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幼會總會長查偉思神父 

 在全球鮑思高同學聯合會第四次大會上的講話 

 

 
鮑思高神父的舊同學分三種： 

a) 其中有些人只記得曾入過慈幼會學校，對他們的生命卻無任何影響 (好似生命中任

何的一些軼事) 。 
 

b) 有一些認同入過慈幼會學校係一個恩賜。在這些人中很多人沒有參加舊同學會，但

是都很樂意隨時幫忙。 
 

c) 又有一些同學認為分擔慈幼神恩，是他們的責任，因為他們認為 認識鮑思高神父，

為他們是一個大恩賜，因此要參與他的使命，使社會也分享這些價值觀。 
 

d) 更有一些同學認為，分擔這個慈幼神恩，係佢地生命計劃之一，因為假若他們與 (c 

& d)無緣，即是對那些價值觀和責任要求，沒有付出相應的努力， 同學們，你們如

何能達成普世舊同學會聯合會的要求？ 

 

對這個社團、這個聯合會要求些什麼？ 

1) 一體化：要求全體舊學生參與 (特別係包括那些入過我們學校及機構的學生) 
 

2)  培訓：我們的世界正處於一個變化快速，其程度比擬超聲波的速度， (我們不能不

跟著而變成陳腐落後的一群)。假若我們想爭取一個社會地位，我們應該有些專業人

材；品德高貴；社會公職 (一個實在既計劃：今日我們想點..). (我們要怎樣 ) 

 

副總會長－白康寜神父，在他的導言中，曾強調我們應該臨在我們生活的地方，這已說

明我們要在工作崗位上服務和工作。這工作也要求慈幼會士參與。 

聯合會的責任：維護它的身分，團結、提升士氣，所以會章必須寫明這些章則，一如這

個計劃上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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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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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禱 後 訓 話 
 

 

 

我們有兩間居屋：一間叫華道角，我們眾人都在那裡出生  ( 因為我們是一個傳教大家

庭 )，它是我們的祖屋！而你們現在所站着的地方，係鮑思高神父繼任人所住的地方，

希望你們住得舒服，雖然你們來自不同國藉，不同宗教，但是我們都有着同一個父親！

現在我想同你們分享三個思想.... 今日我們舉行了一台很精彩的彌撒.... 今朝我們真

有福氣，可以係一座以華麗、高貴絕倫的聖殿舉行彌撒，更不可思意的，係在聖伯多祿

的墳墓上舉行， 他曾說：袮是基督，在袮內有一切答案。我們大部份的舊同學 (幾乎全

印度、中國、泰國 )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幾乎全部都是鮑思高的朋友... 宗教本身就有

責任促使世界成為一個更有人性、更正義、更和諧的地方..... 但是事實上今天有一種

趨勢，想把天主從政治及人心剔除或者主張宗教原教旨主義者，不只是印度教、伊斯蘭

教、最痛心的是、甚至連基督教也走上這原教旨主義....信仰本身的角色係社會性和大

公性的！！！它的功能係令世界變得更人性化！ 
 

1) 信仰及宗教的角色係使世界變成一個更正義的社會有些社會價值是我們該以不惜任

何代價都要維護的 

- 生命 和生命的意義由出生到死都係神聖既，青年人之所以自殺，係因為搵唔到生

命的意義和有素質的生活....又有一些人自殺係唔知生命是怎麼一回事，或者

因為受到殘酷的環境或飢荒的折磨.... 生命係神聖的，我們應該保護上主的創

造 ( 生命 )。 

- 自由：今天的青年人表面似民主，但實質獨斷獨行─ 意思係話因為無自由，欠缺

全體合作，所以不能將這世界改好，維護自由係全體的工作。 

- 真理：我們由多元論走向相對論，各人有各自的真理，這些學說帶我們趨向虛無

主義，社會便會解體，但最受傷害的人是誰？肯定係青年！！！真理不只限於

科學，亦有神學一面的及情緒方面。 

 

2) 我們要擁有偉大的價值 

舊同學有何特徵，我們可以邀求他們什麼？ 

 專業：若要有能力面對任何問題，可以回應任何問題，應該係一個內行人 (專

業)，這樣的人才可以影響社會，今天的社會係高度競爭的社會，我希望我既舊

同學能在各方面都專業：政治、藝術、經濟。 
 

 道德良心：一個有品德既人 (聖善的生活、愛護自由、真理) 

 社會責任感：唔應該只顧個人成就，要兼顧大眾的利益。我們要建設一個更好的

世界，因為係可能做到又係我們的責任。          [何廣凌神父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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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思高慈幼           大家庭訊息 

 
一年一度的慈幼大家庭聚會 

 

