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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祖誕辰二百週年紀念準備期 
 

  第二年的主題：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 
 

 
親愛的各位同學： 

 

很高興在這裡與你們分享，自己對會祖聖鮑思高預防教育法的一點反省，好能在慶祝會

祖誕辰二百周年之際，作出一份回應。 

 

「預防教育法」，為很多人來說，有點耳熟能詳，覺得沒有什麼新意。其實，這教育法

雖然講得多，但其中含義和實踐，我們未必會掌握得很好。 

 

記得有一次跟一位縂警司交流分享，我對他說：「你們警方說「預防」，我們慈幼會也說，

但我們說的比你們說的更高層次。你們說的「預防」，就是「防止」罪案，就是到處張

貼標語，叫人小心，不要以身試法，不要被壞人所乘；或者處處派人監視，保持一定的

阻嚇力，這是「強制性」的預防；但我們慈幼會推行的是「陪伴、同行」的預防。我們

的「預防」是走到學生、青年當中，跟他們做朋友、給他們好的榜樣、給他們及時的提

醒、、、尤其透過宗教的教誨和熏陶，令學生知道舉頭三尺有神靈，不會任意妄為，並

在祈禱中得到內在的力量，自發性的走一條正直守規的路，這才是真正的預訪；不是要

到處監視，而是引發他們的自尊、強化他們的「抗逆」和「抗誘」的能力，使他們充滿

自覺、自主、自信去創建健康的未來。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才是「預防」的深層意義，不是一般所說的：「防範」，而是強化

自己的內在心性，自自然然的去抗拒誘惑，這才是預防教育法的真諦，才是會祖鮑聖獨

特的地方。 

 

藉以上的分享，我們彼此互勉、學習，做會祖鮑聖的好弟子。 

 

天主保佑 

 

林仲偉神父 

 
 

2013 年 

4-6 月號 

  信 德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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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會來台 50周年慶典 

【慈幼通訊社 ─ 2013 年 6 月 8 日台灣台南訊】 ─ 台灣慈幼大家庭全情投入，參與

慶祝首批慈幼會士來台五十週年紀念(1963 年 6 月 7 至 8 日)。他們的慶典，環繞著這批

會士中唯一仍在生者，現年八十六歲的馬永定神父，他是成立台灣第一個團體的五名會士

的長上。 

 台灣慈幼會金禧紀念活動，分佈於整個 2013 年。首個紀念活動於一月份，在台北

於聖鮑思高瞻禮中舉行。整個活動的高峰，是在耶穌聖心及聖母聖心瞻禮一連兩天，於台

南舉行的慶祝活動。稍後，於十月七日玫瑰聖母瞻禮，在潮州少年城（慈幼事業於寶島開

展的第三站）將舉行閉幕禮。 

 首天慶典的第一部份，只為慈幼會士而設。

六月七日午餐後，他們於部分慈幼會士先驅埋

葬的台南永光墳場聚集、祈禱和憑吊。然後返

回台南會院，由陳興翼神父概述了慈幼會在台

灣早年的歷史，接著舉行晚禱及晚餐。稍後，

在母佑堂，與信友一起舉行耶穌聖心感恩祭，

由來自香港的陳日君樞機主持。 

 第二天的活動，是為整個台灣的慈幼大家

庭而設。他們來自台灣各地，北至台北，南至潮州屏東，還包括來自香港的培育團體。早

上舉行一連串的活動，首先由陳樞機主持專題演講，內容有關天主救贖計劃角度中鮑思高

神父及他的神恩性使命。接著由慈幼大家庭不同團體，舉行活潑生動的分享環節。下午舉

行遊戲活動及誦唸玫瑰經，接著舉行感恩祭。 

 隨了我們的樞機主持及講道外，感恩祭尚有

兩名當地主教共祭：包括台南主教林吉男蒙席及

嘉義主教鍾安住蒙席。 

 林主教向大家分享，一名德國籍道明會會士

如何給他領洗聖名鮑思高；而鍾主教則分享他年

輕時代的慈幼學校生活。 

 活動的尾聲，是在學校禮堂舉行的家庭聚餐，當中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國籍、不同年

