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 校 鐸 聲 
 

 香港仔工業學校。聖類斯中學。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慈幼學校。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刊物 

 香港鄧鏡波書院。鄧鏡波學校。澳門慈幼留港。澳門粵華留港      一九三一年創刊  香港主教准 

 
  
 

 

 

 

 

 

 

 

 

 

 

 

 

 

 

 

 

 

 

 
 

 

 

 

 

 

 

 

 

 

 

 

 

 
 

 

 

2013 年 

1-3 月號 

  信 德 年 

    

  教宗方濟各牧徽 

 伯多祿的金鑰匙代表天

上的權力，銀鑰匙則象

徵地上教宗的精神力

量。紅繩代表兩種力量

結合。 

 藍色盾牌上方中央的太

陽及 IHS代表耶穌。 

 左下角的八角星象徵童

貞瑪利亞，基督和教會

的母親。 

 右下方的甘松花代表聖

若瑟，普世教會主保。 

 教宗方濟各格言「你以

憐憫的目光揀選了我」

刻在白面紅底的橫幅上。 

我們的新教宗方濟各 
 

  舉世矚目的教宗選舉，於三月十三日晚，隨著西斯汀教堂頂

的煙囪冒出白煙，而有了結果。七十六歲的阿根廷布宜諾斯艾

利斯總主教貝戈格理奧樞機 (Jorge Mario Bergoglio) 當選，成為

第二百六十六任教宗。 

 新教宗選擇了「方濟各」亞西西為名號，屬意效法聖方濟

各‧亞西西那謙遜、服從、簡樸和神貧的精神。教宗方濟各，

出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父母是意大利移民。他一直以

來過著簡樸的生活，身為樞機，捨主教府而住小房子，以公車

代步，自己煮食，喜歡接觸人民，常常關心及探望貧苦大眾。 

 教宗方濟各在多方面都開了先例，如首位由修會(耶穌會)會

士出任，首位南美洲阿根廷出生的教宗，選用了全新的名號

「方濟各」等。新教宗當選後首次與在聖伯多祿廣場的教友見

面祝福時，則首先請全體教友祝福他。聖週四為羅馬少年感化

院犯人施行濯足禮，其中包括女少年犯人。他喜歡走入群眾，

擁抱兒童及與殘疾人士握手。從當選至今的各項活動顯示，教

宗方濟各與前任的傳統作風有所不同，他從未在梵蒂岡服務，

很多事物都是新的開始。我們希望新教宗帶來新的景象，領導

教會展開新的一頁，令全球天主教事務更為蓬勃。 

 
教宗方濟各簡介： 

1936 年 12 月 17 日 出生 

1958 年   3 月 11 日 加入耶穌會 

1969 年 12 月 13 日 晉鐸 

1973 年   7 月 31 日 任耶穌會阿根廷省會長 

1980 年 － 1986 年 任聖彌額爾神哲學院院長 

1992 年   6 月 27 日 晉牧， 領銜奧卡 (西班牙) 教區 

1997 年   6 月   3 日 獲任命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總教區的助理主教 

1998 年   2 月 28 日 就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總教區的總主教 

2001 年   2 月 21 日 擢升樞機，領銜聖博敏堂（羅馬） 

2005 年 － 2008 年 任阿根廷主教團主席 

2013 年   3 月 13 日 膺選教宗     －編輯室 
 

 

 

出版：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編輯：母校鐸聲編輯委員會   地址：九龍 天光道 十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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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會慶祝會祖誕生 200 周年啟動禮 

 
 慈幼會慶祝會祖鮑思高神父誕生 200

周年啟動禮於 2013 年 1 月 20 日下午一時

至五時在沙田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是次

活動，鮑思高同學聯合會負責了統籌重任。 

 當天早上八時三十分，張錦鴻同學指

揮物資由鄧鏡波學校運送往烏溪沙青年新

村禮堂門口，讓各單位負責人認領物資。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聖鮑思高慈幼協

進會的人員更在港鐵馬鞍山和烏溪沙站，

手持指示牌指引參加人士前往烏溪沙青年

新村。在青年新村內，各單位工作人員陸

續到場，穿上設計精美的大會 T 裇，佈置

場地。禮堂門口對面的旗杆，掛起一幅印

有慶祝會祖誕生 200 周年和鮑思高神父圖

像的橫額，供參加人士簽到。此橫額其後

轉掛到青年新村大禮堂舞台上作為背幕. 

