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教友年─The  Year  o f  t he  La i t y  

來 跟 隨 我！ 

(召叫，共融，使命) 
 

以喜樂精神，活出教友身份、建設團體共融、履行福傳使命 

跟隨主耶穌基督，是每一位基督徒畢生的信仰旅程。我們希望藉著「教友年」

能透過「召叫─共融─使命」三個相連的幅度，不斷深化信、望、愛三德，好

能緊緊跟隨主耶穌基督，生活信仰，傳揚福音。 

 

「召叫」： 首先我們要回到信仰的根源洗禮，重新認識自己的「被召」，加以

欣賞和發揮天主所賜予的恩典。藉此提醒並強化教友，作為基督徒，因洗禮所

賦予的天主子民身份、使命及職務。跟隨基督，同時是要求不斷的「皈依」和

需要持續接受培育。全人發展是培育成熟基督徒的方向，透過信仰知識的遞

增、靈性生命的修煉，教友以整合的信仰生活，在傳揚福音上見證基督，不斷

在生活中成聖自己，聖化他人和轉化世界。 

 

「共融」： 隨著洗禮，基督徒加入了教會，這信仰團體的大家庭。所以我們接

著要讓教友認識教會的傳教特質和實現天國的使命，是基於教友與教會元首基

督的關係，以及教友與教會團體間的共融結連。在教區會議中，教區鼓勵教友

積極參與信仰小團體，以維持和培育信仰的成長，在互勵互勉的團體氣氛中彼

此滋養，發揮教會的特質。除了人與人之間的「共融」，人與大自然的共融同

樣重要，這亦是基督徒應有的責任，因此我們要學習增強環保意識，共建和諧

宇宙。 

 

「使命」： 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的，信仰的最後目的是要付諸行動，活出天主

的愛。因此，我們透過認識「使命與職務」的關係，推動和加強教友服務教會

的熱火，積極回應社會的需要，彰顯教會在世的標記，實踐教友在世界中的不

可替代使命，促進人類的進步及正義與和平，以達致熱愛生活，珍惜天恩，傳

揚福音，拓展天國。 

二零一零年 

十至十二月號 

香港仔工業學校。香港鄧鏡波書院。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聖類斯中學。慈幼學校。鄧鏡波學校。澳門慈幼留港。澳門粵華留港 

二零一一年 

一至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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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慈幼                大家庭訊息 

 

 

鮑思高神父聖髑蒞臨中華會省─香港區 
 

     
 

 

 

 

 

 

 

 

 

 

 

 

 

 

 

 

 

 

 

 

 

 
 

 

 

 

 

 

 

 

 

 

 

 

 

鮑思高神父聖髑於 3月 17日上午 11時 30分乘專機由印

尼抵達香港機場。200 多名慈幼大家庭成員到機場迎接。

葉漢及葉漢千禧小學的儀仗隊，演奏「步武鮑思高」為

迎接禮儀拉開序幕。主禮陳日君樞機致導言指：「各位親

愛的兄弟姐妹，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歡迎鮑思高神父

來到中華會省、一處他曾經夢見過祈求過的地方。 
 

3月 25日 1:30pm 進教之佑堂 

3月 26日 青年聚會 

9:30am 小學 

1:30pm、4:00pm 中學 

 

 

3月 17日- 25日筲箕灣慈幼會修院 

3月 27日培育講座、公開敬禮(進教之佑堂) 

2011年 3月 28日 11:00am 慈幼學校 

3 月 25日 1：30pm鄧鏡波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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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神父聖髑蒞臨中華會省─香港區  
 

 

 

 

 
 

 

 

 

 

 

 

 

 

 

 

 

 

 

 

 

 

 

 

 

 

 

 

 

 

 

 

   

 

 

2011年3月28日1:30pm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23月 29日 11:15am-12:30pm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壁畫為鮑聖奇夢 

3月29日1:30pm-2:30pm慈幼葉漢、葉漢千禧小學 

3月 29日 3:00pm-4:00pm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3月 30日 8:30am-9:30am德雅中學 

9:30am-10:30am 德雅小學 

3 月 30日 11:00am─11:45am 聖母玫瑰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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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神父聖髑蒞臨中華會省─香港區  

 

 

 
   

 

 

      

 

 

 

 

 

 

 

 

 

 
 

 
 

 

 

3月 30日 1:45pm-2:45pm聖母小學 

3月 31日 8:30am-9:30am聖類斯學校 

3月 30日 3:00pm-4:00pm聖母書院 

3月 31日 10:00am-10:45am聖安多尼學校 

3月 31日 11:30am-12:30pm香港仔工業學校 

 