齡的人士；進行的歌唱及舞蹈表演，把節目推

向高潮。他們涵蓋了接受慈幼服務的不同文化

語言人士：包括說普通話及台語人士、原住民

及來自菲律賓及越南的移民。這也在顯示，慈

幼大家庭的過去五十年的工作，如何成為鮑思

高神恩在台灣繼續發展的基礎。在參與者互相

說再見時，青年人都喜樂地互相祝願，期待於

2063年百週年慶典中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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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慈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3月 24 之 逾越晚餐 
 

 

「你們要彼此相愛」。這是主耶穌基督在受難前最後晚餐中對門徒們所囑咐的。近幾年很多堂區都

舉辦逾越晚餐；一方面紀念主耶穌基督、另一方面可以從中體驗猶太人怎樣傳統地過逾越節，因由

梅瑟時期直到現在，猶太人對守逾越節是極度重視的。李志忠先生曾在意色列和猶太人交往，故對

猶太人的習俗和怎樣過逾越節是非常有研究，而香港教區所印製的逾越晚餐禮儀書，亦是根據李先

生的意見而完成的。本人有幸曾參加李先生所帶領的逾越晚餐，對整個禮儀如聖經裡描寫耶穌和門

徒的坐位安排、食物的程序、及內容都有些許認識，可以協助逾越晚餐進行。 

從同學會老臣子處得知同學會未試過舉辦逾越晚餐，這是同學會第一次嘗試，所以我們借用聯合會

會所作為場地，但由於場地所限，祗能容納大約20人，所以同學會用電話通知有興趣參加的同學。

慶幸我們所揀選的日期亦是本人堂區同一天舉辦逾越晚餐，故我們可連同堂區一同預訂食品，他們

是向一間本港專門做逾越晚餐之餐飲公司預訂食物，旣可跟足猶太人的食品規格又可減省支出。 

當天下午六時半大家齊集在會所分工佈置餐枱，翻熱食物和清洗生果和苦菜，而何神父和譚雅達兄

則預備禮儀經文，就像一家人一樣準備晚飯，樂也融融地分工合作。在此特別感謝譚秉霖學長，他

不但提供晚宴所用之葡萄酒，更不辭勞苦地走上走落的去買我們遺忘的東西，使我們能順利地完成

晚宴。由於同學們都是第一次參加逾越晚餐，各人都充滿好奇又興奮的詢問該怎樣做或配合，大家

都滿懷喜樂。 

旣然我們跟隨猶太人方式食逾越晚餐，知道猶太人每年都要食烤羊、苦菜和無酵餅以紀念上主為猶

太對埃及所作的十個災禍，解救以色列脫離為奴之地，遷徙到流奶流蜜的恩許福地，故他們世世代

代都要將此習俗留傳下去，並重覆解說每個災禍，使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清楚明白上主的全能，故此

我們跟禮儀經文也同樣地重溫十個災禍。我們由燃點慶節燭光開始分四部份：飲第一杯酒和頌念祝

聖慶日經文、主禮進行洗潔禮、食青菜、擘無酵餅；飲第二杯酒並敘述十個災禍和出埃及經過、全

體洗潔禮、祝福無酵餅和苦菜後，才享用豐富的晚餐；飲第三杯酒和祝謝經；最後再飲第四杯酒和

讚主詠才完成整個逾越晚餐和禮儀。我們懷著祈禱之心和藉此明瞭耶穌最後晚餐的情況，希望能令

我們更加加深彌撒聖祭意義的認識和反省。經過今次逾越晚餐，各同學都覺很有意義並希望下年可

以再接再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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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慈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4月 14 之探訪 

