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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 為慶祝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日前蒙教廷擢陞為樞機，澳門教區黎鴻昇主教已定於本年五月六日
（星期日）舉辦祈福感恩祭，並邀請湯漢樞機主教親臨主持，留港校友會將由五位委員組成代
表小組出席上述慶祝活動。
♁

澳門聖若瑟教區中學本年度之畢業典禮將於六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在澳門教區禮堂舉行。歡
迎各校友出席。

♁

今年三月十九日校慶紀念日，亦是母校開辦師範課程六十週年紀念日，乃難得之盛事也。澳門
聖若瑟同學會提前於三月十七日在聯邦酒樓舉辦慶祝晚宴，筵開三十多席，留港校友會有十餘
人赴澳參加。留港校友會前委員陳愛晶同學為第一屆幼師畢業生，被邀請上台擔任演講嘉賓，
難得愛晶同學記憶力特強，把六十年前師範班之見聞，透過細膩活潑而生猛的演述，讓在場人
士聽得悠然神往。六十年的歲月，說來輕巧，回顧各屆畢業同學，六十年後仍有相聚者，究竟
還有多少？唔講唔知，第一屆師範生尚可資聯繫的祇得三位，一位移民海外，一位長住國內，
陳愛晶是該屆獨一無二的留港同學。惟其如此，她當晚真人露相，更屬難能可貴也。

♁

澳門聖若瑟校友會剛剛改選完畢，舊會長劉永年改任名譽會長，新會長黃偉強和新班子由澳門
教育廳長主持監誓就職。留港校友會全體委員謹此祝賀澳門聖若瑟校友會會務蒸蒸日上，委員
們身心康泰。
寶貴資料

聖中班社命名探源
2011 年 12 月 3 日聖中留港校友會 29 周年大會聯歡晚宴假香港紀利華木球會舉行，是夕「羣
賢畢至，少長咸集」，極一時之盛。筆者有幸獲邀出席，並與潘漢賢榮譽會長比隣而坐，談及母校
班社命名起源，祗以當時會場熱鬧，人聲鼎沸，難盡所言。因撰斯文，稿投《會訊》，聊作交代而
已。
一、社名由來
1946 年何心源神父接掌校政，積極推動學生自治，規劃了
圖一
十二年為一循環的班社名稱，由小一至高三依次是恆、正、明、
（圖一）
（圖二）
翀、毅、羣、堅、赨、旭、勵、誠、上，周而復始，永無終結。
當年上社是高二，正社是小一，而恆社則是預留給 1947 年度入學的小學一年級
的。其後曾加插五年制中學兩年及男女校合併等種種原因，一度造成社名混亂。1974
（圖二）
年度羅玉成校長，著令中小學各年級班社名稱悉依 1946 年的規定循環輪替，經歷三十七年至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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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當年謝亦圃老師發明了「聖中班社社名推算輪」，它是用硬紙板分別造成大小兩輪，大輪標示
著十二個社名（圖一）
，小輪標示著高、初、小各年級（圖二）
，大小輪同一軸心，大輪在下，小輪
置大輪之上可繞軸心自由轉動（圖三）
。使用時，手執「社名推算輪」
，姆指撥動小輪作順時針或逆
時針旋轉，把小輪的年級對正大輪的社名，便可找到該年份其餘各年級社名無訛了。（圖一至圖三
是由謝老師製作原件掃描而來）。
二、社名詮釋
恆 《說文》
：「恆，常也，常即久也。」
正 《說文》
：「正也」。矜莊、純正之意。