親愛的校友及家人： 

主內平安。 

由於今年不少會士因參與「普世青年節」或「東亞澳區傳教策勵會議」，

八月中旬不在香港，因此我們把一年一度的慈幼大家庭聚會，順延至八月二

十七日（星期六）舉行。 

當天我們會慶祝多位會士兄弟和姊妹發願或晉鐸的特別週年紀念，而彌

撒將會由本年慶祝晉鐸五十週年的陳日君樞機主持。 

讓我們整個慈幼大家庭一起慶祝，與這些兄弟姐妹，同頌主恩，並且見

證他們每一個的聖召故事，以激發年輕人追隨聖召的決心。 

是次慶典詳情如下： 

為使籌備小組妥善地準備慶典，懇請各位嘉賓與秘書處 張錦鴻 (852-

9415 8341) 聯絡報名。 

讓我們懷著喜樂的心，延續鮑思高神父來華的恩寵，在家庭聚會中，重

申我們的奉獻，和為青年服務的決心，並懇求聖母，使我們恆心到底。 

願天主的恩寵藉這次慶典，豐厚地降臨於閣下及閣下的家人身上。 

天主保佑，主愛常存！ 

主內的 

LEUNG Ka-keung, Kenneth (梁家強) 
President,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Don Bosco Past Pupils 

日期：2011 年 8 月 27 日（星期六） 

時間 地點              活動主要內容 

2:00p.m. 進教之佑堂聖堂側翼 慈幼大家庭聚會－聖召推廣 

主題：生命的朝聖旅程 

訪問嘉賓：世青朝聖團、各位慶典主角 

3:30p.m.                     休息 

4:00p.m. 進教之佑堂聖堂 感恩聖祭－陳日君樞機主禮 

7:00p.m. 土瓜灣囍慶酒樓 家庭晚宴 每位席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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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                  同學聯合會 

 

二零一零年度週年大會 

Annual General Meeting for the Year 2010 
 

舉行日期 ： 2011年 4月 17日（星期日） 

舉行時間 ： 下午 2時 30分 

舉行地點 ： 新界葵涌葵合街 30號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 議 程 － 

(1) ＜開會經＞  

1.1  領誦開會經 - 何廣凌神父 

1.2  頌唱『青年慈父』 - 全體 

(2) ＜致詞＞  

2.1  致歡迎詞 - 伍少梅校會會長 

2.2  致開會詞 - 梁家強會長 

2.3  省會長致訓詞 - 林仲偉省會長 

(3) ＜省覽及通過事項＞  

3.1  聯合會會務報告 - 梁家強會長 

3.2  聯合會財政報告 - 莊鵬 

  3.2.1  通過本年度（2010 年）財政報告 - 核數校會（慈幼、聖類斯校會）  

3.3  鮑思高服務中心報告 - 陳静儀 

3.4  各小組報告 - 見附頁 

3.5  各校會會務報告 - 各校會會長或校會代表 

(4) ＜拍照、小息＞  

(5) ＜商討事項＞  

5.1 「聯合會在 2011 年的活動展望」   - 梁家強會長 

5.2  聯合會(2012 – 2014 年)常務委員選舉   -  

5.3 聯合會發展與活動方向   -  

5.4  對舊同學的培訓   -  

(6) ＜省會長分享及訓示＞  

 主題：總會長的鍼言－鮑思高神父與青少年 - 林仲偉省會長 

(7) ＜指導神師致訓詞＞ - 何廣凌神父 

(8) ＜其他事項＞  

(9) ＜散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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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鮑思高        同學聯合會 

 
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2010-2011 年度 

會長報告 

（撮 要） 

前言 

 多謝大家出席同學聯合會週年大會，本人獲推選為會長一職已近二屆任

期，新一屆內閣將於今年冬天誕生。回想任內曾統籌及参與二次赴意大利朝

聖，參與世界同學會大會，籌辦鮑思高直資小學，參與、協助及策劃近百個

活動，此種種活動實有助推動同學聯合會的核心價值，反思同學會作為合作

者的角色。  

 

現況 

 鮑思高神父聖髑來華使同學們重新燃點對會祖的熱火及回應聖召，

各同學會的參與及支持使我覺得同學會的發展充滿希望及期待更美好的

發展。 

 

展望 

 新年度的發展，祈望與鮑思高服務中心合作，推動同學們對社會的

貢獻，關心身邊做神長及校友，在靈修方面，舉辦更多的培育活動，同

時在配合特區政府教育改革的大前題下，同學會校友校董的培育、小學

同學會的身份及大家庭的歸屬感，均將成為同學會的重要課題。 

 

 期望大家庭的團

結及諸君履行鮑思高

弟子的責任成為同學

聯合會的發展重大動

力。 

 

 

書於歲次辛卯初夏 

梁家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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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鮑思高                  同學聯合會 
 

 
 