3月 31日 2:30pm-3:30pm香港鄧鏡波書院 

3月 31日  7:00pm-10:00pm感恩祭-主教座堂 

 

 

3月 30日 1:45pm-2:45pm聖母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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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慈幼                   大家庭訊息 
 

 

鮑思高神父聖髑蒞臨中華會省─澳門區 
 

 

 

 

 

 

 

 

 

 

 

 

 

 

 

 

 

 

 

 

 

 

 

 

 

 

 

 

 

 
 
  
 

 

 

 

 

2011 年 4 月 1 日 慈幼會會祖鮑思高神父

的聖髑抵達慈幼會在中國的發源地—澳

門慈幼中學，學生們列隊熱烈地歡迎他

們的會祖到訪。 

 

4月2日9:00am-5:00pm 慈幼青年聚會

超時空要愛 ﹣與慈父相遇 

4 月 3日 3:00pm-5:00pm 

感恩祭(黎主教主禮)

  

4月 4日 9:30am-5:00pm 兒童節的早上，會祖

的聖髑探訪了鮑思高粵華小學與祐漢雷鳴道 

4月 3日 1:30pm-3:00pm 鮑思高神父

聖髑大巡遊-慈幼中學至主教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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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神父聖髑蒞臨中華會省─澳門區  

 

 

 

     

  
   

 

 
 
 

 

 

        九澳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 
            九澳聖若瑟學校 

     

  

  

  

  
             鮑思高青年村 
          

鮑思高神父聖髑於 4 月 6 日結束港澳行程離開澳門  

繼續中華會省最後一站－台北  

4月 6日 8:00am-4:30pm 

聖髑探訪學校 (九澳雷鳴道主

教紀念學校、九澳聖若瑟學

校、鮑思高青年村及鳴道苑) 

4月 4日 下午會祖的聖髑回到澳門慈

幼學校接受師生們敬禮及舉行感恩祭 

4 月 4日 7:30pm-9:30pm 

鮑青網向鮑思高神父聖髑致敬及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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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慈幼                    大家庭訊息 

 
 

鮑思高神父聖髑蒞臨中華會省─台北區 
 

 

 

 

 

 

 

 

 

 

 

鮑思高神父聖髑於 4 月 7 日下午蒞臨台北隨即護送到聖若望鮑思高堂舉

行歡迎儀式及感恩祭由台北總主教洪山川主禮。會祖聖髑於訪台期間，

均停留於聖若望鮑思高堂內，供慈幼大家庭各成員、神職人員、教友等

敬禮及舉行感思祭。４月９日在台北大學舉辦慈幼靈修日，晚上更有青

年組於會祖聖髑前徹夜祈禱。4月 10日中午後舉行歡送儀式。 

 

迎 接 

感 恩 祭 慈幼靈修日  

親 近 告 別 

鮑思高神父聖髑蒞臨中華會省全部完畢於 4月 10日返回慈幼會總部 



8 

 

香港鮑思高                  同學聯合會 

       

 

慈幼修院敬禮鮑思高神父聖髑及 

探訪少懷之家神長       
莫次麟 

由慈幼會總會長查偉思神長推動和策劃，作為慶祝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週年的前奏，於 2009 年