明
照也。《左傳》：「照四方曰明」。
翀 《廣韻》
：「直上飛也」。翀通作「沖」。
毅
果决也。
《論語‧泰伯》：「士不可以不弘毅，任重而道遠。」
圖三
羣
和以處眾曰羣。
《論語‧衛靈公》
「矜而不爭，羣而不黨」。
堅 《說文》
：「剛也」。《論語‧陽貨》
：「不曰堅乎，磨而不磷」。
赨 《說文》
：赤色也。《管子》：「其種，大苗細苗，赨莖、黑秀、箭長。」赨，喻壯茁生長。
旭 《說文》
：「日旦出貌」。喻旭日初升，朝氣蓬勃。
勵
勸勉也。
《書．高陶謨》「庶明勵翼」。
誠
真實也。
《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上 《說文》
：「高也」。《宋史》「屢占上游」。
三、社名週期
聖中班社年度週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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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既詒 2011 年 12 月 21 日
會友隨筆
將相本無種
一向存有一概念，認為任何人經過軍訓，不只膽色智慧提升，服從性紀律性增高，服從性甚重
要，外諺有云：
「在有能領導前務須服從」
，分辯是非的能力也隨之增長，可惜生長在殖民地的澳港，
全無機會接受軍訓，只要稍觀大部分港澳學生，重讀書而少運動，初中後體形已見弱瘦，再配上眼
鏡一雙，父母嚴加保護看管，如此溫室長大的孩子能夠抵受多少風雨，壓力來時應付能力又往何處
找？香港這個人吃人的社會，弱肉強食，唯利是是，多少人被壓得抖不過氣來!香江不易居！
再三拜讀萬益會長 73 期雙月刊中的大作，覺得他是個非常幸運者，也是他聰明的抉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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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六十年初投入輔警工作，至一九九六止，經過卅多年刻苦磨練，從不間斷嚴格的洗禮，練就一
身本領（在體能上及在意志上）
，人生定必精彩無疑，話得說回來，若不是本身附有極強的適應力，
機靈的智慧，在這嚴謹的，要求極高的紀律步隊中工作，十九會被淘汰。
刊中提及警校出糧的情況，七零年後期，匯豐已在警校設有分行，于八一年至八二年末，我被
派往該行工作，分行只開星期三、六及出糧日子，壓力比外邊分行輕鬆得多，給我極佳機會和該校
高層打交道，該校設有幫辦級桌球室，供職員餘時休息遣閑，也曾參加他們舉辦的桌球比賽，也是
我工作之一。八二年末我調離該處分行，萬益八四年才調進該校，可算是一面緣慳。
萬益也是運動好手，十餘年前（如沒記錯）我在南韓首都，漢城，今首爾購物區與他相遇，他
當時是赴韓作哥爾夫球比賽的。他對賽馬投注亦別具心得，於八一、二年間，常與好友方啟祥警司
共赴馬場，當時我除在警校匯豐當值外，每逢港島賽馬日，也須赴馬埸匯豐分行當值，靜靜地告訴
你，每場賽馬開賽前，我必會往貴賓區看賽馬結果，但從不投注，歡喜看群馬扺達終點的一刻而矣。
很多次與萬益相遇，見他們時有斬獲，可見萬益腦根的周密。老實說；不跟他們落注，頗有走雞之
感。
（人是有貪念嘅）一笑，敢信萬益買馬是怡情，眼光測試。
最為心折者乃萬益的一顆愛國心，身於浮市，心繫祖國。國家山明水秀，孕育着無數精英，加
