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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

會長李萬益及執委會熱烈歡迎下述同學加入本會為永久會員，資料如下:
翀社

祝佩儀

翀社

李婉蓮

♁

留港校友會舊任秘書關信陵伉儷移民澳洲多年，九月中回港探望親友。作客於尖沙咀國際
廣場利寶閣酒家，出席同學有關恆昌、林東源、楊志毅夫婦、周華根、林慧儀及李萬益。
關信陵雖離港多年，但對香港情況並不陌生，有關母校及留港校友們之近況，垂詢頗殷，
聖中四海一家，又一例子。

♁

本屆週年大會及會員選舉之後，共誕生委員連候補人數在內共十七位。惟部分當選者礙於
個人理由未便履任。故謹依章取錄十六人，經過互相推選，得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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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華

會友隨筆
第二十八週年留港校友會聯歡晚會
第二十八週年大會及聯歡晚宴如期於十一月六日星期六假香港跑馬地黃泥涌道 3C 會中餐
廳舉行，參加人數連賓友在內共 146 人，筵開十三席。澳門教區主教黎鴻昇、香港教區主教湯
漢及校長羅玉成神父均以主賓身份蒞臨出席。自林家駿主教之後，黎鴻昇主教已自動成為本會
的當然贊助人，故此在籌劃大會時黎主教與羅校長及一眾澳門神長師友的空檔日期，便已在我
們計算之列。但是邀請湯漢主教則頗有難度了，我們知道湯漢主教十月末旬需要前往四十四年
前他奉獻首祭的奧地利布雷根茨（Bregenz）
，為開教一千四百年的地方教會主持傳教節慶典，
跟著又要到羅馬尼亞 Sabaoani 大教堂進行探訪，最後才往羅馬出席會議，然後十月三十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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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此外，香港是一個麻煩之都，近來很多事情都與教區扯上關系，作為首牧，時間之分配真
不容易也。我不敢存以奢望，可是，湯主教竟爽然接納了我們的邀請，而且難能可貴地與黎主
教和羅玉成校長於週年大會時一起見證了我們這次委員會選舉和新舊交替。黎主教的演辭說得
甚好；「聖中人的精神，往往體現於奉召喚時，對聖中的需要施予援手」。湯漢主教出身於澳門
聖若瑟修院，這次身體力行來支持我們，讓我們感受到聖中人的親切。湯漢主教對我們的訓諭
也同樣具有深意：
「大聖若瑟是我們母校的主保，他一生付出於哺育聖母，哺育主耶穌基督，是
一個講究耕耘，少於說話的聖人」
。放之於今天的社會，多數人祇識得個講字，這篇道理，實在
發人深省。尤其我等聖中學子，自應以此為訓，毋負大聖若瑟主保之意。
羅玉成校長在致辭中，帶給了我們很多興奮的訊息，教區七校已聯合一起舉辦運動會，而
明年也是母校八十大壽之年，第五校將參與共同慶祝。預計三月十八及十九日將是隆重慶祝的
高峰日子。舉凡聖中校友均希望你能參與該等盛事。猶其是對海外回歸校友，留港校友會將提
供有限量的渡宿設施，予以方便。此外，校長即席代表母校再次贈予校友會三萬大員，以贊助
校友會開支之用。教區及母校連年對我等恩賜之隆，卻之不恭，受之有愧，委員會除了辦好會
務之外真不知如何回報矣。
法律顧問李志華律師伉儷今年接受了我們的邀請，他擔任了這個義務職位很多年了，同學
們都祇聞其名難見其人，其實他是早期的恆社同學，與潘漢賢、鄭泳忠、楊漢興、布兆基和我
都很稔熟。現為羅文錦律師行的主要負責人。至於我們的老師陳既詒、陳既平，黃澤霖和馮瑞
宜都礙於舟車勞頓，缺席了今年的聯歡會。幸好還有薛萬雄老師伉儷和陳漢明老師、利開源老
師及黃香琴老師出現。歲月催人，我們這輩同學何嘗不也踏入古稀之年。但願他們長年身壯力
健，繼續支持校友會的活動。
委員會今屆改選，劉炎新神父被邀主持監選、一向投票冷漠的同學，今次卻顯得毫不馬虎，
細心挑揀人選，還靜心等候結果，現場票和回郵票數目之多，為近屆少見。無論當選與否，他
們這種認真的態度，都讓當選人為日後的會務工作倍添動力。
週年聯歡大會的遊藝節目我們答應過要有所改變，今屆抽獎次數少了，改為頒獎，我們將
獎品頒給會訊的投稿人和對推動活動有貢獻的人。騰出的時間，則讓同學們上台各紓己見，其
中女同學表現最踴躍，男同學也不甘後人。沒有批評便難以進步，對我而言，無論彈與讚，我
都一概視之為鼓勵或者是鞭策，因為他們眼中有我，祇有做得更好方不辱使命。
歌唱節目是整晚的高潮，得到羅玉成校長的首肯，我們找來了何嘉穎女同學，她雖然年紀
輕輕，但她的表演水準已絕非一般。她原是擔任上海博覽會澳門館的閉幕主唱。她一出場即先
聲奪人，然後在一片『安哥』聲之下，用英語為當晚演唱了三首名曲，讓我們見識了何謂天籟
之音。兩位主教和校長都展露著和祥的笑容，我相信所有在座的人士，此刻都與我分享到聖中
大家庭的溫暖，也讓我們領略到母校培養人才的全面性。這個晚會完全是聖中人的晚會，是靠
彼此支持而達致的晚會，作為同學會一分子，我心告慰了。
(1959 恆社 李萬益)
編者按:
今年的聚餐，捐贈及贊助的師長和同學芳名如下:
聖若瑟母校
HK$ 30,000.00
陳漢明老師
名貴音響禮物兩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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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賢
HK$ 2,000.00
關遠釗
HK$ 3,000.00
朱昌權
HK$ 2,000.00
陳仲海
HK$
500.00
龐素貞
HK$
500.00
何永淇
HK$
500.00
全體當屆委員
HK$ 10,400.00
合共
HK$ 48,900.00 + 禮物兩份
謹代表校友會對他們致謝。

