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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聖若瑟教區中學留港校友會三十週年聯歡晚宴如期於 2012 年 11 月 3 日(星期六)假信德中心澳門
賽馬會金潮閣舉行。筵開 26 席，出席人數達 319 人，出席人數之眾，是本會成立以來之最。主要
嘉賓有香港教區湯漢樞機主教，澳門教區黎鴻昇主教，校長羅玉成神父，副校長劉炎新神父，郭華
邦副校長，校董陳既詒、校董鄧華禮、五校鮑笑娟副校長、林蓮麗副校長、麥菊花主任、麥菊娜主
任、澳門校友會黃偉強會長及岑妙娟理事長、創會會長黃思濠及副會長梁寶根、永遠名譽會長潘漢
賢等等。其中黃思濠及梁寶根是卸任以來首次出席，非常難得。
每一年的聯歡大會，校歌領唱之職，向來都是林家駿主教的榮譽專責，近年由德高望重的薛萬雄老
師太太替代。今年，這個領唱工作，改由三位男女同學一起擔任，表示不分男女，團結一心。這三
位領唱同學，果然沒有讓我們失望，在「一片雅歌聲」中，大收繞樑之效。筵開之前，先後由會長
和各主要嘉賓致辭，湯漢樞機主教、黎鴻昇主教均就天主教大學展開話題，將來澳門有天主教大學，
香港也在教區主導之下，大學之成立行將實現，這些出籠好消息，希望有助中學生未來升大之路。
陳既詔校董則語多訓勉，以古喻今，讓人受益。並於席上致送本會金質紀念匾一個，匾中以小篆所
刻「校友之光」，乃出自陳校董親筆，如此名貴兼有紀念價值的禮物，讓我們受之有愧。今後，面
對同學會的工作定必加倍努力，無負陳校董和母校的厚愛。黃思濠未忘創會歷史;除前校長何心源
之外，參與成立同學會籌劃大事的尚有何志仁神父，羅玉成校長、陳既詒老師及其他很多很多同學。
在當年的港英社會，對聚集非常敏感，一旦引起警方懷疑就有可能惹上官非，籌備之艱辛，其他更
可想而知了。今天社會不同，開放兼透明，集會已無此顧慮，反之，我們希望每次出席的人數，愈
多則愈好。但對新會友而言，聽君一席話，勝讀十年書，能有機會了解這些創會辛酸總是很有意思
的。會友鄒子瑜也執咪上台，他文質彬彬，一派書生風度，他從六十年前說起，余生也晚，很多校
內往事，卻從不知曉，如今由他娓娓道來，讓不少後輩包括小弟在內不禁悠然神往。
出席嘉賓非常慷慨，既有禮物相贈，也不乏現金贊助，其中母校捐贈伍萬大圓和第五校捐贈三萬大
圓。讓我們感動非常，他們愛護我們之心，雖盡筆墨，難書於萬一。
本屆聯歡晚會，嘉賓盛況空前，其中黃澤霖老師伉儷、薛萬雄老師伉儷、陳漢明老師伉儷、陳既詒
校董、陳既平老師、利開源老師，年齡都遠超八十，他們遠道專程而來，確是我們最大的鼓勵，是
體現聖中一家，「己立立人」的最佳榜樣。在我們的心中，你們歷久彌新的教育價值，對我們非常
珍貴，感謝你！祝福你！明年再見。(恆社 1959 李萬益於香港 Nov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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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網址 www.alumnisj.com.hk 現已正式啟用，網站由李志華法律顧問及會長贊助，同學們可透過
網站查閱過往會訊、活動照片及本會最新動向，內容會不時更新，以便同學們更快取得母校最新資
訊。

訃告
老師黎勁雄已於 2012 年 9 月 14 日 15:55 時，壽終於澳門山頂醫院,享壽 97 歲。
黎老師兒孫滿堂，福壽雙全, 無憾矣!