 
同學會已有一段時間沒有進行探訪同學，從陳乃楝學兄得悉 87 歲的馮惠民學長跌斷

雙腿後已沒有參加同學會活動，故决定前往探望並拜訪一些年長及患病學長。 

我們一班探訪小組包括神師何英俠神父在喜慶酒樓午宴及集合後，一行八人乘坐兩輛車

由九龍直入屯門，第一站是探望馮惠民兄。當我們到達馮兄家的公共走廊時，從遠處己

見馮兄兩夫婦在家門口等候我們，還歡喜地告訴鄰居來探望他的是舊校友，他們兩夫婦

更特地為我們預備了元朗馳名的老婆餅呢。在交談中，得悉馮兄是乒乓球健將，曾代表

母校作賽，而他斷腳的原因是在內地樟木頭會所打乒乓波時跌倒而做成的。慶幸得屯門

堂區教友的關係，可以安排救護車由內地轉送香港做駁骨手術，否則將無法再次行路。

馮兄相當健談和客氣，還送了一個非常有紀念價值的聖母像給同學會，最後何神父給眾

人聖母進教之佑降福才離開。 

探訪馮兄後我們聯同居住在藍地的李志榮學長，前往屯門盲人安老院探望黃啟田兄，由

於我們逗留在馮兄家中過久，到達安老院時黃兄正在用晚膳，原本我們打算帶黃兄到外

飲下午茶的，故祗好留在安老院內和他敘舊。黃兄以前是住在元朗安老院的，由於舊院

重建，故暫時搬來此處居住，他亦非常滿意現時的環境。該院其中一位服務員對我們的

探訪有些好奇，並詢問我們的關係，當我們回答我們是慈幼校友時，她高興的回應她和

她的姐妹也是慈幼葉漢小學畢業的，這可說慈幼的教育惠及非常多人。 

隨後我們去元朗會見楊銳强兄，由於我們失了時間預算，非常抱歉令楊兄在街上等候我

們一段長時間，當時已是下午六時了，所以我們沒有前往楊兄家，改為聯同楊兄夫婦去

了李志榮兄的住處藍地食晚飯。因李兄是酒樓熟客，故介紹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菜式給

我們品嚐，令我們大飽口腹。言談間楊太希望來日可帶我們到流浮山睇日落和食海鮮，

楊太的風趣和熱情令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晚飯後李兄更邀請我們到他家裹小坐，並且奉

上多款生果和甜品，最後我們在聖母像前祈禱並領受聖母進教之佑降福。大家帶著開心

愉快的步伐離開，感謝天主給了我們這檥美好及富有意義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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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懷念的恩人 