南加華人三十年史話 --- 南加孔孟學會
七十年代末，華人同胞不斷湧進南加州，志趣相投的個人。漸次凝聚，為我眾多的社團如
雨後春筍般，漸次組成。南加州孔孟學會也於 1988 年 8 月 27 日成立，南加大教授鐵鴻業先生
為首任會長。
70 年代末，世界大潮流在變動，越南戰爭結束，大陸 10 年文革也剛結束不久。儒家傳統
文化，用易經的話來說，就是柔長剛消，至剝已經到了盡頭，陰極而陽反的時刻已經來臨。
剛成立不久的孔孟學會在 1990 年 6 月舉辦國際性的孔孟思想在中國文化前途的研討會，出
席者 322 位，論文 81 篇，列席者有來自中華民國、香港、新加坡、中國大陸、英國、澳洲及美
國。知名學者包括杜維明、勞幹、黎東方、李三寶、梁元生、朱文光、湯一介及辛宮傑等。
鴉片戰爭之後，1842 年訂下南京條約，其後接踵而來的不平等條約，至今讀來，仍令人血
液沸騰，屈辱難消。
1860 年，以曾國藩為首，由張之洞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自強運動，經甲午一
役，以失敗告終。其後百日維新的康梁變法也以光緒帝被禁，六君子被處死而告終。一個自喻
的天朝上國，卻如此不堪、短短的數十年就變為達爾文主義下物競天擇的犧牲者。
國家的恥辱就是士大夫的恥辱。讀書人以天下為己任。其後國父孫中山先生領導精英份子
的革命，拋頭顱、洒熱血、慷慨激昂、終有 1911 年辛亥革命的成功。
民國肇造，軍閥割據，國家沒有前景，人民生活困苦依舊，國際的列強，氣焰更加囂張。
知識份子內心的屈辱與焦慮難以消解，趁著第一次大戰後，列權的不公不義，展開了「五四」
運動的大潮。各種救國圖存的理論，百花齊放。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被認為一切腐敗
的淵源，非除之不可，今天再讀陳獨秀、魯迅、胡適之、巴金、吳稚暉等人當時的言論，仍令
人心頭沉重，震顫不已。
儒家傳統在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二個截然不同理念的夾殺之下，遍體鱗傷。1949 年的破
四舊及其後的 10 年文革，舖天蓋地的鬥爭，將儒家傳統撕裂得已是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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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以來，自黑格爾開始，絕大多數西方的思想家都認為現代西方的發展是人類未來的
方向，認定人類文明的焦點是在西歐。因此產生強烈的歐州中心主義。對其他文明都認為是人
類文明的初期，使之歷史化，消解之，然後由西方逐漸取代。
80 年代有工業東亞的提出。東亞經濟的崛起被認為與儒家文化有關，因為日本和亞洲四小
龍都深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儒家倫理重視孝道，威權、教育、誠信、克苦、勤勞、節儉和儲蓄。
近日在美國奧巴馬總統訪問中國時，時代周刊建議美國要學習中國五件事，多少肯定這種見解。
墨子刻先生(史丹福大學研究員)認為儒家有一種人格特質，內裡有極大張力，這種張力必
定在國家、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極大的作用。1984 年 10 月 24 日，全美祭孔大典在洛杉磯