教友如何在教會內去擔當傳揚福音的使命 
黃建霖 

 
各位神長、各位執事： 

今天本人好榮幸，在這個場合與各位會面，通

常是教友避靜由神父講道，而今天是神父月省

中請來教友分享，實屬不尋常的，亦是一個好

開始，我不知有什麼要與神父們分享，後來劉

德光神父建議我只將我以往的生活來作分享便

可，我又將楊副主教給我的一封指示作參考，

於是便決定以我的過去來印証一下教友如何在

教會內去擔當傳揚福音的使命，作為今次分享

的資料。我在籌劃今次的分享，我將我的三個

重點作為骨幹，就是： 

一. 我對一段聖經特別喜愛，當我到聖堂時，

我常常將該段聖經反覆思量，覺得它最能啟發

我的過去及引導我聯想將來應做的事，這就是

若望福音第十五章有關葡萄樹的比喻，相信每

一位教友對該段聖經都聴過及讀過，何況是神

職呢？所以我不會在此宣讀該段章節，我時常

黙想究竟我在葡萄樹的枝葉上擔當着一個甚麼

的角色呢？是壯健的枝葉呢？還是一條枯枝

呢？再想一下聖保祿宗徒說過：「你若不去傳

教，你便有禍了」。兩者合併一想，真能啟發

我的深思。 

二. 今年是教友年，今年的主題是：「來，跟

隨我」！並分成三個階段：就是召叫，共融和

使命。 這個主題是我今天與各位分享的有莫

大的關連的。 

三.在我的生活歷程中，出現了五位神職，他

們正影響著我的一生，令我生活有很大的改

變，他們可說是天主派給我的天使，我衷心感

謝祂。 

我先向各位自我介紹一下，我是黃建霖，現任

教友總會會長，我早在 49 年由中國大陸來到

香港，當時，我是一個既頑皮又任性的邊緣兒

童，後來在 50 年代初我考進了筲箕灣慈幼學

校唸書。我記得當我進入慈幼學校時，一位神

長在一次訓話中說，每一個進入慈幼會學校的

學生都是聖母帶他入來的，最初我對這句話沒

有什麼反應，但始終銘記在我心中，揮之不   

 

去，實在我就是一個好例子，我生長在一個無

信仰的中國傳統家庭，沒有機會聆聴到天主的

聖言，但當我進入慈幼學校之後，在一個偶然

的機會，有一位負責管理聖堂的修士接觸我，

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到聖堂望彌撒，我在無可無

不可的情況下便跟隨了他，他陪伴我一起祈禱

及唱聖歌等，當時的彌潵是用拉丁文的，教友

則在聖堂內一起唸早課等經文，於是他給歌書

及經書，我用心地照讀，第二天他仍約我與他

一起去望彌撒，久而久之，我習以為常，最

初，我對經文可說是一無所知的，後來熟讀

了，便開始產生興趣，覺得一起誦經在心內很

平安及很開心的。每天便集以為常地跟着他去

望彌撒，最後我更參加了道理班。由於我父母

都是沒有信仰的人，間中大節日更會拜祖先和

拜神，因此我父親不賛成我信天主教，但我說

我只是去參加道理班而不是入教，所以他們亦

不反對我了，後來慕道完畢，便要決定是否接

受洗禮，因為我知道，只要我向父母談及信教

的事，他們必然反對，由於我父親與我一位同

班同學的父親為好朋友，他們亦是天主教徒，

我便趁此機會向父親提出，某某都是天主教徒

啦，他們亦很好呀！最後，父親便對我接受領

洗的要求便不再反對，終於在 53 年的聖誕前

夕接受了聖洗聖事，當天晩上子夜彌撒中我第

一次領受了聖體，當時我真的感受到聖母是將

我引領到慈幼會學校，她的眷顧及上主對我的

恩典，就在我身上臨現了，當時我回想過去的

情況，我自然在眼中流出淚水，感動得無法自

制，我在心中對聖母說，我應為以前的頑皮作

出補償，我希望日後要為天主作更多的工作來

回補我以前的過失，就是這樣，便奠下了我作

為基督徒，將我自己往後的日子向主作出回報

的基礎。這位修士便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天使，

他沒有做了多大的工作，他只是履行了天主要

他作為召叫的工具，天主自行會將這件工作結

出果實。 

註:黃建霖為筲箕灣慈幼學校五十年代同學,現任教友總會會長,於
2011 年 1 月 26 日上午十時在主教座堂的神父月省中的講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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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領洗後，我便參加了學校內的輔祭會及其