悼黎勁雄老師
聖中北美洲校友痛悉黎勁雄老師日前仙逝。謹借留港校友會會訊表達深切惋惜，並向老師家人致上
慰問。恩師畢生任教母校，處事嚴明，教學認真，受惠學生，不計其數。近百高齡，仍行走自如，
身心康泰，足可稍慰！（聖中北美洲校友 18-Oct-2012 於美國）
悼黎勁雄老師
黎勁雄老師生前任教於聖若瑟中學歷四十餘年，在上世紀四十年代曾授教多個科目，他學貫中西，
有時也兼授英文，去年恆社同學組團回澳探視母校，有幸與黎老師在新麗華酒店茶聚，他年事雖高，
仍能依稀認得席上之人，他保持一貫的微笑，與我們交談時不忘套用一些時下英語，腦筋之靈活，
讓人羨慕。黎老師曾經是我們的童軍主任，我們一班初出茅廬的小伙子，在他領導下組列成隊，讓
我們初嘗紀律滋味，不要小看這個微型隊伍，林東源和何輝全外型最醒目，被派在校門口站崗，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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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比他們身體還要高的童軍棍時非常神氣，一絲不苟。我則學打童軍鼓，可惜實際上是揹鼓居多，
打鼓絕少，故此至今不懂打鼓。此外，人人也須要學點步操，「起步時，先出左腳， 左右左，向
前看…」。雖時隔花甲，黎老師叫操時的和藹面孔，向我們循循善誘，至今我一點也不會忘記。今
天，正是我們這個隊伍，向你作出最後敬禮，黎老師的音容宛在，左右左…步登極樂。

(會長李萬益 11-Oct-2012 於香港)
會友隨筆
賀會慶
北美洲校友欣悉十一月三日為聖中留港校友會成立卅週年誌慶並舉辦聯歡晚會，屆時眾多黌宮舊
友，華堂共聚，把酒言歡，觥籌交錯，人生樂事也，盛況當可預期。
卅多年來，經各任會長，委員熱心投入會務，由於努力不懈及無私奉獻，奠下了良好基石。
近年在萬益會長領導暨各幹事鼎力襄助下，復獲黎主教及羅校長大力扶持，會務更能蒸蒸日上，深
盼薪火得以相傳，讓校友會能持續發熱發光，成為母校及各地校友的溝通橋樑。
在此並謹祝湯漢樞機主教，黎鴻昇主教，羅玉成校長，各神長，老師，及同學，福體康泰，晚會成
功。（永遠名譽會長 黃維勇）
澳門聖若瑟中學留港校友會週年聚餐
今年是校友會成立三十週年，是次聚餐由留港校友會主辦，於二零一二年十一月三日假信德中心的
澳門賽馬會宴會廳金潮閣舉行，參與人數三百多人，除了留港校友，當中包括從海外回來的校友，
已離任的老師，多位由澳門羅校長帶領的嘉賓、現任老師和同學，還有，代表五校的鮑笑娟副校長、
林蓮麗副校長連同兩位主任，澳門校友會會長黃偉強和委員們加上青年部生力軍都來了，場面盛大。
聚餐開始前，眾校友聚首一堂，寒喧拍照，麻雀耍樂。約下午四時，會場放映由師兄林東源旁白的
百多張照片，螢幕上徐徐出現聖中的重要人物：何心源校長、林家駿主教、何志仁神父、黃思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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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等，還有三十年來同學在各地的大小團聚，澳門聖中近年舉行的活動盛況等和同學的生活片段。
來賓就坐後，校歌的旋律隨即響起，為「留港校友會三十週年聚餐」揭開序幕，首先由校友會會長