上優異的文化，掘起是擋不住的。還記八七年電視，新聞台播出國家的工廠空空蕩蕩，地上三兩殘
枝敗鐵，看之使人心酸。不到卅年的今天，國家各地建設，令人耳目一新，世人側目，鄧小平說得
好，黑貓白貓，會捉鼠的便是好貓。甚麼民主，共產，名堂而矣，能使國富民安，便是好主義。要
養活十餘億人，究竟不是容易。國家教育事業仍是如斯落後，要像歐美這般民主，看還須一段長時
間。
九七前我曾預言，今後香港的特首有難，如今証實此話無虛，試看董建華，曾蔭權，他們費盡
心思，夙興夜寐，結果吃力不討好，無他，港人民主意識仍不高，言論過於自由，凡政府的必反，
不少建設，寸步難行。
正如萬益所言，祖國歷史悠悠數千年，不爭朝夕，時機未熟，要急也急不來，我國地大物博，
只要放多些自由空間，人材便會如春筍茁長，強盛指日可待。
鄒而欽（1955 年 鵬社）
奇妙恩典
港聞一則 2011 年 12 月 8 日
慈雲山發生乘客「碌落」巴士樓梯死罕見意外。一名七旬老翁昨午趁巴士停燈位時，擬由上層
步落下層準備落車，豈料巴士突然開動，他頓時失去平衡，從上層滾跌至下層，當場跌破頭顱重創
昏迷，急送醫院搶救，惜傷重不治。
上述意外於三月十三日同樣發生在我身上。司機第一時間停車，報警叫白車，即時被送往伊利
莎伯醫院的急症室。全程迷迷茫茫，像走進時光隧道，眼前只覺光芒四射，腦海空白一片。不知過
了多少時間，睜眼看見親人憂心忡忡圍在床邊。在醫院住了兩天，做了最基本的檢驗，於是再次被
送上救護車，由公院直接轉介到私院去。幸好那時沒發覺有甚麼特別不適，唯一感覺右腳完全無力
動彈不得，頭上多了一幢“豪宅＂。隨後又要接受檢驗，很快就得知結果，那位骨科專家說真是不
幸中之大幸，骨架完全沒有變形也沒有骨折，只是右邊盆骨有少許裂痕，但是以我的年齡亦確認有
嚴重骨質疏鬆，產生這意外，而是這結果真的算是奇蹟。我當時眼眶一熱，即時反應真的是上主的
恩賜，留回這本是不堪一擊的軀殼，好能仍可光榮上主！侍奉上主！但在醫生面前總要把情緒控
制，不方便在陌生人前失禮。醫生繼續說這階段，康復只能靠自己，起碼要六個星期待骨骼慢慢癒
合。他會給一些補充骨質藥物，並安排物理治療師每天給我治理，但保證一定可以完全康復，請我
放心。
醫生走了，眼淚便像缺了堤的淚水洶湧而來，並不是因軀體的痛楚，也不是因無法醫治，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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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奇妙的恩典會施予我這一位卑微平凡的婢女。死亡曾擦身而過，上主的恩寵讓我的家庭保持完
整，讓我的家人沒有失去至親。想起事發初時，家人憂傷的眼神，特別是老伴，遑恐、不知所措、
失魂落魄，自己又愛莫能助，深感悔疚和痛心。發生了這奪命的意外，只要姿勢正確，我能坐、能
睡、能吃，思想神志，五臟運作均正常，只是不能站立，並得知假以時日，定可完全康復，我除了
感恩，我還能抱怨嗎？病榻中思潮起伏，感慨良多。生命能活在主內，必多喜樂，可惜人性是軟弱
的，上主賜予的智慧、才能、機遇，很容易使人自我膨脹、自大，狂妄，忘記了人只是俗世中一粒
塵土。
我要感謝主的事真的罄竹難書。我們這一輩，四、五十後的，雖生逢亂世，但因生長於香港、
澳門，政治和地域特殊，逃過了祖國最災難的洗禮，大天災也和我們拉不上關係，不是地震區，很
多大風暴都過門不入。說到我今次的意外，當然最重要是上主的保守和護蔭及第一時間得到適當的