他為教友而設的善會，並且擔當會長的職務，

開始我在教會內與其他人一起共度宗教的團體

生活。有一天，我所隸屬的筲箕灣聖十字架堂

有兩位聖母軍團員到我家中探訪，他們說是代

表著本堂余遠之神父來找我的，表明余神父想

在堂區重組輔祭會，希望我能帶一班慈糼學生

與聖十字架學校的學生合組輔祭會，當時我沒

有多大的考慮下便立即答應了，這就是我進入

堂區工作開始，而且得到余神父大力的支持，

使我在短短的兩個月內成功重組，在 1956 年

的堂區瞻禮上新的聖體輔祭會便宣佈成立了，

雖然我己離開了該輔祭會，但該會在堂區時至

今天己奠下了 55 年的歷史，使我回想起來亦

感到安慰及感恩。 

由該段時間開始，我感受到天主的安排真的美

妙，天主以我作為祂的工具，影響了我的兩個

妹妹及父母，後來他們亦接受了天主的召叫，

領洗入教，一家人享受著公教家庭的生活，與

父母一同去參與彌撒，是多麼的幸福啊，那時

我再一次感受到聖母在我身上所作的一切，我

深深的感謝她。余神父便是我遇到的第二位天

使，是他引領我由學校進入堂區工作，亦是因

為他給與我機會享受著堂區的團體生活，他不

但如此，他亦促成了我的家人都願意接受主而

受洗入教，他對我的照顧及恩惠，令我畢生難

忘，我在他身上吸取了不少經驗。 

當我在輔祭會其間，因為部份會員年紀開始長

大，不合適做輔祭，於是與當時的本堂陳伯良

神父洽商另組一個聖體公青會（即公教青年

會），使到全體年齡較大的會員得以繼續為堂

區工作，並負起管理及指導輔祭會的運作，陳

神父同意，但他將會被調離堂區，因此他與下

任本堂黃景賢神父交代，當黃神父到任後，他

第一件事便約見我們，我們表達意願後，他立

即應允，並囑我們代為開設堂區主日學，神父

的原意是主日學只能收取教友家庭的兒童，其

他的暫不收取，這件事我們不大認同，我們認

為主日學可以開放門戶，讓更多不認識天主的

兒童有機會接受主的福音，但神父堅持他的意

見，我們只有聴命，依照神父的意願，便成立

了堂區主日學，為區內教友們的子女舉辦初領

聖體班及道理班，參加人數達 200 到 300 名兒

童，神父對我們說：筲箕灣教友子女實在不

少，若我們不照顧他們的成長，他們長大後堂

區便會流失不少的青年教友了。那時我們才深

深領會到神父的堅持與立場，我們的聴命亦做

就了這件事的成功，黃神父的遠見更令我們全

體成員非常佩服，亦成全了堂區在兒童信仰上

的一種動力，後來學員長大，我們為男女的兒

童分別成立了善會，為堂區的兒童組成了一個

信仰的培育基地，每逢主日下午他們必到聖堂

參加主日學或善會活動，如是者我們維持了約

十年的光景，每個主日如是，從不間斷。青年

們能在堂區慢慢成長，可為他們建立對堂區的

服務精神及歸屬感，可說是堂區不可多得的一

大資產。黃神父又是我遇到的第三位天使，他

對我們的關心，他對青年人的愛護，他辦事的

能幹與及他的遠見及堅持的決心，使我又吸收

了不少堂區工作及人生的經驗，令我得益良

多。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各堂區便紛紛成

立了堂區議會，我本人亦當選為聖十字架堂堂

區議會會長，因此，我便有機會出席教友總會

（當時為教友傳教總會）的評議會，會議中可

接觸到很多教內的前輩，向他們學習。於 1980

年初被選為教總幹事，擔任司庫一職，兩年後

亦被選為會長任期達四年之久，另外按章再擔

任四年當然幹事，合計起來，在教總工作又足

足十年，之後我亦有擔任其他的工作，例如：

基督君王節的籌委會主席、教會展覽籌委會主

席等，在堂區亦擔任堂區慶祝 80、85 及 90 周

年慶典籌委會主席等。直至 2008 年教友總會

為慶祝成立金禧而設的籌委會中擔任主席一

職，最後亦被再選為會長。 

我在十字架堂期間，林志遠神父在聖十字架堂

擔任本堂，他與教友打成一片，他愛護教友及

全心全意的幫助教友人的熱誠，這是我們親眼

目睹的，他對青年的關心，尤如父親對待子女

一般，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他離開了聖十字

架堂數十年，當時的青年時至今天每年在他的

主保瞻禮前後，都會為他組織飯局，為他慶

祝，以示對他的敬愛及關懷，每年如是，從不

間斷。我在他身上我們學習了很多待人接物的

道理，有他的臨在，我們在堂區工作要達致一

個共融的團體，可說是事半工倍的。他便是我

遇到的第四位天使了。 

教友總會的工作相信各位知之甚詳，不用我在

這裡再細說了，教友總會是一個與其他教友組

織不同的團體，因為其他的教友團體以自己的

宗旨去完成福傳的工作，教總的工作宗旨是聯

繫、交流及協調宣揚福音的事工，對象是各堂

區的堂區議會或牧民議會及教友組織，亦即是

說是全體教友，因教總的工作對象或多或少都

與堂區有直接的關係，教總透過評議會或聯繫

方式與堂區接觸，提供一切福傳的媒界給堂區

使用，並為堂區設立培訓課程，教總並不會直

接參與堂區的工作，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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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是一個同行者，透過堂區的活動帶出福傳的