李萬益先生及澳門黎鴻昇主教致辭。接着的羅玉成校長致辭後，致送「校友之光」的牌匾，衷心感
激校長的支持和鼓勵。當晚的特別嘉賓是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他十分認同校友會的成立，更致
送精美的「聖家圖」給予校友會，校友會就是一個大家庭，我們應以聖家為模範，互敬互助、真誠
合作、愛主愛人，使之成為充滿喜樂的團體。校友會感謝湯樞機光臨指導。
晚宴開始，適逢三十週年，幾位校友到來分享經驗與心得。時間緊迫，我們一邊享受美酒佳餚，司
儀黃潔鋆己安排校友與嘉賓拍照留念，過程順暢，半小時內二十六席全部完畢。會長還邀請了多位
來自不同界別的傑出校友來個大合照。大家緬懷母校給予我們良好的教育，享受了快樂的校園生
活，踏出社會後，也能在各自崗位上，活出「己立立人」的聖中精神，傑出校友更是其中表表者。
聚餐最後一環是抽獎，由司儀鄭詠儀、蔣貞元兩位主持，氣氛依然熱鬧，直至九時三刻，各人起立，
以熱烈掌聲歡送黎主教和澳門嘉賓踏上歸途。繼續抽獎至第二次歡呼聲響起，大家帶着依依不捨的
心情，親切地和湯樞機握手道別，也為這次難忘的三十週年聚餐畫上完美句號。
三十載，好一段悠長歲月，三十年來默默耕耘，無怨無悔，該是怎樣的一種堅持與承擔？歷屆會長
和委員固然貢獻良多，現任李萬益會長更是勞苦功高，箇中苦樂辛酸，最難能可貴的當然是得到各
地校友的關懷和鼓勵，但願 2013 年的校友會聚餐再見各位！在此謹祝湯樞機及黎主教、各位師長
和同學身心康泰，生活愉快！（旭社 黃宛平）
艱難的歲月
左宗棠妙聯：「子將父做馬，父望子成龍。」現今父母重視兒女教育的程度，教人咋舌，若不是親
身體會，真不信會是這般情況，小孫女「琳琳」六個月大，便如其他嬰兒會自己坐起來，做公公的
我歡喜也來不及，不料這小東西，每天須獨坐房中半小時，小手拿着七彩繽紛的童話書，靜靜地聆
聽母親說故事。其他的如參加雙語班，圖畫班……等等補習班，為了孩兒雙線發展，游泳、溜冰、
田徑……等訓練班也不會缺。香港大部份孩子，都在這等模式中成長，更有甚者把兒女保護得如珠
如寶，千依百順，有求必應，做什麼事必先徵詢孩子的意見，這叫民主，我內心則暗暗憂慮，深恐
施肥過度，溺壞了茁壯的幼苗。
回想四五十年代，父母以郭子儀百子千孫為榜樣，多數育一大群兒女，以我家為例就有姊弟妹八個，
二次大戰結束後，一般人生活在貧窮線上，蕃薯煮飯，豉油猪油撈飯是家常便飯，我卻吃來津津有
味，少年不識愁滋味，放得入口的都是滋味無窮，父母忙於幹活，理會不到兒女功課問題，生性好
動的我，自幼便如野生小動物，生活無約束，來去自如，新口岸長堤是我的免費泳池，亦不知有泳
褲這回事，白天裸泳反是正常不過，南灣銅馬一帶草地，水塘對內的大片荒野幽林，是我常到的小
天地。
初中一時我從龍嵩街小學校舍調到南環校舍，校舍隔着一條長着編排有序大松樹的馬路，對面是一
片沙地，建有籃球場和足球場，不論炎夏寒冬，課餘時都在那裏打發，不知流下多少汗水，也吸入
了不少塵埃，不覺間，練就一身銅皮鐵骨，風雨難侵的體格，讀書的能力卻靜悄悄地捨我而去。
父母默默經營，生意亦曾喧赫一時，唯知識有限，策劃不善，最要命的是過於重義疏財，犯了生意
人大忌，生意一落千丈，在我高中期間，境況已是捉襟見肘，餐餐困難，父母從不哼半句，做兒女
的是深深感受到的，舍弟子瑜決定赴台攻讀，家境卻每況愈下，為了籌措經費，父母連最後的絕招
也出動，名堂叫：
「賣檔蔗」