展開了鮑思高神父聖髑全球巡迴之旅，讓鮑思高神父「親自」探訪世界各地的子女，也讓仰慕

他的人不需長途跋涉便可近距離與他觸碰。按原先計劃聖髑應於 3 月 25 日抵港，但因為行程的

改動，聖髑提前一週於 3 月 17 日便到達了香港，讓慈幼大家庭成員和敬愛鮑聖的人，有更多

機會向聖髑敬禮和祈禱，獲得更多恩寵。3 月 17 日聖髑抵埗當日，由陳日君樞機和林仲偉神父

率領二百多位慈幼大家庭成員代表，齊集機場恭迎鮑思高神父的聖髑，包括葉漢千禧小學及葉

漢小學數十位學生組成的樂隊奏樂，並由代表獻花 。隆重歡迎典禮之後，由每一校會派一名代

表共十人扶鮑思高神父的聖髑寶盒上落專車，從機場運送到筲箕灣慈幼會修院小堂恭奉，正式

開始了中華會省的探訪。 
 

負責聖髑訪港的委員會特別撥出 3 月 20 日下午，安排慈系男女舊同學先到少懷之家探望年邁退

休的神長，與他們新春茶叙，之後到修院小堂朝聖敬禮聖髑。當日下午二時許各校舊生陸續到

達，有多人携眷和帶同兒孫一同参與，更難得的是有多位 50 年代畢業份屬「元老級」的學長出

席，近四十人興高釆烈齊集少懷之家餐房與駐院神長歡聚。其中包括顧志明神父、蔡國祥神

父、張恩洪修士、區海晏修士、李文德修士和陳廷仕修士，最難得的是年過九十高齡的方廷忠

神父從聖保祿醫院住院四天剛於早上出院，讓大家不致緣慳一面。而兩位任勞任怨的理家李東

彪修士和唐世榮修士更熱情招待，及劉戩雄神父特別準備了印有鮑思高神父肖像的扇子送給各

人留念，使大家賓至如歸。先由鮑思高同學

聯合會會長梁家強歡迎大家出席，適逢這是

春節後首次探訪，向各位神長拜年敬贈「利

是」表示敬意，另又致送「利是」感謝專責

照顧神長起居的護理人員，梁會長同時呼籲

校友以後多抽空來少懷之家探望神長，無須

等待同學會的安排。茶叙隨即開始，大家無

拘無束享用美點並與神長暢談往事。值得一

提的是食物費用是由某舊同學贊助，由另一

位舊生烹製，正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

融合作的佳作。 
 

享用過美點和暢談的歡樂時光後，大家隨即收斂心神，移步到修院小堂朝聖。聖髑寶箱放在祭

台正前方，蠟仿製如真人高度的聖鮑思高像安躺其中，儀容安祥可親，鮑思高神父的右手掌骨

便是安放於蠟像胸中的聖髑寶盒中。按慈幼會學校優良傳統，先由鄧繼騰學長負責領禱習練善

終，再恭念玫瑰經「榮福五端」，並同唱「青年慈

父鮑思高」，然後各人順序走近聖髑寶箱瞻仰和敬

禮祈禱。至此探望神長和朝聖活動完滿結束，大

家懷着平安喜樂的心情回家。鮑思高神父聖髑親

臨香江，其間還會巡迴探訪多所慈系學校，並在

進教之佑堂和堅道聖母無原罪總堂公開讓香港教

友瞻仰和敬禮，帶來祝福，至 4 月 1 日才轉赴澳

門。藉着聖母進教之佑的護佑和鮑思高神父的轉

禱，切願基督的福音早日傳遍神州大地，更多炎

黄子孫得沾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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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                  同學聯合會 
 

 

 
三月廿九日，慈幼大家庭在會祖聖若望鮑思高神父的聖髑前，舉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

敬禮儀式。其間，鮑思高同學聯合會代表鄧繼騰先生，誦讀了以下一篇會祖於去世前兩

年，在一個校友們為他所設的宴會上，他對校友們說的話，聽來真是親切動人，諄諄善

誘，扣人心弦，他對每一位校友的懷念與感恩之心，均表露無遺。相信其他很多由於種

種原因未能出席這次盛會的校友們，看了之後，也一樣能領受教益。 

 孔智剛神父 
 

現在讓我們重溫會祖對同學會這個大家庭所說的話： 

 

鮑思高神父也時常惦念自己的校友們，雖然他年老力衰，但仍出席了他們於

1886年 7月 11日所舉辦的宴會，並向他們發表了以下的談話： 

「我很想同你們說幾句話，因為我不知道明年我能否仍然在你們之中。我雖

很樂意再跟你們一起過這愉快的日子，但年老與病痛卻使我不敢再有這樣的夢

想。 

由於路途遙遠或工作繁忙，並非所有的校友都能來這裡與我們歡聚。但當你

們遇見他們時，請告訴他們，我在你們的身上見到他們，當我感激你們時，我

也感激他們不斷向我表示的恩情。 

請告訴他們：鮑思高神父時常準備與他們分享自己的麵包，因為這不是鮑思

高神父的麵包，而是天主上智所賜的麵包。 

鮑思高神父在基督內愛你們眾人，並時常為你們祈禱，請你們也以祈禱來協

助我，使我們除了維持現有的事業外，也能展開新的事業。 

你們看！天主上智待我們多麼好！今天有成千上萬的孩子收容在我們的學校

裡，他們肯定不是靠野草或樹根來維生的，然而我可以告訴你們，從慶禮院初

期直到今日，糧食從沒有一天缺少過！而且需求越大，資金也越多。 

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在天主上智的庇佑下，我們的事業將會不斷地擴展，而

你們和你們的子孫將會看到和分享我們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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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慈幼                    大家庭訊息 
              

 

