千萬人，
超出甚多，所以除了少數例外，無後為大的不孝，已不復存在。近年來，男女平權的觀念愈來
愈高漲，女人撐起半邊天已愈見事實，當今世界已有不少重要國家的領導人是女性。所以家族
傳承已非男性不可，理應是由學識，經驗和魄力來決定。再者，由於對個人權利不斷的追求，
和對穩私的重視，現在年青人，都喜歡過獨立自主的生活，不大喜歡與有代溝，觀念不同之父
母同住在一起。再進一步言，由於養兒育女的巨大費用，再加上孩子教育經費的龐大支出，對
一個小家庭來說，負擔極為沈重，很多年青人，寧願把辛苦賺來的財富，照顧好小家庭，提髙
品質，而不願意多生小孩。事實上目前很多國家、地區，人口已是零成長，甚至負成長。有些
國家擔憂人口的負成長帶來國力的下降，已採取不同的措施，獎勵生育。由於人口的澎漲，也
由於各個政府對社會安全稫利愈來愈完善的立法保障，無後為大及不侍奉父母的生活起居為不
孝的觀點、已經發生巨大的改變。盡管世事在變，某些道德倫理的觀點也在變，但父母子女親
情之愛仍是最溫暖，真誠，和最珍貴。當今父母除了生育養育和教育子女，使他們有良好的健
康，接受良好的教育，養成正確的人生觀，還要協助他們，使之順利的融入主流社會，能夠健
康的，理智的接受各種不同情況的考驗。常常保持一顆仁義的心。
養育兒女要全心全意的付出。孩子天真爛漫，活潑可愛，和跌跌撞撞活潑的身體就是給父母最
好的快樂，要是孩子有智仁勇均衡的成長，就是給父母最好的回報。由於職業的闗係，曾造訪
治療十多間老人療養院病人，看到很多年老無依的老人，衰老殘缺無力的身體，坐在輪椅，或
長年臥病在床，當中不少人，在一年當中來探訪他們的親戚朋友寥寥無幾，蒼涼孤獨地生活。
他們蒼白的臉孔，無助的眼神，望之令人心酸。所以，年老退休的人，在退休前，要有一個周
詳完善的退休計劃，要盡可能保持經濟上的獨立，放棄養兒防老的觀念，努力積蓄，為自己老
年後的生活，作好完善的規劃。要是兒女能夠感受到父母的慈愛，常常保持對父母的感恩和敬
愛，溫暖父母的心，在能力的範圍內，終其一生，給予父母各方面的協助，孟子萬章（上）說
大孝終身慕父母，以報生我育我，愛我助我的劬勞之恩。
當今孝道衰微，年青人多不了解孝道，在學校的課堂裡，沒有完整的倫理課程，在家也缺少庭
訓。學校重視的是數理科學的課程，缺少的是倫理人文課程。在中國由於過去的一胎政策，更
易帶來薄弱的孝道觀念，六個大人教養一個小孩，並不是品質的保證，往往由於大人過多的寵
愛，孩子成長後發生更多的問題。如缺少獨立的思考，較多缺少禮貎，忍耐，節儉和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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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一）慈孝文化是儒家倫理文化的基石與平台，只要順著慈孝的道理開展，就可以實踐仁道。
（二）父母子女的愛最為溫暖，真實，也最為珍貴。努力推廣慈孝文化，則人間處處充滿愛。
（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人生目標，慈愛文化存，則可修身齊家，服務社會國家，慈孝文
化毀，則倫理文化毀。
（四）當今孝道衰微，理應積極重建，惟須去蕪存精，返本開新，以符合廿一世紀的時代精神，
重新塑造一個倫理，科學，民主的文化大國。
留美校友 孔憲詔
（美國孔孟學會會長）
2014/07/04
z

記一篇短短 但令人動容的致謝詞
多年來在悉尼觀看電視即場轉播的各項頒獎禮，獲獎者從頒獎者手中接受獎盃或獎項後，
