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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匡社同學鄺國輝牧
師在加拿大逝世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曰

接匡社林國�威同學電郵告知，

香港培正中學匡社同學鄺國輝

在七月十九日晚在多倫多因心臟

病發不治逝世（見下面Bill�Lam�

電郵），當日林國威同學到加

拿大多倫多探望同級好友鄺國

輝牧師，因林國威是位虔誠的

基督徒常和鄺牧師來往。中午

時一同共進午餐交談甚歡，但卻在下午鄺牧師感覺不

適，送院急救不幸不治魂歸天國安息主懷。安息禮拜

在七月二十六曰Chapel�Ridge�Funeral�Home�舉行，

安葬於Highland�Hills�Memorial�Gardens�in�Gormley,�

Ontario。在匡社同學中有眾多的出名科學家、教授及

工程師，同時亦感謝神在培正理工精英中香港培正匡

社有三位獻身事奉基督的出名牧者:�美國羅省的張子

華牧師，加拿大多倫多的鄺國輝牧師，及在香港的曾

任華福總幹事的陳喜謙牧師，現在張子華牧師及鄺國

輝牧師已先後辭世，聽聞陳喜謙牧師身體亦欠佳。我

曾多次和鄺牧師交談傳福音的事，在加拿大多倫多和

溫哥華，也曾在香港及大陸廣州及清遠匡社同學聚會

及旅遊時，以及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匡社慶賀離校

四十五周年時，互相激勵傳主的福音。關於鄺牧師逝

世的信息及追思禮拜進行情況，請看林國威傳給我的

資料如下：

「Dear�Nestor

I�have�not�written�to�you�for�a�long�time.�I�trust�

that�God�is�with�you�and�has�blessed�you�and�your�

family.�Do�you�remember�Johmann�Kwong�鄺國輝�Last�

Friday,�I�went�to�Toronto�to�visit�him.�He� invited�me�

for�a�nice� lunch.�Unfortunately,�he�did�not� feel�well�

in�the�afternoon�and�passed�away�in�the�evening�of�

a�heart�attack!�His�son�wrote�me�that�"...he�passed�

away�peacefully...� ".� � � I� recall�Paul's�comment� that�

"For� to�me,� to� live� is�Christ� and� to�die� is� gain...I�

desire�to�depart�and�be�with�Christ,�which� is�better�

by�far..."��Phillipians�11:21-25.����Do�you�know�how�to�

tell�our�classmates?���林國威����Bill�Lam

Rev.�Johnmann�Kwong�–�Memorial�Service鄺國

輝牧師追思會

Rev.�Johmann�Kwong�has�gone�to�be�with�the�

Lord�peacefully�on�Friday�July�19,�2019.�Friends�may�

pay� final� respect� to� Johmann�on�Friday� July� 26,�

2019�at�Chapel�Ridge�Funeral�Home,�8911�Woodbine�

Avenue� in�Markham,� Ontar io� (map). � V isitat ion�

will� be� from� 9� am� –� 10� am.� A� Christian� Ser vice�

will� commence�at�10�am� to�be� followed�by�burial�

at�Highland�Hills�Memorial�Gardens� in�Gormley,�

Ontario� (North�west� corner�of�Woodbine�Avenue�

and�Stouffville�Side�Road).� �鄺國輝牧師星期五(十九

林英豪校長千古

一生奉獻培正母校
榮神益人　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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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級偉社消息
前任社長葉于貺於本年七月廿日因病辭世。葉同

學一向熱心社務，為偉社中堅份子。2010年2018年出

任社長，在其領導下，居港及海外社友保持緊密聯繫，

不時茶聚，並成功組織鑽禧及藍星禧社慶活動，即使

因健康關係辭任社長，熱心不減。緬懷往日相處時光，

對葉同學離群，社友深惑惋惜。

1950弘社梁
鑑添

廣 州培正母校畢 業 後，

曾就讀嶺南大學土木工程系

半 年。1951年 夏， 離 香 港 往

歐洲，周遊英、法、德三國。

1952年入讀德國漢 堡 大學。

1954年轉入瑞士蘇黎世大學主

修數學兼修物理與

哲學。1957年畢業獲蘇黎世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先後任教於瑞士及美國兩年餘。1960年回香港任職於