 
 在我一生中，有五個人對我畢生中有極大的貢獻，並

有切身的關係。 

 第一位是我的祖母，因我是一個可憐的遺腹子，因我

母親在懷孕的時候父親便離世，而在這喪期終的時候便生

了我。在我四歲孩提的一年，母親又遺棄了我。她遠赴外

洋，到了馬來西亞山打根埠作馮婦，遂使祖母苦心養育了

我。因此，祖母是我第一位養育我的恩人。直至我八歲那

年，不幸得很，祖母患了重病，她面色蒼白及身子孱弱、

經常咳嗽吐血，整天臥病在床。當時因缺乏藥物及醫生，

在貧病交迫中，雖有兒女及媳婦，總是無人去照顧她，只

有我不分晝夜在床前陪伴她，是她唯一的心靈安慰！祖母

最後敵不過病魔而與世長辭。思念此情，肝腸寸斷，不覺

慟哭失聲，暈厥者再，嗟嘆上天不佑我祖母，從此陰陽永

隔，相會無期，嗚呼痛哉！ 

 我痛失世上最疼愛的祖母後，舉目無親，孤苦無依，

前路茫茫。回憶起來，多麼的悽愴，從心底裡湧出悲哀與

嘆息。這使我如西風黃葉，到處飄零，過着流浪的生活，

踏進前路茫茫的人生路程。 

 當我八歲時，祖母逝世後的第一年，我便離開那毫無

留戀，滿目愴傷的故鄉，到了那十里洋塲的濠江 (澳門)，

故此澳門是我第二故鄉。從此我便走進這萬惡的社會裡，

在那奸險的社會中開始我的新里程，但也不知道要流浪到

何時？ 

 第二位救命恩人，是一對澳門的葡國夫婦，在他們善

心的教養下把我這個可憐人救活過來，他們供我到澳門無

原罪孤兒院(即現今慈幼學校)讀書，接受鮑聖有教無類的教

育。這對葡國夫婦同情我的遭遇，對我十分慷慨，如此的

古道熱腸，實世間罕見。不幸得很，當這對善心夫婦先後

逝世後，我又要輟學，變回了一個無家可歸的街童，飽嘗

風霜與飢餓，且徘徊在死亡線上，過著非人的生活。在那

殘酷飢荒的抗戰期間，滿目瘡痍，我真不敢回首當年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蔓延至華南，因而波及