治理，所謂黃金三小時，收費卻是出乎意外的微薄。我在公院住了兩日，因轉院原故，未及繳費，
便依從病人要求照辦，事後寄來帳單，只收取三百元，試問這收費，我搜索枯腸，仍找不到一個適
當的形容詞可用上，難怪不同地域和國內同胞，千方百計，甘冒生命危險闖關訴訟，就是要領取一
張香港身份證。從另一角度想，我們這些老香港人，曾為這片福地做過甚麼？奉獻過甚麼？有珍惜、
愛護她嗎？近年社會爭拗不絕，很多以前意想不到的事，也像肥皂劇般，發生在一些俱是絕頂聰明，
出類拔萃和位高權重的精英，他們的反面教材示範為年青一代作了一個怎樣的榜樣，真憐惜那些沒
有正常家庭培訓和支援的年青人，他們真的感覺生活迫人，茫無目標。我們這片福地暫時仍然沒有
大天災，但只恐人禍，舖天蓋地一件接一件，真的令人慨嘆。
說到自己平凡的一生，只安份做好自己的本份，自幼勤奮讀書，畢業後勤奮工作，結婚後勉力
做好為人妻、為人母的職責，大不了就是納稅或間中捐獻。這些都是做人最基本責任，何足掛齒。
唔！還有做一些自己有興趣的義工，最能堅持的，就是在同學會默默隨着歷屆會長師兄工作，還獲
得現屆會長親自設計了一個精美的“荷蘭水蓋＂頒贈給我和素香，獎勵我們一心一意由創會至迄
今，數拾年仍留守同學會，算是最資深的委員。當然感謝會長李萬益一番美意。但數拾年來，同學
會為我們帶出正面的能量，共融、連繫、互相支持、鼓勵、包容，那份真摯、無私，只為光榮母校，
支持母校，感謝母校。那份快超越了半世紀仍然熾熱的赤子情懷，我能有幸參與其中，衷心地說真
的，得的比失的多，想我們一眾資深委員也有同感吧！何況我連“荷蘭水蓋＂也得了，還夫復何
求！？
激發今次提筆塗鴉，最感動的是主恩浩蕩，衪陪我走過了死亡的幽谷無以為報，願與我最珍惜
的一群兒時友伴，分享這驚心動魄的痛苦經歷，也請我摯愛的友人珍惜和關愛眼前人，停一停，想
一想，生命真的很脆弱，如果沒有了健康，甚麼也是枉費的。借用一位學佛朋友探望我時說的心底
話，“你已逃過一劫，待後日子是賺回來，應好好珍惜和善用＂，就讓我們計計數，活到我們這輩
子的，去日已逝，來日無多，能夠掌握在自己手裏的日子有多少……少看一次醫生，少吃一些糖粒(葯
丸)已應感恩！不說了，太說教，謝謝關注！每次週年大會，我站在台上，最鼓勵你們“爆內幕＂
哈！全部自己人又是說實話，大家也不會介意吧，只是滿足好奇心。為了感謝你們分享我這經歷，
今次要“爆＂的是關恆昌，不好意思！幸好他不在我面前，下次開會見面時，最多請食飯。今次入
院，使兄弟姊妹們擔心費心衷心感激，與林慧儀談及開會日期，怕再有同學來探我，便順告知她，
我己出院，原來我們同學會的“鐵漢＂也說“如果順路到那邊也想順便探望我＂我真的受寵若驚，
也非常感動，幸好及時告訴他已出院了。副會長再來電，她說：“關恆昌說黃潔鋆好彩，不然在醫
院看到她不修邊幅、黃面婆一名＂關恆昌就是一個這樣的人，心地一流，但口舌絕不容你，閒談及
開會時，他是惹火人物，為一議題常常火星撞地球，也由於他的火花四濺，得理不饒人，而令理愈
辯愈明，常有意外收獲。而事後，他真的可以做到，拍膊頭，飲啤酒，完全無事，究竟是好同學，
好兄弟，爭拗是針對事，而非對人，絕對是君子之爭。他是同學會的大打雜這個名詞不雅，收回！
是大總管，大內高手，舉凡厠所淤塞，光管壞了，抽氣扇不動……只要陳素香大叫“關恆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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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甚麼也包攪掂。他絕對是一位有膊頭和有腰骨的男士，2017 年普選特首，我們一同去投他一票。