韓大輝候任萬民福傳部秘書長及總主教話別會 

暨陳日君樞機壽辰宴會記趣 
                                                        
       二零一一年一月九日下午四時，九龍土瓜灣進教之佑堂為剛於去年聖誕

節前，獲教宗任命為萬民福傳部秘書長，並提升為總主教的慈幼會會士、前中華

會省省會長韓大輝神父舉行話別座談會、感恩祭和聚餐。 

港區教友、友好及慈幼大家庭中華區各成員踴躍參加，與韓神父話別及分

享。席間韓神父導出獲任命後的心情、新牧職的使命及向教友話別，並希望大家

為其使命祈禱。散會後，各人在教堂外欣賞由香港仔工業學校舊同學主持的音樂

演奏會。   

感恩祭於六時舉行，因信眾過多，聖堂內已座無虛席，需要在聖堂側門近鄧

鏡波學校雨天操場內，排列約十行座位以敷應用。聖祭由韓神父主禮，幾位本港

教區及慈幼會中華會省神父共祭。是週日為[主授洗節]，紀念耶穌接受若翰的水

洗禮。韓神父於訓道中，引用耶穌讓若翰授洗，以達成[全義] 的使命，作主的

僕人，即願意融入罪人中，終死於十字架上，使人類獲得救恩。韓神父請眾人為

他祈禱，讓他善為主的僕人。彌撒後，慈幼會中華會省副省會長馮定華神父代林

會長神父，再一次簡介韓神父的新工作，並領眾人頌念一遍聖母經，祈求聖母助

佑韓神父，接著與各人齊鼓掌祝賀韓神父。 

儀式後，一眾人等齊到鄰近的囍慶酒樓晚宴。當晚，進教之佑堂亦為陳日君

樞機祝壽。該晚參與人數眾多，由原先的 31 席增至 32 席。宴會於八時半許開

始，由兩位進教之佑堂牧民議會成員任司儀。首由進教之佑堂堂區議會主席崔永

泉兄弟致開會辭、侯任總主教韓大輝神父致辭後，繼由省會長林仲偉神父致辭。 

切蛋糕儀式由晚宴兩位主角—陳樞機及韓神父主持。接著由陳樞機領唸飯前經。 

是晚節目豐富，包括有香港仔尹慶源等舊同學銀樂隊演奏「詩人與農夫」及

「則濟利亞進行曲」，並致送對聯與韓神父：上聯為【總主教責任重大】，下聯為

【秘書長橋樑彰輝】、協進會仝人合唱名曲、港澳舊同學與兩位嘉賓大合照，並

由聯合會會長梁家強同學致送禮金予兩位主角。其後陳樞機、韓神父、林神父，

及進教之佑堂主任謝家賢神父上台祝酒。當晚歡愉氣氛高漲，表演節目停不了，

繼由進教之佑善會歌曲演唱、韓神父與林神父合唱【高山青】、【踏雪尋梅】、【浪

子心聲】、尤安泰蒙席與韓神父用意大利文合唱【 Santa Lucia】、【 O Solo 

Mio】，而陳樞機亦高唱意大利民歌。一位曾在法國國家劇院演出的進教之佑堂信

友翁先生，演唱意大利民歌【O Solo Mio】，歌聲繞樑三日，羸得不少掌聲。一

位女士接著上台一展歌喉，唱出悅耳歌曲。 

時屆晚上十時，謝神父致謝辭及領唸飯後經，陳樞機向在座各人祝福。宴會

在一片歡樂聲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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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大輝總主教分享會和感恩祭 

