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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鳴 謝 本會於去年十一月三日舉行成立三十週年聚餐慶祝，蒙 湯漢樞機主教親臨出席並捐助本
會三千大員，謹申謝忱。
湯漢樞機肄業於澳門聖若瑟修院。去年二月被教宗本篤十六世擢升為樞機，繼於十月，湯漢樞機出
席世界主教代表大會，獲教宗任命為該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如此殊榮，足證湯漢樞機才德之高，
讓人敬仰。湯樞機向視我們為聖中一家，本會實與有榮焉。
● 聖若瑟教區中學及聖若瑟大學青洲校區建築合同簽署儀式於 28-Nov-2012 星期三下午一時在
澳門聖若瑟大學演講廳舉行，主禮嘉賓為黎鴻昇主教。簽署人分別為新校園計劃副主席薛沛德教授
和新昌營造房屋及土木工程(澳門)有限公司代表李啟鴻先生和鄧文儀先生。其他出席嘉賓有澳門聖
若瑟教區中學校長羅玉成神父，聖若瑟大學校長 Father Peter Stilweell Rector，澳門教育局官員
等等，校友林慧儀及會長李萬益均同被邀請出席。主體工程以承造商新昌建築為首。據澳門專業顧
問金銘華先生所作正式介紹，新建築物將著眼於環保，既用太陽能，也有循環再造水，一旦啟用，
將帶給我們一番新氣象。
● 澳門聖若瑟教區中學教職員聯誼會舉辦之年度聖誕聚餐，在 07-Dec-2012 晚上七時假澳門皇
家金堡酒店二樓西餐廳舉行，委員周華根及關恆昌代表本會赴澳出席。
● 為配合本會成立 30 週年紀念活動，由法律顧問李志華律師和會長李萬益贊助的會網已於會慶
當日開始啟動，為本會的資訊提供進一步的服務。連日來收到各方反映對網頁的寶貴意見，確有助
網頁之改善。
訃

告
老師馮瑞宜不幸於 2012 年 11 月 17 日因久病關係在九龍醫院安然逝世，終年
97 歲。

馮老師於上世紀五十年代在聖若瑟中學男女校任教，主授英文課程。老師生前
長得非常漂亮，儀容出眾，是眾多女學生的模仿對象。她就讀英國，對英國文
學極有研究，上課教學不遺餘力，學生們深受她英文造詣的正面影響，從而提
高英語水平。畢業生離開學校之後，雖涉足以英語為主的香港就業市場，也毫
無遜色，反之，成功之例子，卻比比皆是。
老師對本會之活動非常支持，在健康尚可之時，除了與女生不時見面之外，每年之週年聯歡大會定
必人到禮物到，保持一派歐西風度。
逝者已矣，馮老師在我們心中永受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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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守仁 CHRIS Sau Yan Chan, 70, of Toronto died peacefully on Sunday,
December 30, 2012, at Hill House Hospice in Richmond Hill surrounded
by his family. Born in Macau, October 23, 1942, he was the son of the
late Zhi Kee and Soo Ngor Chan and a brother to 3 siblings. Chris
immigrated to Canada in 1968 to pursue his MBA and was married to
Eleanor Kwok Chun shortly after, in 1970. Chris left Ernst and Young
after achieving his Chartered Accountant designation in 1973 to found
his own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consulting firm Chan & Co. Through 40
years of business, clients and friends remember Chris for both his sound advice and also his
warm generosity. Chris counted many of his clients and colleagues among his closest friends
and he truly enjoyed their company in business as well as fly fishing and on the golf course.
Chris was known, particularly, to be a guiding figure for his family. He enjoyed having his
extended family with him in Toronto and was ever the beloved host at dinners and events. Chris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Eleanor; daughters, Constance Chan and husband Sebastien Sherman of
Toronto and Stephanie Chan and husband David Rostan of New York; sister Amy; grandchildren,
Evan Sherman-Chan, Charlotte Rostan and Avery Rostan; and very dear nieces and nephews.