訊息，共負責任，完成福傳的使命。當然，我

們在工作或接洽中，不時都會遇到一定的因

難，但我們亦不能時時如願的，因為我們有我

們的計劃，堂區也有堂區的歷程，若堂區不能

配合，我們的工作計劃便不能成行的，只要各

方都能互相體諒，一定有合作的空間以達至共

融的。但在教總工作期間，令我擴濶了我的視

野，接觸層面大了很多，給我對工作上得到前

所未有的收益。 

駱鏗祥神父是我與他合作的時間最長，在教總

十年間，他擔當神師，我在聖十字架堂期間，

他是本堂主任司鐸，他的肯幹及循循善誘的精

神，我在他身上亦學到了不少對工作的認真態

度，亦令我欽佩。他又是我遇到的第五位天使

吧！ 

現在讓我向各位分享一下我在教會以外的工

作：我本人曾擔任過兩份工作，第一份是在銀

行工作，另一份則是在一間大機構擔當財務及

投資部的主管工作。我將我在教會工作的經驗

帶到我日常的工作團隊中，我本著基督的精

神，對同事們的關心、照願及引導，希望同事

們能在我身上看見基督的影子，我從來不喜歡

在沒有信仰的同事面前講論天主教的道理，免

得他們說：「你又講耶穌」，導致弄巧反拙的後

果，而希望他們認識到基督徒做事是依照良知

及無私的關愛，讓他們了解到基督徒的本質，

潛移默化地對基督徒的了解，我只在我的教友

同事中給與他們的指引，勸導他們參與教會的

活動，這方法是可行的，其次我亦利用午餐休

息時間與一些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同事一齊分享

下聖經章節的看法，進行交流，這樣做可增加

互相的了解，增進共融的機會，他們看到上司

都與他們一同研讀聖經，大家無分彼此討論，

都很是開心。我認為我們不能操之過急，只問

耕耘，播種，天主自會安排收成，這正反影了

葡萄樹比諭的真諦。在我工作中亦有兩位同事

參加慕道班，領洗入教，雖然不是我直接向他

們游說，但我相信這是上主的作為吧！我認為

教會的團體著重神修是非常重要的，若無神修

作為基礎，這己不算是教會的團體，因此，凡

參加教會團體的成員，一定有很多機會讀經、

祈禱，在團體中成長的教友，對信德的維繫一

定比沒有參加團體的教友强得多呢！其次是團

體需要舉辦活動時，往往是一個很好的增强神

修的機會，因為在籌辦活動的同時，學習的機

會便隨之而來，例如：當我們在團體中籌辦一

項神修的活動時，我們需要找尋聖經章節，先

行研究等，因此我們本身己是得益良多；又例

如，在籌辦一個訓練課程時，策劃者首先要自

我學習，捜集資料，這又是一個很好的增進神

修與學習的機會。一般教友對神職人員的奉獻

精神，都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他們接受了主

的召叫，奉獻一生為主服務，甚至離郷別井也

在所不計，他們犧牲一切，終其一生，全為傳

教而努力，他們的精神無可代替，他們努力學

習，進修，全為主作出奉獻。但教友又如何看

待神職呢？我舉一例子，有一次，我聴一位獨

居的老婆婆在分享時的一段話，他說：她有腰

酸背痛很令她飽受痛苦，終日不寧，她雖然不

大認識她的本堂神父，但她亦賞詴致電到堂

區，希望神父可代她安排入住教會的安老院，

在致電其間，剛好是本堂神父接聴電話，神父

不問明原由便囑她立刻來見他，見面時，神父

了解一切後，便對她說，現時安老院床位不

多，不一定能代她辦妥，是需要輪候的，神父

於是又安排了堂區的工作人員及社工，按時探

訪她，盡可能給與她一切的協助，一天，天氣

寒冷，神父購了一部電暖爐親自送到她的家

裡。最後她感動地說，神父只知道她是堂區的

教友，在第一時間都肯接見她，令她非常感

動，雖然神父現時尚未能代她找到入住安老院

的床位，但她亦非常感謝神父的熱誠。剛才的

一件事例，足以令那老婆婆時常把這事常掛在

口中稱讚那神父的作為。相反，若神父在電話

中缺乏親切及關心，表現冷漠，那麼，整件事

情便有不同的結果。這就是說，神父的一舉一

動，都能令教友的印象有不同的反應。 

最後，我想與各位總結一下，在我過往的生命

中，聖母是帶領我進入一所天主教的學校中讀

書，使我有機會聆聴到天主的聖言，更將我的

家人引領進入主的羊棧中，使我能享受著公教

家庭的生活，後來又安排我在堂區及教區工

作，使我能為青年人服務及給與我機會接觸到

更多教會前輩，擴濶了我的視野，並派遣多位

天使來引導我，協助我成長，令我深感天主上

智的安排是多麼奧妙啊！這便吻合了教友年的

召叫、共融和使命的標題了。我常用這段葡萄

樹與葡萄枝的比喻，作為我日常的反省，究竟

我自己在菊蔔樹中擔當着一個什麼角色，我們

的工作只是將營養輸送，天主自然會將它結成

果實，相反的話，我們便會被人丟棄投入火中

焚燒了，最後亦體會到聖保祿宗徒的教訓，

「你若不傳教，你便有禍了」。就以此作為上

主對我的提醒吧！多謝各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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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鏡波學校 鮑思高同學會 

 

 
鄧鏡波學校 1971 工業部畢業生聚餐 

Tang King Po School Re-union dinner of the graduates of 1971 

 Technical Section 

 

鄧鏡波學校 1971 工業部畢業生現籌辨畢業四十年聚餐 

擬定在 2011年十月/十一月舉行； 

若有 71工業部畢業校友見此訊息，有興趣者請聯絡以下校友： 

陸順圖 davidluk@chbank.com  9423 4516 

金明生 mskam@emsd.gov.hk   9348 5646 

 
 