都依慣例發表或長或短的致謝詞。內容幾乎千篇一律的模式，了無新意，謝謝媽媽(甚少謝謝爸
爸)，謝謝伴侶，謝謝他(她)的團隊，謝謝主辦單位和協辦單位，謝謝各個贊助商等等。
大概是 30 多年前的一個週末，我在同窗陳紹昌家竹戰論英雄，晚飯後再戰時坐的位置正對
電視螢光幕，無線翡翠臺在轉播臺灣 "金馬獎"電影頒獎禮。我專注牌局，只用耳聽，節目主持
人是誰，誰獲最佳甚麽甚麼的，他(她)致謝詞又說了些甚麽，我全無印象，只有在洗牌砌牌時
稍稍抬頭往電視螢光幕瞧一瞧。
在所有獎項頒發完畢，頒獎禮臨近結束時，柯俊雄上臺致詞(我没有一字一句清楚記下來)，
大意是他的好兄弟和銀幕上好搭檔歐威因病英年早逝，遺下白髮高堂，年輕妻子和幼年女兒及
幼稚兒，家中經濟頓時失去支柱，他和電影界的朋友一同籌了一點點錢(數目我記不起了，但在
臺灣當年來說，應該不是一個小數目)，希望把這筆錢在這裏送給歐威嫂夫人，表示我們的小小
心意，可以幫助歐威遺下的小孩成長和教育，侍奉歐威高堂安享晚年。柯俊雄話剛落下，工作
人員便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巨大支票和一個小小的信封，交給柯俊雄和另一位剛走上臺的男士(我
記不起他是誰了) 手中，柯俊雄這時恭請歐威嫂夫人上臺領受，臺下立刻響起一遍鼓掌聲。
同一時間電視鏡頭掃向在場中緩緩地從座中站起，身型纖細的歐太太，牽起坐在她身旁女
兒和兒子的小手，看來女兒十歲左右，兒子估計三歲不到，走出通道後慢慢的向臺上走去。從
柯俊雄和另一位男士手中接過支票和信封，拍留念照後，歐威太太一左一右牽着兒女一起，走
向臺前鞠躬致謝。
歐威太太的致謝詞，我也是没有一字一句清楚記下來，但致詞內容我一直以來沒有忘掉。
她站好後，沒有掏出有備而來的紙張，而是徐徐吐出平和的語調說(這時候竹戰暫停，齊齊看電
視了):
銀幕上歹角的歐威，是家裏的好爸爸，好丈夫和孝順的兒子。他雖然離開了，但我深深的相信
他在上面一直在眷顧着這個他不捨的家。他和我及孩子，萬二分謝謝柯大哥和各位熱心朋友為
我們籌了這一筆錢。我相信以我目前的工作和能力，可以把孩子撫養，正常成長。這一筆錢我
們實在不需要，我在此把它交回柯大哥，請柯大哥幫幫忙，把它交到電影圈中更有需要的家庭
去吧。柯大哥和各位愛護歐威的朋友，我們居住在台南的鄉間，甚麽時候你們路過台南時感到
有點累了，隨時歡迎到寒舍歇歇腳，我一定奉上清茶淡飯，田野青菜，一起聊聊天。我明白你
們工作很忙，時間很寶貴，假如專程為我們而來的話則不必了，謝謝。
說完後深深地一鞠躬，再次一左一右挽起一雙小兒女的手，走下臺去，依然是緩緩的沿着
通道一直走，沒有回頭也沒有左瞧右看。這時候的柯俊雄和另一位男士，還楞楞地站在臺上，
看着歐威太太剛才交回的信封，不知所措。但會場上已全體站立熱烈鼓掌，目送歐威太太和一
雙小兒女，一步一步的離開會場……
（關信陵－1967 男高中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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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謬談鵲局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任何比賽，皆有規則，否則各執己見，永無寧日。麻將是我國一大
發明，變化無窮，趣味盎然，引人入勝。現今更演變出百般型式，台灣牌、福建牌……花樣百
出，番數繁複，但是萬變不離其宗，比賽者一定要安守每樣比賽規則，玩來才津津有味，也因