現在病榻中，良心發現，我這個秘書真的是浪得虛名，其實不少人也幫上一把，反正不是我叫
他們，是他們自動請纓，我也樂得“側側膊，唔多覺＂！就如每期寄給你們的會訊，最初期是我和
幾位有時間的委員在會所處理好後，便送到郵政局，工作完畢，便回會所“手談＂製造機會給雀林
高手大殺三方。很多時，我們的“關大哥(恆昌)＂來探班，可能見到我們這班婦孺之輩，拿着那數
百封信跌跌撞撞，也或許想給我們更多耍樂時間，他就二話不說，我來也！難得關大總管就是一條
龍服務，摺信、貼地址、貼郵票、付寄，全部一力承擔，這位“鐵漢＂原來也有“柔情＂。以後我
們返回會所不用工作，就是“手談＂。過了一段長時間，大總管的公務真的很繁忙，常要出外公幹，
不能再施以援手，這繁瑣的工作，又再次由我們數位委員擔起。那次更好笑，工作完畢後，便拿着
信件，往最近的郵局寄出，怎料每到一間，他們也告知我們一是搬了，一是結束了，在銅鑼灣轉來
轉去，最後來到紅寶石酒樓附近才找到郵局，不記起是甚麼原因郵局不能為我們作大批郵件處理，
要我們在郵局裏逐封信貼郵票，幸好我們在甚麼逆境裏也齊心、實幹，把“聖中精神＂發揮得淋漓
盡致，最後狼狼狽狽又攪掂，事後我們還順道到酒樓大快朵頤，同學會就是有那麼多可愛的人和事，
我們一班委員絕沒有把工作細分得很明確，只要有事或活動，一個電話，有空閒的委員，一定會施
以援手，事後也絕不難為自己，目的只希望群策群力，完成工作，為同學會發光發熱，我們也發光
發熱（吃喝玩樂）。我們這把年紀，能有一群無名利權勢之爭，可無所不談，相識相知數拾年的朋
友，很多人真的對我們羨慕不已！最後，紙短了，真的要收筆，但這個一定要寫，請再忍耐。當我
們最困擾的時候，總有高人出現，就是我們的副會長林慧儀。她是“神奇女俠＂，甚麼也難不到她。
她又好打不平，拯救弱者，聽到我們這班雜排軍的窩囊事，她又手到拿來，從此又“天下太平＂，
繼續牌照打，歌照唱，副會長的私隱留待有機會才“爆＂。幸好入同學會時沒有宣誓要堅守保密制，
不然大件事了。衷心感謝各位同學，在病榻中會為你們祈禱，順祝身體健康！
幼師 黃潔鋆
2012 年四旬期
扯談警察(第二篇)
警察之友鄒而欽
我們這個槍械班共有學員約三十人，除了我和老麥來自輔警隊伍外，尚有來自機場特警組，飛虎隊，
衝鋒隊，偵緝處的兇殺組，反黑組，有組織罪案組等等。其中洋人有六七位，其餘是本地華人了。
至於我所說的洋人，是不包括印度和巴基斯坦籍的警官。洋人大部份來自英國、間中有愛爾蘭、澳
紐、加拿大、非洲英屬地、甚至德國、基本上都被當作是英國人，正如我們在澳門就讀時，所有來
自廣東以外的同學，我們都統稱之為上海佬一樣。至於洋妞警官，則較為簡單，她們都是來自英國
或英國屬地。雖然警隊早已推行男女同工同酬，但在八十年代初期女警仍未施行配槍，故此我們班
上沒有女性，變相是清一色的男子漢班。
總教頭是駐港英軍的一位陸軍上尉，協助他的是一位少尉，其餘六七位陸軍上士擔任助教，他們都
是洋人。在九七回歸前，駐港英軍在本港的事務上有名有實，與今天駐港解放軍深居簡出的活動範
疇截然不同。英軍司令中將曾經是港府最高權力機構行政局的當然成員，軍部與港府各部門亙相合
作，肩負海陸空邊防，配合警方打擊海盜、走私、堵截境外偷渡客和船民等等。當香港發生正式騷
亂時，軍部與警方便立即啟動軍警聯合指揮中心，由一位中校和一位高級警司在中心作每天 24 小
時不停共同當值，確保軍警行動溝通無誤。我認識這個中心算得上是工作巧合，其時我加入警隊尚