會友隨筆
懷念馮瑞宜老師
十二月四日大清早，九龍醫院康復大樓的小禮堂內，擠滿了人，大家都來送別馮瑞宜老師，除
了馮老師的家人，聖中留港校友會副會長林慧儀連同多位校友，還有聖文德堂的教友們，安息禮儀
的主禮者是澳門聖若瑟中學校友吳智勳神父。
馮老師桃李滿門，我只是個平庸學生，其實馮老師是我的世伯母，轉為師生，再進為好朋友，
緣份不淺。我懷念馮老師的，不只是課堂內的教導，從她身上學習到的，可以分三方面。
（一）對天主，對信仰的忠心：五十年前，領洗以後，我是教友，自知不足，一直非常欽佩信德堅
定的人，馮老師每天參與彌撒，加入善會，熱心堂區活動，無論順境逆境，她都全心信靠天
主。
（二）對人的謙遜，和藹可親：馮老師英文造詣高深，但與人交談不會中英夾雜，對教友和同學是
完全的接納，融洽相處，從沒有以老師或知識長者的身份自居。吳神父在講道中也表揚馮老
師關心學生，少責罰，多鼓勵，是一位難得的良師。實際上，很多朋友都喜歡約她飲茶，因
她不會像有些老人家，這樣不吃，那樣不喜歡，席上只見她笑口常開，大小通吃。
（三）關愛家人，心繫聖中：馮老師近百歲高齡，時有撞聾，但陳惠蓮做個十字手勢，她即微笑看
錶，原來是她排行第十的弟弟，每天必來探望照顧，姐弟情深，幸福晚年。馮老師非常關心
聖中校友，每期會訊必細心閱讀，十月份收到校友會聚餐的邀請信，雖然未能赴約，仍數算
日子，再三囑咐要向會長道謝。
「讓他們勞苦之後安息罷，因為他們的功行常隨覲着他們。」
（默 14:13）
。馮老師，安息吧！
我們永遠懷念您！
（旭社 黃宛平）
鄧華禮眼中的何心源校長
本年二月十六日我和陳素娟代表了校友會到梵蒂崗出席湯漢主教晉升樞機的現場儀式。這個觀禮團
由香港出發，參加的人士都是教友，校長羅玉成與澳門教友共七人亦參與觀禮團，校董鄧華禮先生
便是我們其中一員。
鄧華禮先生何許人也？ 他葡名 Eduardo Francisco Tavares 是澳門出生的葡萄牙人，鄧華禮是他
的官方譯名，俗名華哥，是湯漢樞機在聖若瑟修院就讀時的同班同學，前校長何心源神父和林家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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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高足。我們稱許陳既詒老師是聖若瑟教區中學的活歷史，那麼，華哥便是聖若瑟修院的活字
典了。華哥修院畢業之後沒有當上了神職，卻考進了澳葡政府為官，我知道他一定是位好官，因為
修院出身的學生都經過千鎚百練，才德兼備，我們的林家駿主教、黎鴻昇主教和深受教廷重託的湯
漢樞機主教，他們的卓越成就，便可見吾言不虛矣。鄧華禮在政府工作數十年，官至區域政務首長。
退休後貢獻餘熱，接受了黎主教的委任，與羅玉成校長、陳既詒主任、劉炎新神父和郭華邦副校等
在校董會出任校董之職。他為人老實，與我們教友交流時非常親切，加上他一口流利的廣府話讓我
們梵蒂崗之行毫無隔閡，在談古論今時道出何心源校長生前一些少為人知的點滴。
在梵蒂崗，到處古跡，華哥觸景思人，他最忘不了是他的老師何心源校長。1967 年，澳門發生 123
暴亂事件，母校在飽受左派打擊之下，幾近遏課，何心源校長遂選擇了別澳赴港，離開風波不斷之
地。華哥卻雪中送炭，往港提供所需，為失意的校長添加了一絲溫暖。可是人生無常，有一次，華
哥在澳門病倒了，住進港島的聖保祿醫院，這回易角而處，經常到醫院慰問病人的反而是何心源校
長。何心源校長葡文了得，中文基礎勁佳，首部中葡字典便是他心血之作。很多醉心於中國文學的
葡國人，經過華哥的引薦，也在這段期間來港就教，校長來者不拒，繼續他的教育宏願。這些不寧
的日子和不凡的交往，為華哥和校長之間建立了恆久不滅，亦師亦友的關係。
1984 年夏天，中英正酣於香港前途談判，平靜多年的校長，這時卻非常擔心政權變色，他懷念舊
日時光，渴想年青留學歐洲時的同學和故友，心情又重蹈複雜和沉重起來，後來經過一番籌備，他
和謝德權神父及華哥共三個人，終於展開為期 21 天歐洲訪舊之旅。
他們先到華哥的家鄉，探望幾位與校長在澳共事多年的葡籍神父，這幾位神父後來被調往葡屬『地
捫』，即今之東蒂汶。故友重逢當然有說不完的故事，可是，這些好朋友都垂垂老矣，病痛纒身，
讓人惆悵。雖然如此，校長於聚舊之餘，仍然難掩愉快之情。
著名的羅馬葡國書院 Gregorana university Colegio Portugues 是何心源校長就讀的學校。雖然去
不逢時學校正在夏令休假，可是校長並沒有放棄一訪他熟識的地方、課室、宿舍、一草一木，他流
連忘返，懷念之切，讓同行者感動。
校長一向節簡儉樸，為了香港的聖堂，他卻不吝金錢在羅馬購買了一尊大型聖母雕像。心繫教會，
受人尊敬。