有世外桃源之稱的濠江，故此我又要跑回到傷心的故鄉。

在這苦難期間，嘗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及經濟無依靠的

痛苦，每每躲在黑暗的角落裡暗自飲泣，自嘆做孤兒的悲

哀，徹夜難眠，禁不住心中的慘痛而無從宣洩！ 

 當我正處於絕境的時候，或許是天主的安排，不知什

麽緣故，我又逃回澳門慈幼學校，幸運地得到當年仁慈的

校長、陳基慈神父收留，我才得以繼續就學，安渡正常的

生活。經他悉心照顧及栽培，我才能穩步踏入社會，且活

到今天。真衷心多謝陳神父的慈愛，所以後來我們成了澳

慈同學會的好拍檔。 

 第三位恩人，乃是我的岳母大人，她的仁慈愛心，像

慈母般將她心愛的女兒周瑞芳小姐，無條件地許配給我，

作為我摯愛的內子。我永遠懷念及衷心感謝她。 

    第四位是我的賢內助周瑞芳女士，她是一位傳統女人，

照料我們整個家庭，任勞任怨，默默耕耘不問收獲、確是

一位賢良淑德的好妻子，她陪伴我一生，手挽手地行走這

人生坎坷的苦路。在她偉大的母愛下，悉心養育了我的四

個女兒及兩個兒子，直至他們健康長大而成家立業。現在

我有十二位孫兒及四個曾孫，也是她無微不致照顧的成果。

謹向她致上無言的感激。 

 我的愛妻於2013年4月19日逝世，在她臨終時，我緊握

着她的手約有五小時，直至她走完這人生的道路，臻至天

國。她的離去對我有沉痛的打擊，精神痛苦不堪，千言難

述！ 

 於5月9日在香港西灣河聖十字架堂，我的好友學弟(前

任澳慈留港，現任加拿大ＢＣ省鮑思高同學會神師)盧湛明

神父從國內回港，為我的愛妻舉行逾越聖祭。當天出席彌

撒聖祭者，有數拾位我澳慈留港的舊同學、堂區教友、朋

友及親戚約共百餘人，大家對她愛戴之情由此可見，我衷

心感激他們的弔慰，相信內子在天上也堪以告慰，祈望她

早日安息，享受天國永遠的福樂。 

 第五位恩人，是警界裡一位精明、賢能剛正的警司羅

士琴先生。當年我身陷寃獄，想起那段不愉快的 

經歷，今天竟可以心平氣和、沒有悲憤，不溫不火地慢慢

說出來。往事彷如雲淡風輕，昔日那種侵蝕我靈 

及刻骨的仇恨，現已烟消雲散。在當年的鐵窗寃獄生涯裏，

我實踐了在母校所學習的忍耐及信賴天主，遂使我修成了

「正果」，每日在祈禱中祈求天主及聖母垂顧憐憫，又學

會了寬恕及包容，這應驗了「只有刻骨的體驗下，才有銘

心的人生感悟」這句話。我終相信人性是善良和人間有正

義。多謝天主的恩祐，幸好當年我有這位精明正義的上司，

羅士琴警司伸出援手處理這宗寃案，為我請命，又在同袍

的資助下聘請了律師打這塲寃獄官司，支撐着我渡過這三

個月的黑獄生涯，終於撥開雲霧見青天，還我一個清白。

這宗案件發生於1947年，前陳往事，實不堪回首！ 

 在此我謹向諸位同學們，並忠告主內的弟兄們，凡想

跟隨耶穌基督的人，必須行走祂的苦路，在逆境中勿忘信

賴天主，祈求聖母的援助，又感謝他們及你所有的恩人，

因為感恩是智慧的表現，能獲得更多的恩惠。 

澳慈留港老同學      周甲慶 

學弟回應周甲慶學長，看了你這篇文章，心感答謝； 

 你是我們同學會的創會元老，也是現今健在留港的學

長；你及已去世18載的袁華祺學長，他是一位謙謙君子，

同是我們尊敬的元老，你們創會的艱苦里程，年青的師弟

們或許不知，但有同學會的歷史檔案永遠記載你們勞苦功

高的事蹟，祈望你們的表樣代代薪火相傳。周學長請你不

要氣餒及哀心，你現有兒孫滿堂，身體健康，這也是天主

的恩寵及福氣，還有我們同學會及神師永遠支持你呢。 

 我堅信在會祖鮑聖及聖母護蔭下，會照顧我們每位同

學及其家人。主佑各位！ 

（此文經本會神師及梁耀強會長審閱下才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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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家謙老師結束四十年教校生涯榮休 ~ 舉行歡送會 

鄭炳棠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星期六回校日，

天色陰晴不定，我懷著複雜的心情重踏

母校，沿途在不斷回憶校園時點滴。甫

踏校門，溫暖的感覺直湧心頭，畢竟陪

伴我渡過整個少年時間，充滿歡樂時光

的校園，自問卻似乎從來沒有好好感恩，

心暗愧疚。 

校方看來準備相當充足，各壁報板上已

經張貼了豐富的校園資料，輾轉而下，

整個工場已經開放，一眾舊生分別在校

園內四處遊走，看看校園多年來的變化。

正式入口設有接待處，除有 40 週年紀

念校刊免費派發外，竟然還有校呔及歷

年不同時期的校徽發售，校徽售價還只

是象徵式地收取兩元，當中心意，真的

純粹只是為了我們這群已離校的舊生而

特意安排。 

同學會聯同家長教師會，於當晚為本學

年後結束四十年教校生涯榮休的伍家謙

老師舉行歡送會，儀式於當日下午七時

正於學校下層操場舉行。更設有燒烤晚

會，二十多個爐頭及椅子設備已一早安

排妥當，隨時候命。時近黃昏，天空終

於洒下一場驟雨，似把整個露天球場洗

刷一番，換來一片清新。迎接驟雨，校

方早有兩手準備，即時把火爐椅子等移

至有蓋小賣部前，眾人更形親密，卻不

擠迫。席前現任校監為我們祈禱，而在

場中二百多人，除了一眾回校舊生外，

還有多位已離職的舊老師，校監，校長，

家教會成員，現任師生，與及眾人的家

人親友，攜母帶子；雖然食物份量其實

已經非常充足，但當看到各人不論是否

相識，仍然在不停地傳遞食物飲品，無

分彼此，打成一片，我想，人與人之關

的距離，已經在鮑思高精神下融和了。 

天公造美，雨勢已止，是日高潮，是紀

念服務多年的伍家謙老師榮休，大會司

儀邀請伍 SIR 上台，除了感謝外，校方、

家教會及同學會還分別致送多款紀念品

以作留念。爆肚環節，大會特別情商多

位“大師兄”一同上台，與伍 SIR 分享

了當年“女校男生”的秘聞，在座情緒

即時熱熾高漲，伍 SIR 也展露了日常嚴

肅以外，風趣幽默的一面，現場氣氛溫

馨和諧。 

衷心感謝同學會多年來的不斷努力，與

及校方及家教會的通力配合，讓我們這

等舊生，每年仍有機會重返母校，緬懷

一番；時移世易，時代變遷，不管驟晴

驟雨，唯有一顆赤子之心，郤依舊不變。

在此寄望各位師兄師弟，日後繼續多加支

持母校，讓鮑思高精神繼續長存。

相片由左至右:  歐麗琼女士、葉偉就先生、校監蘇志超神父、 
伍家謙老師、陸順賢神父、校董梁家強先生及校長虞歐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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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 2013 年度       粵華中學畢業典禮紀盛        