 在烏溪沙青年新村大禮堂門入口處，

設置了接待攤位，分發大會為參加人士預

備的識別襟章、大會平面圖/節目簡介/歌

詞、DB 200 祈禱卡、電話座、哨子及小

彩旗。參加者簽到後，接過禮物、互相拍

照，氣氛熱鬧。 

 參加者隨著鄧鏡波學校銀樂隊悠揚悅

耳的音樂聲，被引領到大禮堂右邊的運動

場上，慈幼大家庭的神長、各堂區和善會、

各慈系中、小學校、各學校的鮑思高同學

會、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在這裡聚合起

來！其間，大會亦邀請了本港的冠軍小丑

（伍少梅中學舊生）表演，為會場掀起了

高潮，歡樂笑聲不絕於耳！ 

 下午一時，會場已擠滿了近八百參加

人士，包括鮑思高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

斐林豐神父、母佑會中華會省省會長廖敏

慧修女、顯主女修

會總會長陳惠芬修

女、DB 200 籌備委

員會主席林仲偉神

父、聖鮑思高慈幼

協進會中華會省省

會長余中海先生、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

合會會長馮志耀先生、母佑會舊同學會聯

合會朱麗嬋小姐和顯主會校友會聯合會陳

靜儀小姐；而我們敬愛的陳日君樞機爺爺

也到場參與和支持，成為我們的嘉賓！此

時亦是啟動禮正式開始的時刻，司儀鄺佐

輝（鄧鏡波學校校會）及姜愛玲(協進會) 

宣佈嘉賓進場。 

 司儀們先為是次活動作出簡介，總籌

備委會主席林仲偉神父致詞；跟著由陳鴻

基神父連同全場神父、修女領唱，全體人

士合唱《青年慈父鮑思高》。司儀介紹各

參與單位和會祖誕辰 200 周年各項活動。

斐神父主持祝福禮後，連同各嘉賓宣佈是

日活動開始；斐神父一聲響亮的氣笛，眾

人哨子齊鳴，樂隊奏起興奮的樂章，加上

眾人熱烈地揮舞手上的小彩旗，大會三年

的活動便正式開始！司儀隨即指示參加活

動人士前往集合地點。啟動禮環節由朱麗

嬋（母佑會舊同學）和李偉群（慈幼學校

校會）負責。 

 啟動禮的活動包括在青年新村運動場

上舉行的顯示青年活力的「200圈接力

跑」，由譚家寶（香港仔工業學校校會）

主持。邀請大家庭內10間中學參加，分男

女子組：男子組有香港仔工業學校、天主

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鄧鏡波學校、慈幼

學校、香港鄧鏡波書院、聖類斯中學；女

子組有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聯隊、聖母玫

瑰書院、德雅中學、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

學和聖母書院；每組 10人共跑 10個圈。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表演和努力，聖類斯中

學和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聯隊分別獲取男

子組和女子組冠軍。在接力跑結束前，司

儀更邀請樞機連同嘉賓、

所有神長和參加人士，

一同到運動場上步行一

圈，為這個意義深遠的

活動完成其200圈的目標。

各參加人士都踴躍走到

運動場上，手搖著彩旗，

支持這行動；一時間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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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多了百多健兒一起運動，場面熱鬧、

甚有意義！ 

 而同一時間在青年新村大禮堂舉行的

是「步武鮑思高」尋寶遊戲，由葉偉就

（伍少梅中學校會）主持。活動邀請大家

庭內另外 10 個組別參加，每組 20 人，

參加隊伍有進教之佑堂、聖安多尼堂、長

洲鮑思高青年中心（慶禮院）、聖安多尼

堂區、聖類斯小學、慈幼小學、中西區聖

安多尼學校、慈幼葉漢千禧小學、慈幼葉

漢小學和德雅小學。各隊依據指示到新村

範圍內 20 處地點尋找由 20 位慈青扮演的

「鮑思高神父」，獲取 20 個會祖生平片段

字句；然後返回大禮堂，把 20 個會祖生

平片段字句依時間砌好，換取 20 塊拼圖，

預備進入下一環節的活動。 

 在眾健兒們奮力參與跑步和尋寶遊戲

之時，青年新村大禮堂內的另一邊廂正散

發著一股溫馨和大家庭氣氛：因為那裡樹

立了 7 個帳篷，售買紀念品的、 發售書

籍的、攤位遊戲的、更有免費飲品和小食

的…和藹的神父和修女們贈送小禮物給小

朋友。一片喜氣洋洋！ 

 到了下午三時許，「200圈接力跑」和

「步武鮑思高」尋寶遊戲相繼完成。全場

的注意回到了運動場上；因為在頒獎禮環

節前，大會邀請了葉漢千禧小學的啦啦隊

為參加者表演，一群天真活潑的小朋友，

動作鮮明優美、整齊流暢，觀眾們都為他

們熱烈鼓掌！接著，頒獎禮隨即開始，嘉

賓們為《鮑聖書籍》閱讀報告比賽各中、

小學得獎同學頒獎，也為參加「200圈接

力跑」的健兒們頒發各獎項；而大會亦頒

贈感謝紀念旗予烏溪沙青年新村和聖約翰

救傷隊。是項環節由陳靜儀（顯主會校友 

 