特約記者 
 

2010 年 12 月 22 日教宗本篤十六世任命韓大輝

神父爲聖座萬民福音部秘書長，並提升他爲總

主教。韓神父 1 月中離港前往羅馬走馬上任，

並於 2 月 5 日在聖伯多祿大殿獲教宗祝聖晉牧

為總主教。適逢

韓總主教於 2 月

中回港，百忙中

抽空於 2 月 19

日（星期六）在

九龍鄧鏡波學校

聖堂和禮堂向慈

幼大家庭成員舉

行分享會、感恩

祭，然後是自助

餐。當日超過二

百位大家庭成員

齊集進教之佑

堂，熱切期待的分享會亦準時於下午四時開

始。韓總主教身穿紅色長袍束上腰帶，外面披

上白衣再加小斗篷，頭戴有小穗球的紅色方

帽，全套禮服以醒目嶄新的形象出場，來到祭

台前預先準備好的座位，親切地跟大家分享。

分享會由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林仲偉神父悉

心安排。原來林神父與韓主教淵源極深，兩人

於初中時一同入備修院，一起經初學、神哲學

培育，後來並同到羅馬慈幼大學進修，及至年

前韓神父出任中華省省會長時由林神父當他的

副手(副省會長) 。而當年同班初學生起初有十

多人，及後晉升神父僅得兩人，即韓主教與林

神父。二人由青年時代至今四十多年深厚的交

情，風雨同路情如兄弟，分享會由林神父担任

主持再合適不過了。韓主教就坐之後先由林神

父介紹韓主教的一些資料，韓主教於 1950 年

10 月 21 日在香港出生於非公教家庭(後來父親

於 1984 年離世前領受恩典領了洗) ，1961 年 5

月 20 日於就讀的九龍鄧鏡波學校領洗，5 月 24

日領堅振，加入慈幼會後于 1969 年 8 月 15 日

發初願，1975 年發終身願，1982 年在香港晋

鐸。韓神父在倫敦大學取得哲學學士學位後，

又於羅馬慈幼大學僅用了兩年時間(1986-88 年)

便以優異成績取得神學博士學位，1999 年起成

爲宗座神學學院院士，2004 年起成爲國際神學

委員會成員。多年來，韓神父曾担任慈幼會中

國會省秘書、社會傳播代表、副省會長和省會

長等職務，同時在香港聖神修院任神哲學教

授，亦曾到中國多個修院教授神學。既是出色

的神學家，又熟悉大中華地區教會的特殊情

況，兼且具備豐富的管理經驗，獲教宗委任為

萬民福音部秘書長實在實至名歸，殊非偶然。

簡介後隨即進入最精彩環節，韓主教先分享他

担任萬民福音部秘書長面對最大的挑戰有三方

面。首先是要去認識這聖部龐大部門的運作。

第二是要開展人脈的關係，話說最近接到幾位

來自不同地區的教廷大使來電祝賀，並邀約與

他見面等等，不用說以前素未謀面，就連他們

的名字也念不出來，可見開展人脈關係的迫切

性。但最重要和最大的挑戰卻是教宗於祝聖晉

牧禮當日講道中所指出的，即當今「俗世主

義」(Secularism) 打擊福傳工作，人類以為自

己可以「搞掂」，於是背離天主。教宗講道時先

代表聖教會多謝五位神長願意為主的莊園服

務，表面看來田地荒廢莊稼不多，反映天主光

芒的花草可憐地凋零。教宗說人們開始背向天

主大有人在，十分真確，但教宗同時仍說「莊

稼多」。當我

們俯心自問是

否希望有一個

正義、和平、

友愛的世界？

是否意識到造

就這世界時有

許多制肘？進

而再問自己為

何有此渴求？

為何有困難令

自己無法達成

願望？其實人

心 的 確 有 渴

求 ， 卻 走 錯

路，妄想不需要天主仍可追尋到所渴望的。須

知人生於天主，必須回歸於天主，中間的橋樑

亦一定要依靠天主，所以天主便差遣工人去建

築橋樑，那正是韓總主教和其他四位晉昇總主

教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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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更特別指出工人的出現要通過祈禱，「所

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

割他的莊稼。」(路加福音 10:2) 