香港大學數學系凡35年至90年代任系主任。1963年

與瑞士人謝珂瑟女士結婚，有子女三人。1995年退休

後在法固定居，安享回園生活。

日)晚上安息主懷。鄺牧師安息礼拜將於週五(廿六

日)上午十時正於Chapel�Ridge�Funeral�home�(8911�

Woodbine�Avenue�in�Markham,�Ontario)� 舉 行。 懇

辭花圈，請將心意轉為帛金奉獻給兩個鄺牧師生前

支 持 多 年 的 福 音 機 構：Ambassadors� for�Christ� in�

Canada�(https://www.afccanada.org/)� 或�Gospel�

Operational�International�(http://gointl.ca/)」

�最近重新翻閱我曾參與編寫的「匡社離校四十五

周年特刋」中鄺國輝寄來的他的專頁，他以一個牧師

懷著主耶穌要廣傳福音大使命的決心和誠意，創作寫

下一首表達自己親身感受的散文詩歌「腳印」，在短短

的詩歌中見証主對信徒的不離不棄同在同行，明顯看

見在自己腳印旁有主的同行腳印，但在信徒遭遇困難

重重壓力時卻只看見行進時的一雙腳印，當信徒以為

主離棄他而失望時，才發現這雙更深的腳印是主背負

著他沉重負擔包袱行走時留下的，從而增強信心和感

恩。為了使讀者對這首詩有其共鳴，現附特刊的鄺國

輝專頁影印如下：

（匡社）楊東權

悼念梅慧根
夕陽已西下，司儀聲難忘！

今年九月二十日接匡社同學余煜培轉來梅慧根同

學之子Rex�Chan�的訃報，OBITUARY�of�

Bernice�Moy�Wai�Kun�Chan陳梅慧根（August�26,�

1934�–�September�14,�2019）,�Memorial�and�Funeral�

Service� in�Rose�Hills�Memorial�Park�&�Mortuary�on�

Tuesday�September�24,�2019,�3-4pm。我通過電郵和

Rex�聯繫並搜索我存檔有關梅慧根在培正匡社活動的

相片，因我已體弱年老不能南下參加葬禮，但答應急速

書寫一篇回憶短文由Rex�在九月二十四曰下午葬禮時

宣讀。請看下面梅慧根之子Rex�給我的電郵摘要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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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憶短文如下：

[Rex:� �Uncle�Nestor,� It’s�

to t a l l y � ok � and � I � k now � she�

won’t�mind.��

T h e � f u n e r a l � i s�

nondenominational,�and� it’s�

just�a�little�memorial�service�for�

friends�and�families.��It�starts�at�3pm�and�burial�will�

be�at�4pm.� �We�would�love�to�share�your�memories�

at�the�service.��If�you�have�pictures,�you�can�send�it�

to�me�and� I�can� include�them�in�our�slide�show.� � If�

you�have�something�written,� I� can� read� it� for�you�

at� the� ser vice.� � Again,�Uncle�Nestor,� thanks� for�

your�email�and�your�caring�

thought s . � Unc le � Nes tor,�

Thanks!�Chinese� is� fine,�and�

I� can� read� it� for� you�at� the�

service.�]

慧根姐的仙逝,�正是今

年中秋圓月之後,也是家庭團

聚共同品嘗月餅喜樂之後,然

後她昇至上天明月和嫦娥共

舞。回想匡社金牌司儀梅慧

根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

美姿和聲音，温馨又從容。這

也是我離開母校培正四十五

年後,� 在聚會期間和她交談

較多的開始，以後在匡社的

幾次大型聚會，慧根姐是當然的金牌聚會司儀。當時

老同學余煜培仍住在加州南部，因此並多次從余煜

培處得知她的近况,昨日已消逝，相逢更擕得！現煜培

（Dick�Yue）已定居加州北部，信息更少,�現則由他轉

來噩訊，不勝感慨，望慧根姐在天之靈安息，並祈望

她家人珍重。我和慧根姐在香港培正初中起至高中畢

業,�相識七十年不短,�但求學時代在當時男女生極少單

獨交談,�雖我們同屬紅藍劇社也少有來往。直至三十

年後各自定居美國加州南北,�有幸為慶祝培正匡社離

校四十五周年而各赴賭城拉斯維加斯,�因慧根姐是聚

會司儀,而我則是策劃聚會者之一,�交談甚多。後多次

我南下參加南加州匡社聚會或茶擋,和慧根姐同枱飲

茶多次,�我記得她總有辦法找到枱位,�熱情豪爽平易近

人。現我們同輩同學都已年過古稀,�年過八十已屬神的

賜福和恩典。回望慧根姐擔任司儀的美姿笑臉,�聲音

清澈動人,�她的騎鶴西去仙逝是匡社的重大損失,�不勝

哀悼並望慧根姐安息及家人節哀順变。同學弟楊東權���

敬上公元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於美國加州沙加緬

度市。]