會）負責。 

 至下午三時三十分，活動進入另一高

潮 --「齊心共建鮑思高 200 慶典拼圖」，

由蔡世偉（香港鄧鏡波書院校會）主持。

大會設計在運動場的草坪上以 200 塊輕膠

板（每塊三呎乘三呎），合眾參加者的力

量拼成一幅三十呎乘六十呎的大形慶祝會

祖鮑思高神父誕生 200 周年的圖像，啟動

三年內連串的精彩活動。十組完成了「步

武鮑思高」尋寶遊戲的二十位成員，在負

責小組和一眾來自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

學的慈青協引下，一列一列的把這偌大的

圖像從底到頂拼湊起來。圖像是在活動前

未向外透露的，觀眾們都熱切地看著圖像

在眼前漸漸出現，令人興奮、感動！在大

家鼎力合作下，200 塊的圖件不消四十五

分鐘已拼成有鮑思高神父肖像和「鮑聖心、

心連心」字樣的大圖像。拼圖完成後，攝

錄組為圖像和十組參加者拍下完成照；之

後，司儀更邀請所有的嘉賓、神長和參加

人士圍著圖像，揮舞彩旗，拍下這歷史時

刻！大合照完成後，也是啟動禮活動終結

的時刻，亦是慶祝會祖鮑思高神父誕生

200 周年三年活動的開始。各參加者和單

位在離場前，都爭取在圖像的不同位置拍

照。 

 是次活動，聯合會馮志耀會長負責統

籌工作，除了前述的小組外，還有吳澤衡

(澳門粵華留港校會)負責全場場務，梁耀

強(澳門慈幼留港校會)負責攝錄；活動得

以順利籌劃和完成，實有賴大家庭各單位

的協助，以及各校會的大力支持，特此鳴

謝。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慈幼會慶祝會祖誕生 200 周年啟動禮籌備小組 

2013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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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澳區鮑思高同學會第十屆代表大會 

2013 年 2 月 22 日 至 25 日 (泰國曼谷) 

大會主題：鮑思高同學會的身份與社會、政治、經濟和宗教的承擔 

 