華埠隆重舉行。參加社團眾多，擔任共同主席的有二百多位。逾千人參加祭祀典禮。執行主任
為顧衍時先生。中華民國有代表團來參加，由楊寶琳立法委員任團長，孔德成院長為總顧問。
參加典禮的人包括新舊的移民，青年和婦女，專業人士和留學生，他們大都抱着熱切感念
的心，向這一位中華民族和全人類最偉大的教師、道德家及哲學家追思和致敬。
祭孔大典後不久，由本會第三屆會長吳劍雄先生建議，陳立夫先生同意，並得到台灣內政
部、文建會、台北市政府一致的支持，要在美國洛杉磯籌建孔子銅像。其後得到加州州立洛杉
磯大學校長詹姆士﹒羅素博士之欣然同意，並在牟宗燦副校長之協助及洛杉磯廣大僑胞之支持
下，在 1987 年 2 月 23 日將一座高逾三公尺二，重達一噸半由台灣藝術家陳一帆先生雕塑的孔
子銅像豎立在州立大學的校園內。這真是一個令人感動的時刻，有其象徵意義，這代表中西方
文化的密切交流。在銅像下面的石碑刻著有教無類，學不厭，教不倦。代表著這位溫良謙恭儉
讓，偉大智者的仁愛精神。
華人來美，世代居留，落地生根。多姿多采的中國文化，多年來呈現在多族裔的美國人民
面前，多數人的表現是積極，勤奮向上，沉穩，中正與和諧。華人的下一代，表現也多能出類
拔萃，頭角崢嶸。
在南加州，有超過一百間的中文學校。除了中國文化的傳授外，也著重心靈陶冶的人格教
育。南加孔孟學會每年舉辦數次中國文化哲學的研討會，也每年主辦孔子誕辰的祭祀和文藝活
動。
西方文明，在過去的 150 年，曾為這個世界帶來了巨大的動力，使多少夢幻變為真實，也
提高了人權，民主和自由。但西方的後現代對這個世界也帶來巨大的危機和缺失。這是由於漫
無節制，過度工業技術的發展所致。此外，個人的利己主義泛濫到無以復加，家庭人情變得冷
淡，失去了溫暖，慰藉和鼓勵。失去了原有的動力和功能，至於法理，雖高舉公義，然過份強
調的個人權利，卻鼓勵了無盡的訴訟，使人動輒得咎。且法律繁複，訴訟費用驚人，極易流為
有心人的工具，也就削弱了正義的功能。
儒家二千多年來，對人的價值有深刻的反思。有利人利己的哲學，對個人品德的修養，家
庭的正面價值，人與人間的和諧都非常重視。由 1979-2009，過去的 30 年，儒家文化和其他的
中國文化在南加州已展現風華，期待未來的 30 年或百年，更能有卓越的展現。
(1960 上社 孔憲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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釵頭鳳其一、其二
其一：庚寅年春遊

(黎少峰)

麻甩叟，發燒友，中華大地山河秀，
朝至暮，春與秋，CAMERA 在握，無論寒暑，遊！遊！遊！
牙齒落，霜滿頭，世界難撈未識憂，
鬆郁矇，眼底收，MARILYN MONROE 夢裏紅顏，求！求！求！
其二：庚寅年秋遊
傻老頭，朝氣夠，攀山涉水周圍走，
摸黑起，成日企，勒緊肚皮，仲捱餐死，賤！賤！賤！
青絲落，今非昨，孭齊架生條氣索，
北風寒，夜闌珊，怕遭搶劫，吹哨裝腔，莫！莫！莫！
編者按:
黎少峰，忘記班社名，算該 1953 高中畢業，因隨家人回內地早就離校，憶同窗關福榮、黃忠
明均已故，有一位在三藩市的源焯材仍有聯系。
校友來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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