余煜培同學曾長住加州南部數十年，常和慧根姐

見面來往。這次他決定自己付費訂購花圈代表美國和

加拿大匡社同學的追思，在香港的郭少潔同學電告匡

社同學基金管理人李宗愷同學訂購代表香港匡社同學

的思念。謝作堅同學在九月二十四日參加梅慧根的葬

禮，他拍攝匡社送的兩個花圈，並簡單報導當日葬禮

情況如下：�「謝作堅�9/24:�今午三時是同學梅慧根喪事

禮拜。附上照片，給你們作個交代，她設有宗教儀式，

由開始到瞻仰遺容，共用了半個鐘，15分鐘看生活照

片，15分鐘由家人述說思念，簡潔利落。」

為了讓匡社同學知道更多匡社同學的懷念，我特

意收集匡社同學的電郵摘要如下：

「郭少潔�:�慧根離世，當然萬分不捨和難過，回

想當年，她入讀培正初中二，老師把她�安排在與我同

班，坐在最後右角，她後來說：當時沒有同學理啋她，

只有我在小息時會和她談談話，所以後來她就將我當

作為好友之一。高中時，很多時候在星期六放學後便

一同去景星戲院看很便宜的早場電影，一樂也！驟聞

她與我們永別，能不傷心乎？不過想到：

“今日汝軀歸故土，他朝我

體也相同＂也就暫覺釋然！願她

在天上得到永遠的安息！

多謝余煜培傳來訊息，使

大家略知慧根喪禮情況；也感

謝李宗愷替香港同學代送致祭

花牌，勞煩你們，十分感謝。日

前與羅啟發等去了惠州玩了幾

天，以致跟外面暫失聯絡，抱

歉！」

「石济民:�深切怀念梅慧根

同学！她美麗聰慧的音容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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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留存在我門的腦海里。請

同学們多多保重，祝願大家平

安、健康、長壽！��」

「 吳 漢 榆From�Hong�

Kong:�惊悉我匡社老同學�梅慧

根仙逝，殊深:哀悼。我和梅同

學自1951在培正相知甚深。參

加紅藍劇社演出,�記憶猶新。

梅學行優良，深受同學了欽佩。

我1974年後自大陸回港

重逢，亦曾返培正相聚，或作

羽毛球之戲,�倏又四十餘年矣。

中學畢業的時候，同班同學都有一本�<紀念冊>，

在題辭上我寫了一副對聯，曰：

舊學商量加邃密 ; 鴻音還望寄天涯。

梅慧根在我的紀念冊上贈了幾句：

羨慕你的成就 ，, 妒忌你的天才 。.

朋友， 藉著這偶然的一切，

曾經鼓勵了我 ,……。

這是多麼深情的辭語啊！

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重溫，宛如一夢。今斯人已

逝，撫今追昔，能不悲哉！祈愿梅氏安息，並向Rex及

家人致親切慰問！」

「馮俊三：驚悉慧根同學仙逝，不勝唏噓。願她在

天之靈安息。她的音容笑貌將永存。」

懷念蔡偉海學長
本會顧問蔡偉海學長(1940年級毓社)於2019年

10月6日在加拿大多倫多逝世，享年99歲。

蔡學長1956年至1958年

任本會會長，聯絡校友，籌建

會所，推動會務，建樹良多。

前華福總幹事陳喜謙牧
師(1955忠社)安息主懷 
熱忱普世差傳

世界華人福音中心10月5日

公佈，第二任華福總幹事陳喜謙

牧師於10月4日安息主懷，享主

厚恩�85�歲。世界華福中心深表

哀悼，願天父安慰師母和家人。

陳喜謙牧師生前任為董事的

福音證主協會亦於臉書發訃文，

悼念陳喜謙牧師主懷安息。在文

中同工緬懷與陳牧師共事，一起

探訪內地教會時閒餘時與同工在西湖旁放風箏，享受

歡愉時光，由此可見陳牧師「是一個這樣注重關係的

人，永遠懷念可敬，可親的主僕」。

創立多項事工�心繫華人教會

陳喜謙牧師40多年事奉曾擔任多間機構重要

崗位，計有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幹事及首任總

幹事（1960至1974）；中國神學研究院學生輔導主任

及差傳學講師（1975至1977）；美國基督使者協會總

幹事（1977至1980）；多倫多北約華人浸信會主任牧

師（1980至1986）；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總幹

事（1986至1996）；多倫多北約華人浸信會主任牧師

（1996至2000）。

此外，陳喜謙牧師亦創立及參與多項福音事工：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香港讀經會；《突破》雜