     今年年初，國際鮑思高同學聯合總會（簡稱「同學會」）舉行成立一百周年

會議。為回應同學會總會長在會中的呼籲，東亞澳區的國家同學聯會，於 2 月

22 至 25 日，在泰國曼谷舉行第十屆會議。是次會議的口號是「你們是世界的

光」（瑪 5:14），並訂下主題：「鮑思高同學會的身分，社會承擔，以及政治、

經濟與宗教事務方面的工作。」  

 出席者包括來自泰國、印度、南韓、日本、東帝汶、菲律賓、越南、柬埔寨，以

及首次參與的老窩等地區的代表，共有 24 位委員及 160 位成員參與。當中有

Francesco Muceo 博士（同學會的總會長）、Angel Gudina（青年同學會副會長）、

Rajesh Gupta（東亞澳區同學會議員）、Rajiv Tikmany（東亞澳區同學會議員）、

Jose Pastor Ramire 神父（同學會總指導神師）以及歐洲同學會的代表。 

 大會由泰國同學會秘書 Franci Wichai 統籌，並由慈幼大家庭其他成員的同學們

參與，突顯出鮑思高神父同一家庭共融的宗旨。 

 23 日泰國慈幼會省會長 Paul Prassert 神父和泰國同學會會長 Waniop 

Chiaravanont 博士致歡迎詞後，Pastor Ramirez 神父主持講座，題目為「在東亞

澳區鮑思高同學會的身分，社會承擔，以及政治、經濟與宗教事務方面的貢獻。」

隨後，由每個國家的同學會作出報告。 

 24 日星期日，大會深入探討四個副題：在泰國、老窩、柬埔寨慈幼會學校的專業

教育；如何在教育裡面建立創意文化；數碼時代的商業與領導技巧；在地區內建立

教育牧民的網絡。除了研討外，大會亦安排遊覽 Chao Praya 河和 Ayutthaya 的古蹟。 

 25 日在鮑思高工業學校聖堂，由 Surat Thani 教區的慈幼會 Joseph Prathan 

Sridarunsil 主教主持隆重彌撒，並有下列主教與神父共祭：Chanthaburi 教區的舊

同學 Silvio Siripong Charatri 主教、Ratchaburi 教區的舊同學 John Bosco 

Panya Kritcharoen 主教、泰國慈幼會省會長，以及其他 30 位神父。來自學生、

備修生、保守生及慈幼大家庭各單位共 113 位成員所組成歌詠團，在彌撒中獻唱。 

 隨後有泰國不同類型的舞蹈，

以及慈幼學校樂隊表演。 

  大會最後作出決定：推廣人權，

特別是青少年和婦女的權利，營造

一個有尊嚴生命的文化；擴大網絡

系統，善用傳媒工具，以促進倫理、

精神、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成長；

在每個國家，為舊同學的社會與經

濟的發展，成立「事務小組」。 

資料來自 ANS – Salesian Info Salesiana – News 01/0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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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鏡波學校六十周年鑽禧紀念活動 

鑽禧聚餐  

鄧鏡波學校 60 周年聚餐 已經於 1 月 5 日 假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3 樓舉行。 

當晚除各位舊同學出席外，已退休的老師及神長亦有回校，和舊同學聚舊。各

位師兄弟能和求學時期的神長、老師及同學共聚一堂，舉杯共飲，大家樂也融

融，歡度一個快樂的晚上。 

 

校慶感恩祭 

鄧鏡波學校於 2013 年 1 月 31 日，慈幼會會祖鮑思高神父瞻禮的日子，獻上創

校六十周年的感恩聖祭，恭請教廷萬民福音傳播部秘書長韓大輝總主教蒞臨主

禮，並請了在外蒙古傳教的梁幹潮神父、本校會院院長孔智剛神父及張默石神

父、何英俠神父共祭。韓總主教及梁神父都是本校舊同學。韓總主教於講道時

分享了他在母校接受信仰和教育的經驗，教導學弟們要懂得感恩，並以四句在

他擔任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時，經常引用的格言「青年為寶、福音為鑑、學

校為家、喜樂為懷」勉勵同學。 韓總主教並為母校帶來教宗的祝福，並在感恩

祭中為大家的信德向天主祈求。                         資料來源:慈幼會中華會省及鄧鏡波學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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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粵華中學留港同學會 