，有時陪着母親左右，見她為了籌錢，於親友面前低首下氣，思之仍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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惡受。
四川貨輪是大部分港澳學生赴台的唯一運輸工具，九月中旬是赴台求學季節，每當貨輪出發航期，
碼頭佈滿父母、兒女、送行的親友，負笈升學原是喜事，碼頭卻充滿離情別縮，罩滿愁雲慘霧，氣
氛令人窒息。四川貨輪在此期間少載貨物，船倉滿載是港澳學生，睡的地方是船倉地板，所睡的位
置會隨波移動，若上天眷顧也可有數小時可睡，風浪大時，所睡位置自動東移西滾，亂成一團，不
可想像。台灣海峽風高浪急是世界馳名的，最難受的是大倉充滿油煙惡味，極度難受。
暑期到了，不少學生回家渡假，一解離情之苦，初次離家的滋味不用多說，看到他們倚着船欄雀躍
的表情便一清二楚，船終於停定了，他們仍依次步出佛山輪，離開十八號碼頭，同斑同學陳昌潤喜
欣欣又帶些困倦步出，一不留神整個西瓜掉在碼頭甲板上，頓時瓜碎四濺，陳君哭笑難分，我的心
情都絕不好受，試想想千山萬水，幾經困難，心裏盤算着與家人共享，萬料不到竟會如此，寧不使
人心碎，試想想當年物質是何等短缺。
聖中同學當時在台生活，全由舍弟閑談敍述，大學生生活，苦中有樂，精彩無限，我只能述其萬一，
只欲表達，只要有心立志，環境不論如何困難，無事不可成，事非經過不知難，不少赴台聖中同學，
現今事業有成，對社會貢獻良多，誠可喜也。（鵬社 鄒而欽）
扯談警察
靶場雜感
考驗合格之後，便開始了靶場主任兼教練的工作，全港的輔警約五千餘人，每年最少要複核射擊水
平兩次，輔警多有正職在身，有關方面遂分批編在星期天舉行。我主持的工作小組，除部份手下是
警察之外，也包括一些非警務員工，我們統稱之為幫手，他們負責更換紙靶，分派彈藥，清理場地
等非警務工作。每星期天清晨我們便用警車到槍械庫領取槍枝彈藥，開展一天的工作。警方的靶場
遍布香港、九龍和新界、其中黃竹坑警察學堂和新界馬草蘢的靶場使用較多，馬草蘢這個舊英軍靶
場我對它頗有情感，馬草蘢位於落馬洲，與中英邊境緩衝禁區僅一箭之遙，由於遠離繁衍，與熙來
攘往的市集大有不同。這裡的居民非常樸素，年青的多出外謀生，年長的留守店鋪。在夏天驕陽似
火，在靶場露天工作時熱不可耐，頭頂冒烟，這時，我們的冰凍飲料大都購自這些農村小店。由於
我們穿的靶場制服頗有不同，他們都誤以為我們是村巡隊成員，對我們非常友善，當值幾年，漸漸
成了他們的朋友。在遼闊的新界村落，有些地點交通罕至，警方組成的巡邏小隊，俗稱穿山甲，便
定期出動，除了維持地方治安，打擊偷渡，驅猪趕狗(野猪和流浪犬)，也順應為居民排難解紛，這
些村巡隊遂成為了這些村落最親民的警方隊伍。
近日香港政府公布新界東北部發展計劃，部份地區將會翻天覆地甚至有滅村之虞，古洞馬草蘢也在
該行動之列。對於滅村一事，我頗為保守，世界各地祇有為造福社會而築建鐵道、公路、機場、水
庫等大型工程，政府花錢收地，但絕不輕言滅村。因為傳統村落中蘊藏著豐富的風土人情，土著歷
史和特有文化，從鴉片戰爭割讓以來，香港由一個農耕之地蛻身為英國色彩的國際都會，這些古老
村落正是演變過程下的歷史留痕，也是先人留下的盛大遺產。無論出於中港融合或因覓地開發新市
鎮而滅村，更屬言不及義，因為，開發新界東北，並不意味此舉能惠及全民，相反，由於成本極高，
最後便祇好賣掉土地以彌不足，讓珍貴的村落再次成為發展商們囊中之物。此外，維持中港緩衝地
帶，乃中英談判所得之結果，如果過份積極發展東北，無異授人以柄，有意模糊邊界達成中港一體。