鄧鏡波學校舊生發初願加入慈幼會 

鄧鏡波學校兩位舊生─梁保得（陳鴻基神父年代

的學生）、蘇銘康（近年的畢業生）已完成了一

年多的訓練，已於 5 月 6 日（五）【沙維豪瞻

禮】在菲律賓宣發初願加入慈幼會，隨即會回港

於筲箕灣慈幼會修院開展三年的哲學階段。請大

家為兩位舊生祈禱，但願天主賞賜這兩位年輕修

士恆心到底的恩典。 
 

鄧鏡波學校何家輝神父 

 
 

鄧鏡波校友足球聯隊招收新隊友 
 

各位波記師兄弟： 
 

九龍鄧鏡波校友足球聯隊新一季開始招收新隊友(2011/7-12)，以波傳情，如你

或有師兄弟有興趣加入（至少四十歲），請把握機會於 2011/6/25 前與本人聯絡 

(Steve@wahgar.com.)！ 
 

敬請代為廣傳眾師兄 弟！ 

   
 

感謝，祝安！ 
 

Steve 

校友莊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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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       鮑思高同學會 

 
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慶祝聖母進教之佑瞻禮 
莫次麟 

 

每年一度由 ATS「魯仲衡」舊同學籌辦之進教

之佑瞻禮慶祝聚會，一如往年於五月二十四

日在九龍鄧鏡波學校內之進教之佑堂舉行。

上午十點半先舉行感恩祭，彌撒後約十二時

茶敍。當日感恩祭由張默石神父主禮，宋雲

龍執事襄禮，老家發担任輔祭，何兆泉負責

領經，李聚權及筆者讀經，並得陳達明司

琴，幕後有莫德源及黃子康負責聯絡、統籌

及準備禮儀和祈禱小冊子。當中服務的絕大

部分都是五十年代畢業的資深學長，個個經

驗豐富、駕輕就熟，使彌撒和習練善終得以

在虔敬的祈禱氣氛下暢順地舉行。 

 

這每年的慶祝聚會已有超過二十年的歷史，

當初由幾位資深的學長倡議，得到其他舊同

學支持而開始。既可重温當年學生時代在 ATS

敬禮聖母的隆重慶祝，並且習練善終互相代

禱，同時借此機會大家歡聚。雖然主要發起

人潘潤基學長多年前已移民加拿大温哥華，

後來更已回歸天家，但得莫德源學長在香港

繼續担當召集人，及多位已退休的熱心學長

出席支持，廿多年來於五月二十四日聖母進

教之佑瞻禮慶祝聚會已成為 ATS 舊生會的優

良傳統。今年天氣雖然

陰晴不定，仍有約三十

多人出席慶祝。 

 

話說主禮的張默石神父

祖藉上海，當年在上海

進修院時與陳日君樞

機、陳興翼和鄭海康神

父是同班修生，張神父

雖然年過八十卻仍精神

奕奕、思路清晰。多年

來張神父大部分時間在

修院教書，甚少在學校服務跟學生接觸。但

張神父卻與 ATS 有着獨特的淵源，皆因曾任

ATS 第一和第三任院長兼校長(1935-1941，

1945-1949)的金以義神父曾是他的初學導

師。張神父很欣賞 ATS 舊生這份自發的孝愛

聖母之情，鼓勵大家全心依恃聖母的護佑，

同時謹記鮑思高神父對我們深厚的愛，期望

藉着天主的恩寵，來日可在天堂與聖母和鮑

聖共享永福。彌撒尾段張神父特別給予大家

隆重的降福，接着全體肅立恭念習練善終禱

文，為各人臨終時靈魂的得救祈禱。 

 

隨後大夥兒同往就近的囍慶酒樓午膳，宴開

三席共享美食，大家無拘無束想當年懷緬住

事，又互道近來生活點滴，暢談甚歡。現任

舊生會會長劉鏡成因事務繁忙無法到聖堂參

與彌撒，卻仍於席間趕到酒樓，而既是 ATS

舊生兼任鮑思高同學會聯合會會長梁家強亦

全程參與。在這週日(星期二)需要上班的日

子，能有 50、60 和 70 年代畢業舊生一同出

席聚會，實在難能可貴。明年今日的聚會自

然風雨不改，既預期這班「魯仲衡」(老中坑)

中堅分子會準時出席，更期望有 80 後、90 後

甚至近年畢業

的同學參加，

使這慶祝聚會

更 加 豐 富 多

采，不用說也

絕對歡迎其他

校 會 校 友 參

加。在此預約

大家明年 5 月

24 日踴躍携眷

出席，準時赴

會共沐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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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       鮑思高同學會 

 

 
2011-2013年度委員會成員通訊錄 

 