癸己年春節聯歡花絮 
 

林兆熊 

今年本會三月十日舉辦之春茗聯歡

會，幸得楊德興同學安排移師至黃泥涌

道紀利華木球會舉行，該會地點適中、

地方雅潔，得各校友贊賞。參加人數為

上世紀六十年代，何廣凌神父當校長、

趙善覺先生當會長以來次高（該年筵滿

接近四十席）。 

坐滿十二席之嘉賓、同學濟濟一堂，

談笑甚歡。出席嘉賓計有：龐秉輝神父、

梁熾才神父、孔智剛神父及馮志耀聯合

會會長、葉家明副會長、伍助志校會會

長、梁家強先生、胡漢賢先生、鄧繼騰

先生，張錦鴻先生、李偉群先生等；參

加班級同學有：男校─1957 年熙社、

1959 年虹社、1960 年勤社、1961 年慎

社、1962 年恆社、1963 年剛社、1964

年忠社、1965 年健社、1966 年衛社，

1967 年惇社、1972 年華社等。英文部

─1962 年 Sky Rocket、1963 年 Great 

Bear II、1966 年 Aurora 及新一代 1997、

2006、2007、2008、2010 等同學。女

校─1962 年恆社、1963 年鍵社、1965

年斌社、1969 年望社、1972 年義社等

誇越十年同學。  

該晚節目豐富：開席前有麻將耍樂，

女同學更大展歌喉，大唱卡拉 OK。司

儀由新一代同學招振龍擔任，首先副會

長吳澤恆歡迎各嘉賓入席，全體同學唱

闊別已久之校歌，跟著龐神父領飯前祈

禱後更由三位神父降福在坐各同學。席

間林兆熊同學宣佈將於四月二日為林文

瑞神父慶祝一百歲壽辰之計劃，並有由

莫國興同學設計、準備好數張之大型生

日咭供各同學簽署祝賀。一如往歲，抽

獎環節加上今年由梁星棋同學贊助全場

紅酒之酒精效力把聯歡會氣氛帶上高潮，

永不落空的新春利是由基金會派與各位，

檯獎每檯三份如歷年一樣由莫國興和霍

錦就同學送出，其他豐富獎品超過四十

份：有嘉賓梁家強先生送出利是，母校

送出精美鎖匙扣，吳澤恆同

學送出海味，黃桂湄同學送

出旅行袋，趙錦馨同學送出

水晶原子筆及林兆熊夫人送

出名貴禮品等。散席前

1959 年虹社區紀復同學趕

到，簡單介紹其環保及靈修

理念，並歡迎各同學到其鹽

田梓村參觀。最後由黃桂湄

同學致謝詞。十時卅分各同

學盡歡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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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賀陳日君樞機八十一歲壽辰 
思定 

每年 1 月 13 日為陳樞機壽辰，依照往年慣例，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特於當晚設宴祝

賀。今年在上環某酒家舉行，參加壽宴者除樞機本人外，有中華會省省會長斐林豐神父、

同學聯合會前任會長、同學聯合會正副會長及委員、港澳舊同學及與樞機稔熟之人等共

三十餘人，筵開三席。晚宴氣氛融洽，席間由同學聯合會會長馮志耀致送利是一封，以

表些微心意，各人亦齊向樞機祝賀身體健康，福壽綿綿。         

 

 

林文瑞神父百歲榮壽 

林兆熊 

今年 4 月 2 日為澳門粵華中學林文瑞神父百歲榮壽，當日因為不是假日，

故此只有九位校友及家眷前往少懷之家替林神父賀壽。上午 11 時 30 分由

母校第一屆畢業校友劉戩雄神父主持感恩祭，祈求天主降福林神父。 12

時舉行生日會，除上述校友外，尚有少懷之家的神長及職工們，大家齊向

林神父祝壽，同時送上由莫國興同

學設計及製作之４張生日卡，上面

除有多位慈幼會會士、母校老師及

近百位校友之簽名外，還有陳日君

及湯漢兩位樞機的簽名。茶會後各

人紛紛和林神父合照留念。而母校

為林神父舉行之大型生日派對，定

於５月５日（星期日）在柴灣道 18 

號慈幼會修院禮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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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宋氏實驗室研習計劃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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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聖類斯中學鮑思高同學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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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仔工業學校  鮑思高同學會 

 

2013-2015 年度委員會成員 

 
 

 
 
 

 

 

 

 

 

 

 

 

 

 

 

 

 

 

 

 

 

 

 

 

 

 

 

 

 

 

 

 

 

 

 

 

成員 職位 聯絡電話 

林仲偉神父 神師 2552 4141 

劉鏡成(1978) 會長 9400 9296 

李行莊(1977) 副會長 9666 2883 

譚家寶(1988) 副會長 9852 2983 

余立勳校長  顧問 9359 3414 

霍建強老師 顧問 9278 1191 

劉偉昌(2000) 秘書 9059 9910 

杜懿朗(2011) 秘書 6306 4025 

蘇永佳(2005) 財政 9720 8495 

鄧樹城(1973) 前任會長 9412 4695 

李智傑(1994) 總務 9667 1291 

梁家強(1978) 經費籌募 9486 5394 

楊志軍(2005) 一般活動 9010 2892 

黃子康(1958) 宗教活動 9048 7097 

朱錦標(1970) 委員 6296 1040 

徐水財(2005) 委員 6083 9548 

林惠業(2008) 委員 9514 6116 

黃健鏗(2008) 委員 6022 3542 

劉俊傑(2008) 委員 6087 1217 

何勁泉(2008) 委員 6907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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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oving memory of 

 
 

 
 

 
 
 

I hope you never look back, 

but you never forget, 

All the ones who love you, 

in the place you left, 

I hope you always forgive, 

and you never regret, 

And you help somebody 

every chance you get, 

Oh, you find God’s grace, 

in every mistake, 

And you always give 

more than you take. 