 
趙善威 

颱風遠颺，天公造美，2012 – 2013 

年度母校之畢業典禮如期於六月二十三日

在校內千禧館舉行。 

一年一度之盛事，應邀出席嘉賓眾多：

包括澳門教區主教、政府司長、局長、校

董、中華教育會理事長、校友會代表、家

長等。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濟濟滿堂，

極一時之盛。目睹莘莘學子，經過多年勤

奮，掌聲之中，榮獲他們之畢業文憑，喜

悅心情，與在台下家長一樣，非片紙隻字

所能形容的。 

時代不同了，英文部之畢業班由 Form 

5 改為 Form 6，並且接收聖心書院升讀理

科之女同學，男女同班；往昔之獨立男校

已成陳跡。還有，過往之畢業典禮，並沒

有加映短片。如今，在放映之短片內，看

見學生對父母多年來培育之感恩及雙親對

兒女未來前途之鼓勵，如此親情，能不感

動！正如所有的粵華校友，回到母校懷抱

一樣。 

重回母校参加今年之畢業典禮，對

1963 年英文部畢業的 Great Bear II（大

熊星社）同學，印象特別深刻。在母校樂

團奏樂聲中，再次高唱校歌。半個世紀之

前，他們是在台上接受文憑的一群，如今

這一刻，由獎學基金會邀請該班趙善威同

學為校友會代表，擔任頒贈獎學金嘉賓；

撫今追昔，寧不感慨萬千！ 

另一位則是畢業五十一年之鄭榮健同

學〈1962 年畢業班 Sky Rocket Club，該

班剛於去年慶祝畢業五十年，連同中文部

男、女校聯合捐贈一個葡文優異獎學金〉，特

具意義。  

提起獎學金，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書。

1978 年一班熱心校友，為了鼓勵成績優異

之就讀同學，成立了校友會獎學金，初期

由 50 年畢業班明社（何廣凌神父畢業該班）

捐出 6,000.00 元為第一筆獎學基金，80

年初英文部 63 年畢業班大熊星社幾位同學：

梁星棋、趙崇就、趙善威及中文部 60 年勤

社莫國興、62 年恆社李炳焜等幾位各自捐

贈一個至數個獎學金，90 年代 55 年畢業

同學區宗傑每年捐贈母校 20,000.00 元共

數萬元亦由梁熾才神父轉交校友會以增加

獎學金名額。由 78 年至今天經各校友捐贈，

獎學基金已達四十餘萬元，獎金一直頒發

了三十五年，總數共八十多萬。當年這一

人一份細小的基金，得以年年頒發不斷，

全賴投資組成員：何廣凌神父、梁星棋同

學、莫國興同學、潘澤生同學，投資有道，

收獲豐富，大公無私所致。 筆者借此小小

篇幅，聊表謝意。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五十年？ 不過，

校友會的獎學金，將會每年不斷頒發下去，

這一份無私的精神，將有後來者接力，發

揚光大！ 

最後，敬祝各位畢業同學前程錦繡，

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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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第二屆高爾夫球 

                                 友誼賽 
  
活動目的：增進慈幼會屬下各校校友間的友誼及為增城石灘兒童院籌款 

日   期 ：2013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時   間 ：上午 11 時正 至 下午 6 時正 

地   點 ：廣東惠陽棕櫚島高爾夫球場 

集合地點及時間: 1) 香港區: 金鐘海富中心 (8:00am) 