另外韓主教也介紹了他在羅馬的工作和生活情

況，萬民福音傳播部設有總秘書處和財物管理

處，代表教宗與世界各地教區聯系，分工統籌

全球的福音傳播工作，協調有關傳教事務。負

責有一千多個傳教區，分佈於非洲、南美洲(除

了巴西) 、亞洲、中東和大洋洲(除了澳洲) ，

佔全球約四成的教區。教廷於 1622 年設立傳信

部，至 1982 年聖部始改為現有名稱。職責包括

推動神職人員和地方教會的育成，以及協助教

會內的傳教工作，並設有傳信大學，以及透過

四個宗座傳教會進行傳教工作。萬民福音傳播

部現任部長為印度裔的迪亞斯樞機（I. Dias），

於 2006 年出任部長。身為秘書長的韓主教為萬

民福音傳播部執行前線工作的統籌人，聖部另

設副秘書長一職，專職傳教會工作。聖部每週

工作六天，由早上 8 時至下午 2 時，午膳要在

2 時以後了。辦工時間工作相當繁忙轉眼便到

了下午，需要思考的事都留侍同工下班以後靜

下來才動腦筋。聖部秘書長的職責重大，總會

帶來壓力，但韓主教深信他的職務是天主的派

遣，依賴天主的恩寵，他無須担憂可以安睡。

日中爭取做些運動，晚上約 11 時就寢，清晨 5

時起床。至於今年外訪的安排，韓主教剛探訪

完澳門，在 2 月 23 日至 28 日會到台灣，遲些

會到新加坡為姪女主持婚禮，順道探訪新加坡

教區，另外在 7 月他要去非洲参與一個重要會

議。其實韓主教個人希望一年的出訪時間表可

預早定下來，但每一個行程都有很多細節需要

磋商和協調，比如探訪的重點和目的等等，並

非即時可以確認，所以他的其他行程仍未落

實。另外聖部部長迪亞斯樞機早前代表教宗探

訪印度和越南，回羅馬後身體不適，至今仍需

他人攙扶。有些迪亞斯樞機先前答應了出訪的 
 

 

活動，相信有部分需要韓主教做代表出席了。

此時林仲偉神父透露韓神父被提名聖部秘書長

和甄選過程的有趣傳聞。雖說教宗掌握最終決

定權，但過程中自會有其他有關人士参與提供

意見。在全世界的傳教區中，教會面對最大的

困難毫無疑問是中國，於是有把強烈的聲音推

舉韓神父，列舉他才德兼備並有豐富獨特的中

國經驗，是最適合出任秘書長的人選。可是身

為慈幼會會士的教廷國務卿貝爾托內樞機

(T.Bertone)卻有很大的顧慮，皆因貝爾托內樞

機最怕沾上嫌疑，担心被人批評他偏袒同會兄

弟，他的顧慮令韓神父的提名一度橫生枝節。

直至後來貝爾托內樞機被人提醒，韓神父被提

名全因為他是中國人兼且具備獨特的中國經

驗，不應考慮他慈幼會會士的身份，貝爾托內

樞機才放下心中疑慮，最終韓神父獲教宗委

任。韓主教也會心微笑，認同林神父講述的傳

聞可信性甚高。分享會最後一個話題是請韓主

教就教友流失問題給予忠告。其實韓主教對香

港是樂觀的，每年在香港領洗的成年人數目不

少，約有一千六百至二千人。但持續上聖堂的

人卻沒有增加，否則每過幾年便要開新聖堂以

容納每年增加的新教友，這的確反映出有些問

題。於是韓主教提醒大家反省自己究竟相信什

麼？香港是一個富裕的社會，單是衣着或飲食

潮流，又或旅遊的新選擇等等，都佔據了我們

更多時間和精神。所以教友要提高質素超越分

心的事物，不要隨波逐流，教友家庭要進步，

重視教會傳統生活，應去福傳和努力有系統地

認識自己的信仰，要將信仰實踐在生活中，即

使困難仍是值得的。韓主教亦強調我們必須祈

禱，並引述教宗精彩的講道內容，教宗訓勉大

家深化祈禱的個人幅度，「是與天主更深的聯

系，我和祂的奮鬥，我對祂的尋找，我向祂的

感謝，我在祂內的欣悅。」訓勉精闢而鏗鏘有

力，值得大家反覆思量全心操練，使自己進入

更深度的祈禱。至此分享會正式完畢，接着由

韓主教主祭、多位神父共祭特敬聖母進教之佑

的感恩祭隨即舉行，韓主教講道中語多訓勉，

大家亦誠心為他祈禱。彌撒後一眾走到一樓禮

堂享用自助餐，加上鄧繼騰學長送出祝賀韓主

教升任聖部秘書長的特大蛋糕，席間又有慈幼

會修生演奏助興，中段時更有特別嘉賓陳日君

樞機到臨，令聚餐更加生色，其後各團體和學

校教職及舊生分批與韓主教合照留念，慈幼大

家庭一天豐盛的活動至此完滿結束。祝願韓主

教身體健康主寵日隆，福傳事務發展一日千

里，他日後亦能經常回香港與大家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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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Jolly Good Time 
Lai Wai-Man, ATS65 

If I ever had to be stuck in a very long line, I 

would like to be stuck there with my ATS 
schoolmate buddies and superiors. It wouldn’t 

matter what we were waiting for or how long it 

would take to get there. It wouldn’t even matter if 

it was the kind of line we had to camp out on 

because it went round the block. Those guys are 

excellent company. 
 

In the last 11 years, The Committee for the 

Appreciation of Senior Salesians (CASS) in B.C. 

Canada surely did their share showing their 

appreciation toward our senior Salesians who in 

their younger days selflessly sacrificed their entire 

youth to nurture and make our lives in later years a 

lot easier. 
 

