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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訊好消息
＊ 一年一度的週年大會及聯歡晚宴，現訂於 2009 年 11 月 7 日(星期六)假跑馬地紀利華木
球會(簡稱 3C 會)會所宴會廳舉行，席間將有會友客串表演及競猜遊戲，同學會將捐出大
量購物現金劵助興，請踴躍及携同親友參加，詳情如下:
日期:
地點:

時間:

費用:

2009 年 11 月 7 日 (星期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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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四時半恭候，可自由聯誼，
麻雀耍樂或卡拉 OK
席間有集體遊戲及幸運抽獎
每位 $280

參加可向下列委員報名:
林慧儀 2766 1255
楊志毅 2559 3830
林東源 9213 1322
黃光聯 9385 2872

陳素娟
鄭詠儀
周華根
黃宛平

9097 0920
2522 1071
9097 2584
9757 4246

訃告
林家駿榮休主教不幸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二十七日息勞歸主，享年八十一歲。
並已於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在澳門主教座堂舉行聖祭彌撒。由澳門教區黎鴻昇主教主禮，香
港教區陳日君樞機和湯漢主教襄禮。出席共祭的神長有數十位之多，留港校友會由委員林慧
儀、陳素娟、陳素清、黃潔鋆、黃宛平、甘蝶群、鄭詠儀、黃光聯、楊志毅、唐錫彬、關恆昌、
周華根、李萬益等代表。至於其他同學如北美黃雄溪、澳門校友會及校方師生均有多人出席。
聖祭儀式哀傷而隆重。
會友隨筆
悼林家駿主教
我們懷著哀痛的心情提早到達大堂，出乎意料，要送林主教最後一程的人士比我們想像的
更擠更早到，這些 Fans 均穿著整齊，神情肅穆，一片片深色的哀服，在教堂外交織成哀傷莊
嚴的畫面，緩慢有序地進入教堂。由於教堂容納所限，要不是辦事人員給我們預留了座位，真
可能不得其門而入，要於烈日下站在街外瞻仰了。慈愛的主教，從這些空群而至的仰慕者，你
在牧民心中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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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家駿主教一生為教會效力，身負澳門首牧聖職，不斷改善各類牧靈設施，享譽極隆，與
澳門聖若瑟教區中學尤有濃厚之緣，為母校作育英才無數，而母校近十數年來，能有今天之輝
煌成就，皆推主教提綱挈領、奮力策動之功也。
近年，主教之健康已大不如前，雖然與留港校友仍保持高度接觸，但去年開始已沒有來港
逗留了。在港時，周華根最愛與他講歐洲足球，陳素娟最愛與他講美食，黃宛平總忘不了主教
的喜愛食譜；地捫紅荳、薯仔、紅酒燴牛尾。男同學最愛聽主教講生平，楊志毅和我卻對他與
國際多邊貨幣及環球股市變化的分析極感興趣。因為自 1988 年 10 月 6 日林主教自前主教高
秉常接掌主教一職以來，一改從前的保守投資態度，他對歐洲貨幣及籃籌基金的精準看法，讓
我對這方面的知識獲益良多，教區的相關部門也因他而頓然豐裕起來。
北美同學醫學博士孔憲詔醫生於去年暑期回港，曾專程往澳門探望主教，憑他多年臨床經
驗所得，從那時起，對主教的健康大家都已心中有數。本年五月，主教再遷進醫院，除了獲得
院方的例行照料之外，教區所派兩位外籍護理修女也竭盡厥職，盡了照顧的能力。留港同學多
與主教感情深厚，不斷輪流到醫院探望。五月下旬，我們在醫院竭見主教時，他的精神已顯得
很疲弱，但卻第一眼便認出我們，為了增加氣氛，要考考他可否唸出我們的全名？首先唸得
出的便是宗教虔誠的黃宛平，跟著便是阿娟、慧儀，會長，叫不起全名了。澳門校友會副會長
岑妙娟與我們一起同行，前一天她才帶來了慰問花籃，今天可卻認不出，還好，經過我們一番
鼓勵和暗示，岑妙娟三個字終也脫口唸出。滿房開心不已。笑聲之後，我便離開病床，因為這
不是講歐洲波的時刻，美味食譜也不合時宜，他們話題眾多，最好讓主教聽聽他們的世界。可
是，隔不多久，主教竟親切的叫我過去；
「萬益，同學們近日好嗎？同學會最緊要團結。」……
他繼續；「我們要愛國家。」…「對澳門要抱有信心，支持國家，要為政府做些事情」……現
場每個人都明白，他語重心長，在重覆他一貫的期望。
我們做學生時，那時的神父老師，除須遵命於梵帝岡之外，都很愛自己的祖國，像何心源
校長、何志仁神父、趙方濟神父等等。他們飽受日治時代及葡國殖民之痛，對那些不平等的遭
遇，雖有披肝瀝血之心，卻無選擇之力。愛國也祇好愛在心裡。這刻，聽著林主教愛國之喚，
剎那間，時光好像倒流到五十年前的課堂裡，耳畔響起那些耳熟能詳有關何心源校長在海外求
學時，為了國家及自身的尊嚴，不惜與外籍同學在學業成績上爭鬥的故事。