西鐵開行以來，原以為會因此而帶旺的鄉鎮，至今卻完全未符成效，正是很好的例子。全世界大商
埠，無一不缺土地，香港也不能例外，不過，我認為要珍惜古老村落，應推行改造不應因發展而消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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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不同美國，政府對槍枝彈藥看得很嚴，所用的彈藥既要實報實銷，退出的彈殼也要依數回收。
受訓人員，在離開靶場之前，都要宣誓他們身上再沒有剩餘子彈，有時出於安全理由，我也會要求
出作當面檢查，這一切嚴厲的手續，看似多餘，其實非常有效，杜絕了那些有意或無意的出詐念頭。
在九十年代初，香港槍案曾經猖獗一時，馬會投注站、金舖、銀行和麻雀學校等這些行業，都成為
驚弓之鳥。當時共有槍匪多夥，犯案手法殘酷，警方 0 記屬下的追捕小組，動用了大批資源，窮
多年之力，鍥而不捨。後來隨著葉繼歡、季炳常和張子強等大賊分別落網，槍案集團便一蹶不振了。
香港也有過槍械寬鬆政策的日子，1967 年，香港左派暴動，暴徒出動土製炸彈與港英政府對抗，
他們的游擊戰術非常厲害，炸得遍地開花，這種草木皆兵的戰術，讓我們前線人員首當其衝。警方
和拆彈專家對此皆疲於應付。猶有甚者，有些著名人物被左派標簽為敵對分子，商台節目主持人林
彬身遭橫禍之後，人人自危。警方鑑於人手不足，難以對受威脅人士施以人身保護，惟有非正式放
寬申領槍照，讓當事人領槍自保。同時，警方也決定讓所有輔警督察級及以上官階人員，不論是否
當值，一律須要二十四小時佩槍，這個臨時措施，無形中讓社會多了一枝便衣生力軍，及時為動盪
的治安起了穩定作用。這個臨時措施一直維持至社會秩序趨於正常。
今天，天下太平，臨時措施亦已廢止多年，除了極少數人士仍持有槍照外，流落在民間的槍枝彈藥
已絕無僅有。偶然發生一些槍案，其所用槍械大多來自境外，用完即走，幫派之間也很少屯積這些
犀利武器。香港槍案數字與世界各大城市比較顯然為少，與政府的認真對待不無關係。我們地少人
稠，承擔不起美國式的槍械政策。
居安思危，將來的社會治安將何去何從？鑑於當今政府，官員添煩添亂者多，務實能幹者少，所以，
我認定負面多於正面。1966 年暴動起於天星小輪加價，1967 年暴動源於新蒲崗的人造花廠，星星
之火，可以燎原。世界各大城市的騷亂，其實事前都有迹可尋。香港下次將會如何？希望不會是出
於政府言而無信或官員們以權謀私而闖出大禍。但無論如何，都應該不會再有 24 小時佩槍的日子，
一旦政府宣布動亂，便祇有駐港解放軍 24 小時出動的日子了。
(1959 年 恆社 李萬益於香港 Oct 2012)

溫馨提示
本屆聯歡會場內所陳設的學校書刊，均由委員同學們私人借出，以供各同學在會場內參閱，經點算
後，發現數量遺失不少，如有同學忘記交還者，請與黃宛平同學(Tel:9757-4246)聯絡，以便交還。
因聚餐當晚節目緊湊，校友未及購買餐劵而逕行入座者，請按每位 300 元正，自行將款項補存入「澳
門聖若瑟中學留港校友會」之永隆銀行賬戶：020-601-002-49561，不勝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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