職位 成員 聯絡電話 

神師 黃光照神父 2552 4141 

顧問 余立勳校長 9359 3414 

顧問 霍建強老師 9278 1191 

會長 劉鏡成(1978) 9400 9296 

副會長 李行莊(1977) 9666 2883 

秘書 劉偉昌(2000) 9059 9910 

財政 譚家寶(1988) 9852 2983 

委員 李聚權(1956) 9662 9308 

委員 黃子康(1958) 9048 7097 

委員 朱錦標(1970) 6296 1040 

委員 鄧樹城(1973) 9412 4695 

委員 劉國權(1975) 9139 9019 

委員 梁家強(1978) 8131 3168 

委員 伍耀忠(1980) 9160 8080 

委員 李智傑(1994) 9667 1291 

委員 楊志軍(2005) 9010 2892 

委員 劉浩銘(2006) 6199 3964 

委員 林惠業(2008) 9514 6116 

委員 何志豪(2008) 9572 4103 

 

 

恭賀左旭華同學晉升鐸品 
 

道明會會士左旭華於七月九日下午三時正假主教座堂領受了司鐸聖

秩，由湯漢主教主禮，成為道明會聖母玫瑰會省僅有的香港會士。左

旭華神父為香港仔工業學校 1981 年畢業校友，當天母校師長及校友多

人，應邀到無原罪主教座堂參與了晉鐸彌撒，晚上聯會梁家強會長、

校會劉鏡成會長及霍建強老師亦有參加位於司徒拔道玫瑰崗學校內舉

行之慶祝晚宴。 祝新鐸主寵日隆！ 

 



12 

 

 

 

 

     澳慈留港    鮑思高同學會 
 

 

祝賀何英俠神父八十壽辰 暨 發願鑽禧 
 

主曆 2011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  假座灣仔大道東合和中心八樓帝廷皇宮 

誠邀主內兄弟姊妹齊來參與 感恩晚宴 

四時恭候  準七時半入席 每席 $3,000.-  每位 $250.- 

如欲贊助本會，劃線支票請寫：澳門慈幼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請及早報名，以便安排席位。 

詳情請電： 馮志耀 9496 1145  陳乃棟 2525 0949 黃民強 9432 4003 

    區華昌 9194 0628  梁耀強 9279 9648 郭  志 9186 2629 

          黃飛烈 9025 8186  鄭廣榮 9026 6157 

下午六時：聖體降福 (九龍進教之佑堂) 

禮儀後備有旅遊車接送往晚宴地點 

 

 

                                      粵華中學 校友會 

                   
慶祝林文瑞神父 98 歲華誕簡記 

 

本年 4 月 2 日為母校神師林文瑞神父 98 歲生辰。該日留港幹事會林兆熊聯同羅志雄、關鎮楷、徐志

東、唐思明、曾東財、譚廣庭、招振龍、澳門同學巫顯祥、羅鉅明、譚愛蓮、霍錦柱夫婦、程國耀、

李志強等，嘉賓有鍾景鴻會長和胡漢堅老師。 

是日下午 3 時 30 分於母校校園中舉行簡單慶祝會，首先全體同學合唱生日歌替林神父祝壽，繼而由

同學代表送上生日賀卡，鍾會長則贈送意大利製造的西裝外套，然後全體拍照留念及分享林神父所喜

愛的殞石蛋糕。最後林神父以拉丁經文降福在場各人。 

 

[註：原定各有心同學送給林文瑞神父之賀禮，轉為捐贈給在蒙古國傳教的梁幹潮神父，作為資助興

建聖堂之費用。在此本人呼籲各校友如欲捐獻，可直接以「鮑思高慈幼會」為抬頭之支票，寄「香港

薄扶林道 69號 B 慈幼會辦事處 －梁熾才神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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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思高同學會   美加同學 
 

 

慶祝聖母進教之佑瞻禮 
多倫多同學 

                                                                  潘國榮(澳慈) 
 

俗世的鮑聖弟子學生，有兩個重要的日子，總是忘不了的：一是 1 月 31 日會祖鮑思高紀念

日， 二是 5 月 24 日紀念聖母進教之佑禮儀日。特別是當今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

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牧函，發自羅馬 2007 年 5 月 27 日，把這天

定為全世界教友以祈禱與中國教會聯合在一起的時機。 ...我也邀請你們牢記耶穌給我們的愛

的誡命,就是要我們愛我們的仇人,要為迫害我們的人祈禱。 我們懇求大能者童貞女,聖母[進

教之佑]轉禱：為中國而傷心的教宗,希能得償所願,完成鮑聖"中國北京之夢想成真"。 

 

5 月 24 日聖母進教之佑正日,我們租用大校巴,約四十人浩浩蕩蕩從聖曹桂英堂區出發,前往

慈幼會主辦的聖本篤堂區,其他校友信徒各自駕車參予該座堂的慶典。因路途遙遠 ,泊車位不

多,集體前去,較為方便,且利於一致行動,籍此彼此寒喧問

好。慶典彌撒傍晚七時半開始,由五位慈幼會神父共祭,唯

一華籍神師何國漳神父亦在其中 ,全場約三百多人。英語

彌撒全部歌唱司琴都由聖曹桂英堂區耆樂會負責 ,在奉獻

禮中,我們唱出唯一華語聖母頌:"極溫良的母親",音調突

顯出中國特色,且歌詞心感動人,以聽從聖母訓誨,並以她

的品德為我們的典範。尾聲中由何國漳神父以國樂之蝴蝶

洋琴,獨奏一首宗教名曲 ,全場鴉雀無聲,靜耳欣賞中國之

高雅樂韻,完場如雷貫耳的掌聲,結束慶祝天上媽媽的好日子。 

 
 

紐約/新澤西 同學 

Greetings from New York/New Jersey 

The feast day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fell on a Tuesday this year. Six of the Salesian alumni 

in the New York/New Jersey area gathered and celebrated the feast day on Sunday the 22
nd

 May 

at the Transfiguration Church in Chinatown New York City, followed by our usual lunch at The 

ABC Restaurant at Pell Street where one of the waiters once attended the Salesian School in HK. 