回顧主教一生，無論於澳門也好，於海外也好，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終生奉行自強
不息的精神以充實自己。能晉身為四百年來首位華人主教，良有以也，他除了侍奉天主，最關
心便是祖國的未來。雖然時代不同，但從根本上與他的故友們的愛國情操源出一脈。在安息彌
撒上，副主教鍾志堅以悅耳的聲音為他恭讀了福音。黎鴻昇主教則以中葡雙語講道；「林主教
一生忠誠履行了他的牧職。建樹良多。」……「在參與起草基本法工作中，為市民的基本權利
爭取利益，並帶領澳門教會順利回歸祖國…」。
林主教生前公職卓著，獲勳無數。港澳回歸祖國，一直是他所熱切期望之事。
在眾多公職之中，參與起草基本法，為澳門回歸祖國一事效力，卻是最欣然以赴。澳門最近依
照基本法選出了特首繼任人。
「江山代有才人出，喜見源頭活水來」
，敬愛的林家駿主教，你要
關心的，澳門一切都很好。願你在天鄉，享受無邊的福樂。
(留港校友會會長 李萬益)
懷念林主教
二ＯＯ九年七月三十一日，一個艷陽高照的下午，帶着滿懷思念，到澳門主教座堂，參加
澳門教區榮休主教林家駿安息主懷的大禮彌撒。其間感概良多，回想學生時代，少不更事，對
林主教的認識，祇限於課室間，最喜歡聽他高歌一曲而矣，及後成為留港聖中校友會委員，始
有機會與這位慈愛牧者加深接觸，和他相處生活的瑣事中，更學習到如何生活福音，關愛身邊
的近人。
林主教的水晶飛機：林主教退休後，每次到港，約他飲茶的校友絡繹不絕。有一次茶聚之
前，大家在會所欣賞 VCD“衪的足跡＂第八集，內容講述澳門回歸前，林主教在人口稠密的北
區建立了新聖堂──聖若瑟勞工主保堂，建築設計新穎，裏面掛上十四幅救世奧蹟的古典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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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林主教說，它像一架隱形的最現代化飛機，面對跑道，絕對不單祇是飛向中國，也向整個
遠東沿海地區傳揚福音，匯聚天國。
林主教的好朋友：某天，一班校友會委員偕同主教到澳門皇都酒店下午茶，大駕光臨，駐
場菲藉歌手，立即演奏林家駿主教喜愛的懷舊金曲“當我們年青時 –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大家都陶醉在青春歲月的回憶中。近年，林主教腳步行動不便，有一次，我
們同到澳門“今時今日＂午餐，飯後，那餐廳老闆，幾乎是揹起主教助他回家的。除了達官貴
人，他們都是林主教的好朋友。
林主教的好學生：聖中校友會委員，永遠是林主教的好學生，他見識廣博，確是通識教育
的專材，每次交談都得益不少，他還常以“男孩子＂、“女孩子＂稱呼我們呢！最難忘的是林
主教親手泡製的葡國紅荳猪手、紅酒芝士、士多啤梨加橙酒。大家歡聚一堂，溫馨至極！
林主教活滿了人生的八十壽歲，他一生於教會、教育、社區都立下了美好的典範，為後輩
之楷模。他息勞歸主，在人間的分離叫人難過，但在永恆的國度裏，他已盡忠跑完人生路，安
穩在天主懷中。
林主教，安息吧！聖中校友仝人永遠懷念您！他日主前重逢再相見！
(旭社 黃宛平)
＊ We, alumni in NA,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collective condolences to Bishop Lam’s
memorial ceremony.
Bishop Lam lives continuously in our fond memories while he is resting eternally and
peacefully in heaven under the care and love of God. His posthumous love, profound
contributions, selfless dedication and devotedly loyal and dutiful services to the society.
Macao’s Catholic Parish, our school and all, will always remind us of him, the most
respectful, greatest and benign priest. We are very proud of him, being his students.
Words can’t express how much we love, respect and thank him. Tears can’t wash away
our heartfelt sadness and pain……,one more star is now in the sky, let’s take star
gazing whenever he appears in our minds.
Clement Wong Wai Yung (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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