 
－My Wish by Rascal Flatts 

 

 

敬 請 通 功 
 

 

楊志強同學乃香港仔工業學校

一九六五年畢業生。曾任職大

東電報局及在明愛聖方濟各職

業先修學校任教，六八年往加

拿大升讀大學，選修電機工

程。畢業後留在加拿大工作，

歷任多間跨國公司技術部門重

要職位，例如美國運通信用卡

公司等。 

志強工作認真，一絲不苟，處

事精明嚴謹，公平不偏，樂意

扶助後輩，因此甚得同事佩

服、尊敬和上司的重視。他對

待同學朋友誠懇，一諾千金，

樂於助人。他關心愛護妻子兒

女，管教一子兩女寬容有道，

至今子女皆已成材，各有家庭

在多倫多定居。 

志強在二零一二年五月發現血

液病變，需留院治療。十二月

初日漸康復回家休養，十分可

惜於十二月中病情惡化，最終

因肺炎令肺部衰竭，於十二月

廿七日不幸逝世。享年六十五

歲。 

謹請各位為楊志強同學祈禱，

助他早日投入上主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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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敬愛的葉際趨修士（Bro. YEH Jih Chiu Peter）

聖名伯多祿，已於 4 月 4 日清晨 1 時 40 分於台北三

軍總醫院安然病逝，回歸天父的懷抱，享年 86歲。 

 

 葉際趨修士生平簡介： 

             1927 年 10 月 20 日於浙江省永嘉縣渠口村出生 

            1953 年 01 月 30 日於香港矢發初願 

             1958 年 08 月 16 日於香港矢發永願 

 2013 年 04 月 04 日於台北病逝 
 

接受培育和工作的時間和地方： 

1945 -1946 溫州市建國高商 

1946 -1950 上海斯高中學印刷部 

1950 -1951 澳門粵華中學 

1951 -1953 香港慈幼會修院（初學） 

1953 -1967 澳門慈幼中學（指導院兼排字工房主任） 

1967 -1968 香港慈幼會修院（備修院指導員） 

1968 -1969 九龍鄧鏡波學校（印刷部） 

1969 -1970 聖類斯中學 

1970 -1985 澳門慈幼中學（71 -76 會院議員；78-79 路環教養院） 

1985 -1986 香港聖安多尼會院（財務主任） 

1986 -1991 香港仔工業學校（寄宿部指導員；會院議員） 

1991 -1996 台北聖若望鮑思高堂會院（財務主任；慈幼出版社主任） 

1996 -1997 台灣潮州少年城 

1997 -2013 台北聖若望鮑思高會（財務主任；慈幼出版社主任） 

 

葉修士一生教育青年，不辭辛勞，盡心盡力，48年之久全職照顧寄宿生，尤其

在澳門慈幼中學，前後服務達 29 年之久，在台北聖若望鮑思高堂，前後服務

亦有 21 年。葉修士為人謙遜踏實，勤謹樸素，深得學生的尊敬，以及會士、

老師、家長和教友的愛戴。他一生忠於鮑聖，虔誠事主，堅貞地持守了自己的

慈幼奉獻聖召。求天主仁慈地接納他，並賜他永遠的賞報。 

 

葉際趨修士   
Bro. YEH Jih Chiu Peter  

1927 -  2013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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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香港仔工業學校同學  La u  Ch i  Ch o i     2,000 元 

 澳慈留港同學    錢志明    1,000 元 

   劉文達      200 元 

 
 
                                                  
 
 
 

 
 
 

14-15/F., The Bank of East Asia Building, 10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Website : www.onc.hk E-mail : ludwig.ng@onc.hk  

Tel : (852) 2810 1212 Fax : (852) 2804 6311 

 
 

Ludwig Ng Siu Wing 

1980 Tang King Po School, 1982 St. Louis School 

 

Is pleased to offer 

Free initial consultation to all fellow Don Bosco old boys 

 

       Direct line: 2107 0315    E-mail: Ludwig.ng@onc.hk 

http://www.onc.hk/
mailto:ludwig.ng@on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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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慶祝聖母進教之佑瞻禮 

 
 日期：2013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 

 地點：九龍鄧鏡波學校進教之佑堂  

  時間：上午 10:30 感恩祭及習練善終 

  正午 12:00 午膳－設於馬頭圍道 

 囍慶酒樓 
 

歡迎各屆同學參與，同頌主恩 
 

€ 
 

選用《母校鐸聲》彩色電子版 
 

《母校鐸聲》現備有彩色 PDF 版，供同學上網查閱或由電郵接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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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會及郵寄編號，以便跟進，多謝合作；如想由電郵接收，亦可發電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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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為加強對同學之服務，同學如想查詢或聯繫某神長、某同學，請電

郵上址，鮑思高同學聯合會定必盡力協助。  

 
 

《母校鐸聲》彩色電子版已於下列網頁刊登，請各同學上網 

http://www.dbpp.hk ,   http://oba.ats.edu.hk ,    http://www.tkp-dbpp.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