誌；中國神學研究院；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美

國福樂神學院華人事工課程；加拿大安省（現稱天道）

神學院華人事工課程及戴德生中心。

陳喜謙牧師晚期致力著作，2008年由證主出版社

出版《為何教會不像樣》，以訪問及口述結合48年事

奉教會的經驗及反思，一針見血地指出教會觀貧乏症

之問題「只有事工沒有教會」，為教會帶來深切反思。

他在書中自序指出，數十年在普世華人教會廣泛

的觀察，得出一個結論：華人教會患上「教會觀貧乏

症」而且情況嚴重，令他憂心不已。他在「論聖經的教

會觀」中為教會「診症」時表示，委身建立教會的人欠

缺一個合乎經訓、簡單、具體可行又可被測試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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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輝社
朱伯衡同學辭世有感

2 0 1 9 年 7 月 2 3 日

收到胡露施同學寄來的

email，報導朱伯衡同學

已於一星期前因心臟病

去世。我得到這個噩耗訊

息，吃了一個大震驚，頓

時呆了。伯衡兄在灣區同學眼中仍是精神奕奕，老當

益壯，為什麼他這麼快離開我們?�實在難以相信。

我記得在港和伯衡同讀高中二、三光班，畢業後

各奔前路，直至1971�年我很高興得悉伯衡舉家移美，

定居三藩市，我隨即通知灣區同學，並親自駕駛剛買

下來的VW�Beetle�到牛宮他的住宅接他，然後前往餐

館和他洗塵”。此後四十年多期間，我們不時在茶聚、

重聚及輝社禧慶活動中都有見面。2016�年12�月是伯

衡夫婦孫兒滿月，他們特別在Daly�City�餐館內設一盛

宴，出席同學有20人，在宴席中，我才發現伯衡的孫

兒“�天明”和我的外孫女兒同名，真是一個巧合。2018�

年8月，灣區同學們在Millbrae�的祥興餐館歡迎龍基

逸同學從澳洲到訪，伯衡亦有出席，想不到這是他與

北京培正同學會潘漢典
會長逝世

畢業於廣州培

正的法學家潘漢典

(1940毓 社)：94歲

將譯作贈母校並親

手寫回信

據中國政法大

學官方微博消息，該校比較法學研究院教授、特聘博

士生導師，中國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顧問、北京市

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著名法學家潘漢典

先生因病于10月26日淩晨5時41分逝世，享年98周

歲。

潘漢典的入室弟子白晟告訴南都記者，先生的遺

體告別儀式初定於11月5日舉行。

南都記者獲悉，潘漢典1920年12月3日出生於

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伯衡兄，安睡吧，同學們永遠不

會忘記你!

我在培正一共接受過九年教育及基督教的薰陶，

這段經歷有助於鞏固我對個人生活的看法。這次伯衡

突然離世，進一步提醒重申下列我個人思維的重要性:

學會珍惜－我們的人生旅程是有限的，我們需

要更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個時刻和每一個人，因為永遠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她。

注意健康－保持健康的身體是我們的首要任

務，沒有它就無法實現我們的人生目標。記得每當酒杯

上升時，我的美國朋友經常說：Here's�to�health,� the�

rest�is�easy!

學會感恩－不論我們個人的處境或生活狀況

如何，我們仍然蒙神的祝福，因為:�他對我說：“我的

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哥林多後書1�2�:�9�。為此，我們要獻上感謝。

我們至今以踏入八旬壽的階段，希望在此藉以上

短短的感言，與同學們共勉，共同繼續享受餘下的歲

月。

教會觀。在事奉時失去主動、焦點和準繩，容易受到

各種潮流或轟動的成功個案所衝擊，最終弄得疲累、

灰心。該書出版後引發教界熱話。

宋尚節屬靈果子	畢生獻主
陳喜謙牧師生於1934年一個基督教家庭，10兄

弟姊妹排行第8，為家中屬靈長子，其父親陳子明醫師

及師母於宋尚節博士在潮州佈道會中信主，並將陳喜

謙在內十個兒女奉獻作傳道。

陳喜謙牧師自小跟隨父母在教會參加祈禱會、主

日學及崇拜，在基督教家庭及教會氛圍受栽培成長。

1949年14歲的他在一次禱告中蒙召獻予給神，

16歲告別父母獨自搭單車從揭陽到香港，並且在香港

入讀培正中學；1953年蒙召獻身作傳道人事主至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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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汕頭市，在廣州成