Last September/October (2010) CASS as in the 

past, together with ATS60 and ATS66 invited a 

few of them to North America to celebrate their 

Silver and Golden Jubilee of Profession. And I 

have the honor of playing host to four of them in 

New York City at the last leg of their N.A. 

celebration after their sightseeing stops in 

Toronto, Montreal and Quebec where they 

embarked on a cruise for Boston, Ma. 
 

I personally know the four of them pretty well. 

Bro. Dong Sai-Wing was my C-grade football 

coach for two years (we won the Inter-School 

championship in 1962). Fr. Wong Kin-Kwok was 

my dormitory supervisor for three critical 

formative years. Bro. Lo Wing-Tak who graduated 

from the Carpentry and Joinery Dept. was the 

assistant workshop instructor in my final year at 

ATS, and Bro. Wong Kin-Kwan was famed in 

those days for his table tennis and gymnastic 

skills. 
 

Their 

week in 

NY was 

very 

enjoyable 

to say the 

least. We 

had 

dinner 

gathering 

with the 

four ATS alumni living in NY (Fung Sai-Wing 

ATS67, Hung Chui-Lam ATS74, Lai Wai-Choi 

ATS84 and yours truly).  Leafing through the 

photo albums brought back plentiful of sweet 

memories of the good old days. 
 

Manhattan boat cruise on the East River and 

Hudson is a must for any visitors to The Big 

Apple. Thanks to modern technology, the memory 

card captured plenty of pictures of Wall Street, 

Statue of Liberty, Rockefeller Centre, St. Patrick 

Cathedral, Time Square, United Nations, just to 

mention a few. 
 

A day driving through the scenic Hudson River to 

Harvestraw, the site of the Salesian Retreat Center 

and Youth Camp was delightful. The spectacular 

Fall foliage with hues in Yellow, Red, Brown and 

Green was something out of this world. At the 

Retreat Center, Bro. Dong bumped into his long 

time friend Bro. Henry from Holland whom he 

worked and studied with back in the 50’s. You can 

imagine what it was like when they greeted each 

other after all these years. 
 

No visit to the U.S. East Coast is complete without 

a trip to Washington D.C. On route we stopped at 

Philadelphia to pay our respect to the Liberty Bell 

and Independence Hall. The D.C. was no 

exception, there was plenty to see. In the course of 

two days- The White House, U.S. Capitol, Air 

Space Museum, Lincoln and Jefferson Memorials, 

The Vietnam and Korea War Memorials, the 

beautiful Potomac and Chesapeake etc. all 

recorded our footprints.  All in all it was a very 

fulfilling experience.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ir East Coast visit, after 

security checks, I watched their backs as they 

walked toward the boarding gate. I cannot help 

thinking what my physician classmate once told 

me: the average human has about 100,000 

heartbeats a day. I dare say those four whose 

backs I am looking at may not have more of them 

than the rest of us; but each one is powered by a 

purpose – a desire to invest in the future 

generation. The week with them made me more 

appreciative of their investment in us. They had a 

good time but above all it was I who had a really 

goo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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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Denis Martin Remembered 
 

It has been five years since our beloved Fr. Martin peacefully passed 

away in his sleep at 86. On this 5 th anniversary, past memories of Fr. 

Martin suddenly rushed to mind. So how shall we remember Fr. 

Martin, this dedicated priest who came to China as a young 

missionary at 19 and adopted China as his motherland. 

 
Fr. Martin stands tall in our memories. When I think of him, I 

remember a natural leader – someone who inspired us with his belief 

that our best days are still ahead and his confidence in the 

indomitable spirit of the Salesians. 

 
From his mother he learned the value of prayer and his childhood 

experience the value of hard work and ambition. 

 
Fr. Martin who had faith, not just in his own abilities and his own 

destiny, but in the possibilities of every life. The positive spirit that 

carried him forward was more than a disposition, it was the optimism 

of a faithful soul who trusted in God’s purposes and knew those 

purposes to be right and true. 

 
Those who knew him all remember his largeness of spirit, his gentle 

instincts and rectitude demeanor that drew others to him. Let us all 

be grateful that such a man came along when we needed him most.  

 
He might not have been a perfect man, but he tried to reach higher, to 

understand what God wanted of him. He was a unique person who 

carved out a distinguished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a 

Province. 

 
Fr. Martin stood for a lot of things, but if we really had to 

encapsulate what he was all about, his legacy was that he inspired 

courage in everyone around him and as a result he changed our lives.  