不足三年，輔警不同正職警察，兩年多的經驗其實所識甚少，祇是一名新兵小卒。可是在 1966 年
夏天，向來平靜的香港社會竟突然因為天星渡輪加價而演變成騷亂。港府根據動員法例，在接近下
班時分透過香港電台發出緊急召集，要求輔警們即時報到，我隸屬旺角警署，而軍警指揮中心則設
在九龍總部二樓，是我們警署的隔壁。當收到召集時，有一位與我居處很近的隊友老徐，駕電單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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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我一起報到，由於時間急逼，我們攜了裝備袋便匆忙開車上路。但當我們還在路上的時候，騷亂
情況變本加厲，穿戴鋼盔持著武器的警察已紛紛列隊排陣，向人群不斷施放摧淚子彈，霎時間，硝
煙濃霧充斥著旺角區的大街小巷。但暴徒們並不退讓，在很短時間之內，結集了成千上萬的人群，
怒吼之聲振耳欲聾，商店被惡意縱火，霓紅燈紛紛熄滅，彌敦道上的先施百貨和邵氏大廈門前的大
玻璃應聲塌下。這時人群四處流躥，車輛也不按交通燈號而胡亂行走，很多無辜的司機最終成為被
襲擊的對象，人和車輛此刻已無安全性可言。老徐和我心懷慌懼，祇好跟隨別人棄車徒步混在人群
之中，為了不讓那些盲流起疑，我們盡量掩蓋著袋裡的裝備，警察身份一旦暴露，後果就不堪設想
了。幸好警署已在不遠，可是，警方從遠處射來的催淚彈卻愈來愈烈，濃烈的化學氣味，中人欲嘔。
我們本來奉召去抵禦暴徒，可是出師未遂，已變成被圍剿的壞分子了。幾經辛苦，終於返抵旺角警
署。這時暴亂情況漫延至深水埗，油尖區和其他區域，港府已準備宣布宵禁。我們隨即向所屬警官
報到。這時氣氛非常緊張，警署緊關了各處大閘，除了重點站崗和哨樓監察之外，軍裝人員已全部
組隊外出，便衣警察則潛伏在人群之間伺機而動。除了文職人員和我們這些小卒，旺角警署幾已成
為一座空樓了。同學李錦培在英資船運服務多年，他一口流利英語非常實用，立即被編在警司房掌
聽電話。我則跟隨其他隊友戴上鋼盔，持著老虎獵槍列陣門外。率領我們的上級是一位山東大漢，
體重估算有三百磅，發號令時聲若洪鐘，加上他警服上耀眼的紅圍帶，顯得特別威武，平日訓練我
們時，總討厭他要求過分認真，可是，今夜面對這些張牙舞抓的暴徒，有這隻大笨象主持鎮壓，也
不覺其煩了。
入夜後，港府終於宣布了戒嚴，英軍奉命出動，我們如釋重負徹回警署，我稍作休息，但上級通知
另有工作，原來這次騷亂引來境外媒體極大興趣，一班約十餘人的外籍男女記者正聚合在警署之
內，等候新聞處人員帶往實地採訪。這時警署既無車也缺人，因為警車都組編了防暴隊，可用的人
員仍須留守現場。警署與市政局主管經過一輪磋商後，找來了一輛運載雜物的大貨車，暫作載客之
用。我沒有警車駕駛執照，洋上級也臨時發給我一張公函，授權我駕駛重型警車。港英講究制度，
雖然在這混亂時刻和用人之際，他們也不厭其煩顧全十足，從此我便成了一名合資格的警車司機，
可以駕駛各類型警車了。當然事無全美，因為這輛車並不是警車，是市政局雜物車，那些記者也不
是雜物，是乘客，車輛也沒有乘客的第三者保險。我們幾方面都是以知之為不知的態度去幹了，這
就是士急馬行田，亂世心態。
我開著車輛，向劫後的市面慢慢前進，新聞處隨員向他們詳作介紹，滿足他們的拍攝和報導，這時
街道較為平靜，雖偶聞警察嚒喝之聲，與幾個鐘頭之前的暴亂情況相比，真有雲泥之別。為了安全，