華哥是校長在修院的學生，現實生活的好朋友，相處多年，他覺得校長待人以寬，容易相處。校長
惟一難以釋懷者，是受到 123 事件的衝擊。後來事態平息，他仍然一再拒絕返回澳門，讓諸方學
子和好友，非常擔心校長的生活。事實上，為政見問題而別走他鄉的人物，在歷史上屢見不鮮，我
們尊敬的何心源校長，作為一個有深度信仰的宗教人士，他留居香港，何嘗不是一個最愜意的選擇。
我今天再談校長的往事，似乎有點像明日黃花。不過，華哥和我都是那個時代的聖中人士，我們一
直尊重何校長的信念。
後 記
在羅馬的觀禮群眾很多，但是，其中有些人來自遙遠落後的非洲，有些人來自祖國貧窮的省份，他
們省吃儉用，不約而同祇為了他們的信仰，就是一睹教宗主持的盛典。
何心源校長的墳墓已從跑馬地天主教永遠墳場移往澳門舊西洋墳。「普天之下，莫非聖土」，在天
主聖寵之下，不分南北西東，最終都會走在一起。
(忠社 林慧儀)
祖母眼中的日本
日本不理會中方警告，悍然進行購買鈞魚島鬧劇，弄至中日關係臨於破裂。執政民主黨為此搞到焦
頭爛額，民望劇跌，結果在此次大選中嚴重付出代價，以野田為首的民主黨終於一敗塗地，由極右
派自民黨勝出，眾議會也由那些鷹派政客以壓倒性姿態奪得操控，外界很擔心日本將會從新踏上軍
國之路，讓亞洲人民再次遭受不幸。其實日本是一個外展型的國家，屬性侵略。侵略便是他們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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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在二戰敗仗之後，日本表面趨向和平，但在七十年代初田中角榮政府下台之後，政策已經改弦
換轍，暗中整軍備武，祇不過到了今天，才更為明顯吧了。
我在戰時出生，對日本犯下的斑斑劣跡都耳熟能詳。猶其我的祖母梁鳳，對日本人非常反感。她生
於晚清光緒，著名的晚清人物梁啟超是她的族叔，在康有為變革維新事件之後，梁啟超被鄉親稱呼
為叛王，祖母稱他為叛叔，以示劃清界線。她幼時隨俗紥腳，也上過私塾，但她所有的學問祇限於
念誦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經和金剛經，她定期吃素與世無爭，長相非常慈祥，是封建社會下的典型
婦女。我的祖父在晚清當小吏，可惜年經早逝，二次大戰時，父親須遠出謀生而留下隻身的祖母和
少姑。有時為了躲避日軍，祖母便與少姑結伴追隨族人逃往偏僻的鄉郊。少姑我稱之為姑婆，她年
幼時幸好沒有聽從紥腳。祖母這時行動不便，有了姑婆的大腳板相扶，每次她倆都僥倖逃過險境。
戰後我們先後移居澳門，後來在七十年代又輾轉落到香港，姑婆與她的孫子同住，祖母則與我的家
庭一起，兩個不同的家庭竟非常巧合地又住在觀塘區同一街道上，她倆位老人家活得很長壽，姑婆
因行動不便已甚少出門，可是祖母身體好，依然撐著小腳帶些小禮物越門過訪，兩人閒話家常，但
她們的聽覺都出了問題，記憶力也很差，有些時候各說各話，讓人摸不著頭腦，但一講到戰時逃難，
也總不約而同忘不了咒罵日本，說他們不是個好東西。她們亙相關心直至終老，是我所見過最純真
的鄉情。
她倆雖已逝世多年，可惜釣魚臺事件仍未過去，日本謀取我國之心並未因時而逝。回想我的兩位老
人家，雖然她們不懂科學也不懂政治，過去的歷史，也忘掉了十之八九，但她倆沒忘記曾經說得一
針見血：「日本將來也不會是個好東西」
(1959 恆社 李萬益 Dec 2012)
校友來鴻
李會長萬益先生
你好，久違了。恭喜校友會成立三十週年。感謝你英明領導師兄妹們把校友
會幹得有聲有色。
每次校友會的活動和母校的互動都詳細地載於會訊，使人身同感受，活在其
中。
回想三十年前一次偶然的聖誕餐舞會，加上數位同學對認識師姐師妹有著濃
厚興趣的態度，經過 M 君數月積極聯絡同學們，起初就在黃思濠的工作坊成
立校友會。幾許風雨，邀請萬益同學領導校友會，同時獲得母校和已故林家
駿主教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會址和輝煌成績。當然各位委員的奉獻也功不可
沒，同學們的積極參加校友會活動算上最完滿。
藉此三十週年慶典，本人送給校友會一副塗雅，湊湊熱鬧。祝校友會天下一
家，向前勇進。

編者按:
(1)聚餐當日全場下午茶點由黃宛平及官一青贊助。
(2)聚餐當日有同學遺失 CASIO 粉紅色相機一部，黑色相機套上配有一條綠
色魔術貼搭帶，如有拾獲請與林慧儀 (Tel:2766-1255)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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