There are roughly 18 Salesian old boys (St. Louis, ATS, Salesian School in HK and Macao) 

living in the New York/New Jersey area, but due to the wide-spread of locations and distances, 

only a few gatherings could be arranged during the year for Mass in Chinatown - Don Bosco’s 

feast day in January,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in May and The Assumption in August.  

The old boys come from a wide spectrum of career and profession including 2 Deacons, IT 

experts, financial advisors, engineers, teachers and a couple of retirees like me. 

Even though we ca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age, the spirit of the Salesian Family and 

discipline are so deeply entrenched in us that the conversations always bring back our old school 

days and the familiar names of the superiors who once took care of us.  

Let’s hope this brotherly bond and devotion could continue for many years to come.   

Viva l’Salesiano!!      

(Joe Lai AT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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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港鄧 86 中一/91 中五/ 

     93年中七畢業同學 
  3,850.00    

     劉文達 300.00 

     Elaine Vong 200.00 

澳慈留港同學     

     譚雅達 500.00   

     黃定國 500.00 

     羅卓裕 500.00 

     蔡忠輝 7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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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幼會在各地簡報                    ANS No. 302-四月, 2011 

1.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日至十二日，在意大利羅馬，傳教部邀請了一些青年傳教義工服務團體的主

管出席一次會議，總會長查偉思神父於會上致詞，出席的團體包括 Progetto Cagliero, 

Jugend Eine Welt, Salesianska Asociace Dona Boska, Bosco Volunteer Action, Salezjań

ski Wolontariat Misyjny and Salesian Lay Missioners。 
 

2.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卡夫布，總會長在慶祝慈幼會士到剛果民主共和

國傳教百週年之際到訪慈幼會中非會省，他在卡夫布讚揚第一位到達剛果的慈幼會士，並偕同

Gaston Kashala Ruwezi 主教及 Sakania-Kipushi 的主教在他的墳墓前祈禱。 
 

3.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四日，在意大利羅馬，舉行了一場研討會，主題「慈幼會創會及在意大利一

百五十年，藉教育影響意大利人」，由意大利慈幼會舉辦，宗座慈幼會大學及 the Auxilium 贊

助。總會長和 Reungoat 修女及許多當地知名人士均有出席。 
 

4.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在菲律賓馬尼拉，總部議會社會傳播專員 Fr.Filiberto 

González 會見東亞澳洲區內的會省社會傳播代表，會上提出了慈幼會在社會傳播的新模式。 
 

5. 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在南韓首爾，有 400 名慈幼大家庭成員參與一次靈修日，主題是 2011 年

總會長贈言，出席者除了慈幼會士，還有母佑會修女、Caritas Sisters of Jesus、志願會成

員及來自首爾和韓國中部的青年。 
 

6. 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至十日，在西班牙 El Campello，慈幼會西班牙巴倫西亞會省(SVA)舉辦了

青年培育營，是次宿營同時間在三個地方舉行，合共 720 名青年參加。 
 

7. 二零一一年四月，在意大利阿爾蓋羅，舉行祝聖 Mauro Maria Morfino 主教為阿爾蓋羅-布沙教

區主教儀式，由梵蒂岡國務卿 Tarcisio Bertone 樞機主持。 
 

8. 二零一一年四月七日至十日，在台灣台北，鮑思高神父聖髑到訪台北，參與慶祝活動的人士包

括慈幼大家庭成員、許多基督徒，甚至有不同宗教人士及無神論者參與。總統、市長及外交部

長均有致送鮮花祝賀。 

 
 

 

 

 

 

「母校鐸聲」彩色電子版已於下列網頁刊登，請各同學上網查看： 
 

http://oba.ats.edu.hk,    http://sloba.org/new/news.htm,   http://tangkingpo.edu.hk  

 

 

選用「母校鐸聲」彩色電子版 
 

「母校鐸聲」多年來均以黑白印刷，用郵寄方式送給各校會已登記的同學。自

2009 年起已同時增加彩色 PDF 版，用電郵發放給各同學，為數約三百餘人，亦有

某些校會將彩色 PDF 版放在網頁內，供同學上網查閱。若有同學認為毋須再收黑白

郵寄之「母校鐸聲」，請用電郵通知編輯部，詳列中文姓名、所屬校會及編號，以

便跟進，多謝合作。 
 

電郵地址："Austen Wong" <austwong@gmail.com> 

http://oba.ats.edu.hk/
http://sloba.org/new/news.htm
http://tangkingpo.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