我沒有將車程去得太遠，新聞處職員也很明白形勢，隨後宣布採訪完畢駛返警署。這時午夜雖過，
警署反而變得非常熱鬧，因為外邊的人員開始徹返進行更換補給。被拘捕的疑犯也正排列等待落案
和審訊，由於審訊室地方所限，這些犯人祇好擠作一團，讓空氣充斥著無比的噁臭。我稍作竭息，
掏出了隨身必備的記事冊，把上半夜的工作一一填寫進去。有關訓諭、事故和對話等，我們都須要
在冊子上記錄，以便日後翻查或作為法律考證之用。我剛靜下來，可是上級的指示又到，我要和另
一位隊友立即向軍警聯合指揮中心報到。原本鐵門深鎖平日顯得非常神秘的中心，這時燈火通明，
偌大的辦公室座無虛席，軍警大員都在埋頭忙個不了，壁上的電子地圖，標示著各個地區的暴亂現
況和軍警調度。無線電對講機和發報機震天價響，通訊人員雖然都提高了嗓門，可是成效成疑，和
遠方的隊伍總是溝通困難。我未受過通訊訓練，那個餘下的晚上，成了他們的跑腿，打點茶水和在
各部門間不斷傳遞紙抄訊息。
後記：騷亂平靜後，老徐的電單車被發現已遭暴徒縱火燒掉。後來跟據暴動法例向港府索償，最終
獲得全數賠償。我前文說過，輔警生涯讓我的餘暇充滿動感。老徐視這種動感為刺激，他卻
受不了這些過份刺激，在辭職限制解凍之後決定辭去輔警，專心發展他的事業從而避過翌年
五月，時間更長，形勢更險的左派工會大暴動。天星騷亂後，電訊組積極培訓人才，我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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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被派去接受訓練，學懂了電訊操作和一點軍用數碼。次年，我與李錦培脫離小卒行列，
被昇為警目，仍駐守原地。
明白了港英政府軍警的良好關系，我們在警校上課，借助軍部教官便不足為奇了。事實上，由軍部
主持這個課程也有其恰當之處，因為警校的槍房和軍部的槍械庫無論在槍支種類和彈藥都實在難以
匹配。我們的上尉教官也非常負責，他不厭其煩，用軍車運來無數不同種類的槍械給我們認識和試
射，長槍短槍，半自動步槍，手提衝鋒槍，我們最入迷的還是那些占士邦間諜故事的短桿槍，那時
手機電話槍尚未面世，但那些掌心雷微型槍、打火機槍，雪茄槍等等，已讓那些槍痴同事，愛不惜
手。他們孜孜不倦地向我們講解，那種敬業樂業精神，很值得我們尊重。話雖如此，他倆在課室主
講槍械原理、結構、性能、如何把握射擊等等，這些老生常談聽多了，在午飯後便很容易不覺入寐，
那時教官便適時教授我們拆裝槍械，一般員警祇懂使用槍械，但絕不會將槍支拆散。這個玩意又將
我們的學習精神重新聚集起來。我們從沒試過將一支美制步槍徒手拆裝，初時個個笨手笨腳，後來
經過不斷反複練習，都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工作。假如待以時日，就算蒙上了眼睛或在黑暗的環境
裡拆裝也不算是甚麼難事了。 (待 續)
(1959 年 恆社 李萬益)

編者按：
1) 第 73 期會訊，「春節團拜」之投稿作者實為旭社黃宛平同學，排版遺漏，在此對黃同學致歉。
2) 再三致謝我們的「百科全書」和「活動字典」陳既詒老師特意撰文闡述「聖中班社命名」
，理應
於前期會訊刊登，延誤至今，實為編者懈怠之誤，老師及校友們請多多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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