 

       “Behold, I am the handmaid of the Lord.”   ─ Luke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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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請 通 功 
 
 

 

 

 

 

 

 

          

 

 

 

 

 

 

   敬 請 通 功 
 

 

 

 

 

 

  易耀堅同學 
 

      1956  - 2011 
 

 

 

 

 

 

黃閩峰同學(ATS 1954) 聖名若瑟 Joseph，於 2011 年 2 月 

20日 上午七 時，因病平安息勞歸主，終年 77歲。 

黃閩峰同學於香港仔工業學校畢業後，從事有關電機工程之

工作，先後在香港大學、牛奶公司、信昌機器工程有限公司

任職；自 1966 年起正式加入中華電力公司工作至 1993 年退

休，其後與數位朋友共組［永聯工程公司］。 

黃學長熱衷話劇，求學時已多次粉墨登場。畢業後亦為舊同

學會話劇團之中堅份子，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唯肖唯妙，其

中以反串老夫人一角，尤為一絕。近年來學長雖有病在身，

仍常常參加約兩月一次之［魯仲衡］聚會，十分難得。現黃

閩峰同學已離開我們，各人深感惋惜，請各同學為他祈禱。 

 

黃閩峰同學 
 

1934 - 2011 

易耀堅同學 John (ATS1974)，於 2011 年 1 月 9 日

離世，享年 55 歲。 易耀堅先生於一九六八年以華

文生的身份進入香港仔工業學校就讀小學六年級。

由於他處事甚為圓滑，自小便深受老師及同學的愛

戴。耀堅非常熱愛足球運動，畢業後對足球運動興

趣依然不減，經常組織足球比賽。畢業後，進入太

古船塢學師，滿師後耀堅在船塢服務了兩年便往行

船，其間累積了很多實戰維修經驗。在九一年投身

酒店行業，轉瞬已有二十年，位居總工程師及技術

部主管，深受同事愛戴。 

耀堅為人風趣，疼愛家人，正直及略帶幽默的談

吐，常待人以誠，經常樂於助人，且相識滿天下。  

耀堅的突然離去，令我們大家非常心痛！痛失摯

友，百感交集。願天父祝福耀堅，主懷安息，求上

主安慰他的家人，安樂渡過沒有耀堅陪伴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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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華留港        鮑思高同學會 

 
   

澳門粵華中學留港幹事會辛卯新春團拜簡記 
林兆熊 

幹事會每年皆於新年春節期間，舉行團拜以聯絡校友們的感情。今年，辛卯年之團

拜日期為主曆 2 0 1 1 年 2 月 1 9 日，地點在香港北角新都會皇宴二樓福州廳。原定為七

席但因臨時出席的校友眾多，臨時加開一席合共八席，為歷年之冠。尤其難得的是有六

位近屆畢業的同學出席，其中莊家俊同學更擔任全港大學澳門學生會會長，而另一位鄧

子聰同學則任該會之市場拓展一職。  

當晚出席之嘉賓有江志釗神父、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代表黃子康先生、慈幼

學校鮑思高同學會代表李偉群先生、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鮑思高同學會代表葉偉就先

生。節目開始由劉能旺同學領唱校歌，潘澤生同學致歡迎詞，江神父致訓詞時鼓勵同學們

參與在本年三月十七日會祖鮑聖之聖髑訪港的一切活動。席間有抽獎活動，司儀同時宣佈

林文瑞神父在四月二日達九十八歲高齡，屆時幹事會將聯同有興趣的同學回校，替他老人

家祝壽並參觀新校舍。最後由吳澤衡同學致謝詞。宴會在十時左右宣告結束。  

 

    
 

澳門粵華中學慶祝建校 85週年活動簡記 
 

校慶當日上午 8 : 3 0 在母校聖堂舉行感恩祭，由梁熾才神父主禮，劉志剛神父共

祭。彌撒後由梁神父主持陳基慈神父銅像揭幕禮及祝聖禮，其間由林文瑞神父簡述陳基

慈神父從創校人廖奉基女士手中接掌粵華中學之經過。禮成後在教員休息室共進雞粥加

油條早餐。 1 0 : 3 0 在千禧館禮堂舉行慶祝由高中三年級同學演出話劇主題為「謙遜」

之後頒發校慶壁報比賽優勝獎。晚上 7 : 4 5 在萬豪軒酒樓舉行聯歡大聚餐，筵開 8 3

席。席間有抽獎、武術表演、舞蹈及頒發長期服務獎給得獎老師，而畢業 50 週年之勤

社同學，送贈一幅由莫國興同學所繪畫及題詩之校花—紅棉樹給母校，由校長李益僑神

父接受。宴會直至 1 0 : 3 0 宣告完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