麻將規則繁且多，很難一一盡述，間中也會產生例外方案，因而發生爭拗，各執一辭，在所難
免。
麻將這玩意，七分運氣，三分技巧，任你章法如何高超，有時也會被盲拳打死；然而心水
清，鬥志強，記憶好，總是佔優。
出身窮家子，唯好勝心強，每有邀約，定必赴會，目的是爭勝（說俗點是要贏錢）
。六七十
年代一二蚊八番，不是個小數目。每次戰後回家，照例老婆都是這樣問：
「贏或輸？」十之八九
的回答都是贏，她好像很滿意似的，就不再追問下去。
不打無把握的仗，如濠江賭場、馬場，自認敝鄉，賭枱上所有的玩意兒，是經過或然率精
心設計，輸少贏多，自知狂妄，妃狂絕不自大，不會天真到可以打敗何鴻燊。聽說馬場的賠率
是只得七十五個巴仙，十五個巴仙交政府餘下的歸馬會。(萬益兄，若有錯請更正。)派彩也不
合理，十四匹馬出賽，熱門的馬派彩很多時投注的一倍也沒有。贏面更細的如六合彩、吃角子
老虎，白鴿標（澳門不知還有沒有？）從不染指，不想費時找答案，十之九九，今人失望。
打麻將雖說運氣佔先，氣勢亦甚重要，如能做到，威脅對家，控制上家，克制下家，一副
高手氣派，對手未戰先怯，鵲戰時間較長，很多時四圈又四圈，每至三更五鼓，如可保持心態
輕鬆，氣定神閒，享受其中過程，反而較易取勝，以上所說，視作笑談可也。
讀罷關同學閒談鵲戰一文，盎然生趣，所述情況確為罕見，詐糊截真糊，天下奇閒，卻又
實實在在發生了。照鴻文看，是玩單響炮的，這樣就已足理據結案，食詐糊的既願意全數付出，
即第一炮已結束，已無爭論的餘地，除非另有別情，則作別論。今次戰局所發生的情況，只是
關同學一方的論述，若食真糊五番的同學，如有冤情（真糊沒錢收）
，可來文申述，同學會也有
些八卦包拯，各提意見，定可找出真相。
（五五年鵬社 鄒而欽）
一五年七月仲夏
編者按：
上期關信陵同學提及之麻將奇案，經與多位高手研究，結果是開戰時把牌例講清楚以免爭
拗最為實際。若賽前有提及全包，全包者亦應全賠，所有落場者各得一份賠款，亦可避免無心
之失被他人當作出蠱惑也。若賽前無提及全包，別可各自演繹，無人該負「奇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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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哉聖若瑟，大教益昌明
7 月 17 日(星期五)，陳素娟和我應邀參加五校在台山校內剛建成的禮堂舉行 2014-2015 年
度高中同學的畢業典禮。
儀式於下午 3 時舉行，素娟和我於下午 2 時 15 分幸運地不用等多久便在南灣新麗華酒店附
近截獲一部的士。上的士後，知道與台山五校還有一段距離便和的士叔叔搭訕起來，他知道我
是老澳門後，便很熱心地介紹澳門的今昔，荷蘭園；三盞燈(現在真正是四盞燈了)，紅街市依
舊，然而附近的木材店大多結了業，只剩下一所尚具規模的在跑狗場附近，繼而的士叔叔便詢
問我們往五校的目的，當知道我們是留港校友的代表專程到五校參加畢業禮時，登時面露笑容。
未幾抵達學校，下車付錢時的士叔叔堅拒收費，因他的小孫兒現正就讀聖若瑟，是我們的晚輩
也。
再三堅持付款不成，只好連番謝過。聖若瑟努力作育英才，學遍濠江，所有家長對學校愛
護有加，連我們在港的老校友也因而受惠，真是始料不及，免費乘車，豈不快哉！
（忠社 林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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