長，畢業于廣州名校培正

學校。

作為當代中國比較法

學奠基人之一，潘漢典翻

譯了《君主論》《博登海默

法理學》《比較法總論》

《元照英美法詞典》等法學

奠基性著作。

“民國范、東吳風，

元照詞典，流傳千古。”有學子精闢地描述了潘漢典的

學人形象。《元照英美法詞典》是由潘漢典教授等學者

組織編寫而成，在全面介紹英美法的基本制度、概念

等方面填補了當時我國法律辭書在此方面的空白。

潘漢典精通英、法、日、德、俄等多種語言，翻

譯水準高超，曾被中國翻譯協會授予“翻譯文化終身成

就獎”榮譽稱號。他說，中國需要借鑒各國的立法經

驗，翻譯工作要有嚴肅認真的態度。

廣州長大，小學到高中皆就讀於培正學校

潘漢典與廣州的淵源頗深。

從小學到高中，潘漢典大部分時間就讀于廣州名

校培正學校。該校建於1889年，校名初名為“培正書

院”，幾經更名，如今廣州城裡依然有一脈相承的培

正小學和培正中學。

潘漢典在培正學校就讀時，該校課程設置中即有

“西學”也有“中學”。“西學”的內容，如數理化等，幾

乎都是用英文教授，潘漢典的英語訓練就是在培正學

校完成的；“中學”則為四書五經等。抗日戰爭期間，

培正學校被迫停課遷校至澳門，潘漢典親歷戰亂，家

中多年收藏的書籍也多散失，但他仍發奮讀書，以總

分第一名獲得“學業成績優良特別獎”銀盾牌。

2015年1月，94歲的潘漢典收到母校的刊物《廣

州培正通訊》，高興極了，將剛出版的譯作《博登海默

法理學》贈予母校，並親手寫了感恩回信，信中將每一

位師長的名字都點到了，連國畫老師、音樂老師也沒

有落下。

潘漢典一直是國家圖書館的常客，經常從那裡

帶回很多書。潘漢典的子女回憶，父親總有看不完的

書，中文、外文，法律、政治、歷史、哲學、文學、詩

詞、繪畫，既有古書古冊，更多的是最新的法學期刊

雜誌。

受律師父親影響走上法學路，自學精通多國語言

潘漢典走上法學之路，是受家庭影響——他的父

親潘澄修，清末畢業于廣東法政學堂，後成為當地有

名的律師，曾被選為汕頭市律師公會會長。潘漢典曾

回憶，父親是具有正義感的知識份子，經常免費為窮

苦的當事人打官司。

潘漢典大學就讀於上海的東吳大學法學院。他

的弟子白晟清楚記得，潘先生曾談及抗戰時期的求學

艱難經歷：1942年正在讀大學二年級的潘漢典，得悉

遠在香港的母親因病逝世。因戰火阻隔，甚至未能奔

喪。母親“遺命續學”，他只有含悲苦讀，學業一直處

於年級前三位，而且掌握了英、法、德、日語。

潘漢典從1948年開始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後改

聘為副教授），後輾轉東吳大學、北京大學、北京政

法學院、中國政治法律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

究所和中國政法大學，將人生奉獻給教學研究，直至

98歲高齡，依然筆耕不輟。

一位法學學子回憶，潘漢典的書齋裡，座右銘寫

在一塊深色的竹板鎮紙上，鐫行書“業精於勤”。法學

界不少人嘆服於潘漢典能就一個學術問題參照多種文

字和多種版本，不辭辛勞進行詳細比對的刻苦精神。

比如《君主論》，他在26年間對照六種語言九個版本

四易其稿，先參照了英、美、法、德、日五種語言的

譯文，為了更扎實地完善翻譯，又苦攻義大利語，借助

最優意文版才最後定稿。

潘漢典領銜翻譯的、

被譽為中國法學界翻譯水

準最高的《比較法總論》，

在其“翻譯分工”的末尾

有小小一句話，堅實而震

撼：“全書由潘漢典教授根

據德文版並參照英、日文

版校訂。”譯介這部書的時

候，潘漢典已經是年屆古

稀的老人，而此書有近6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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