                2) 九龍區: 九龍塘理想酒店 (8:30am) 

 

名額 : 60名(先付款先得) 
 

收費 : 每位港幣 $1,500元 (須於 9 月 25 日前繳付) 

      ﹝費用包括往返香港至球會交通、球衣一件、小食包、果嶺費、球車、  

  二人共用球童(不包球童小費 )、打球後自助餐及抽獎﹞ 

 

 扣除相關開支後所餘費用，將全數捐贈予增城石灘兒童院，用以資助 

 當地貧困學生升讀高中之用(籌款目標：港幣五萬元)。 

 

賽制：採用「新新貝利亞」(New New Peoria)賽制 

開球形式：18洞，其中 9洞同時開球 (Half Shot-gun) 

發球台：男士–藍色發球台   女士–紅色發球 

 

獎項： 1. 個人獎項：淨桿獎冠、亞、季軍 

 2. 個人獎項：最近球洞獎  

 3. 個人獎項：中線獎 

 4. 隊制獎項：「校友獎」冠、亞、季軍 (取各校淨桿最高分的前三名為準) 

 
歡迎慈幼大家庭成員及友人參加，詳情請向各聯合會代表或籌委會委員查詢； 

亦可與聯合會副會長兼籌委會召集人劉鏡成聯絡 (uheart2007jl@gmail.com)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第二屆高爾夫球邀請賽籌委會敬上 

2013 年 7 月 22 日 
 

聖若望鮑思高神父：『你們要彼此認識、關懷、互助和團結。』 



  

9 
 

 

  澳門一日遊 ─探望何廣凌神父、梁澤民先生 

作者: 鄧繼騰、梁家強 

 七月三日早上， 鄧繼騰、家強及夫人一同到澳門探望何廣凌神父，轉達各同學問

候‧因探病時間未到，我們一行三人先到伯大尼安老院探望梁澤民先生，查梁先生為已故

鄧繼強 (鄧兄之胞兄) 在澳門慈幼之學兄。與劉志剛神父、潘國榮等一同成長。年屆 88

歲的梁先生，憶述在台北辦幼稚園廿多年後，何廣凌神父召叫他回澳門服務，在時任院長

孔志剛神父安排下，在鮑思高小學任職，至八年前正式退休，在神父及教友安排下入住安

老院，在院內替院友書寫信件，教菲籍院友中、英文等，故眾院友稱之曰〝老師〞，同時

亦在聚會中分享聖經及傳福音。下午一時邱鳳英來電告知她在醫院等候我們，故與梁老師

告觪，匆匆乘的士到山頂醫院探望何神父。 

 何神父私人秘書邱鳳英憶述五月廿七日何神父在

香港砌除息肉手術後，在薄扶林道總部休息一天便回澳

門工作。六月五、六日均來回港澳兩地，為教友主持彌

撒及講道；六月七日早上邱姐未見何神父用早餐，曾在

校內找他及電何神父手提話聯絡未果。下午一時三十分

邱姐回校發覺何神父仍未到餐房午膳，故即時通知黃家

輝神父取神父睡房匙找校監。同一時間，邱姐在小聖堂

發現何神父手機正在充電中，即晚課後至早上何神父沒到聖堂唸早課，這時黃神父亦發現

何神父卧在校監睡房地上不能動彈，故即時破門及報警求助，在十字車上何神父已能與黃

神父談話。 

 經醫生診治，証實何神父右腦中風，左邊身體

不能活動自如，雖有針刺般頭痛，但能進食流質食物，

並進行物理治療。 

 六月廿七日，何神父再輕微中風，經過醫生團

隊悉心對正下藥，何神父已能安渡三天危險期，現雖

消瘦，但按步慢慢康復。 

 我們所見，邱姐及其在日本專程到澳門之侄女

Josephine(即已故何啟凌之女兒) 及張子健太太阿

MAY，現輪流照顧何神父。何神父記憶良好，有講有笑，並時用四字詞語與我們交談，叫

我們要唸玫瑰經、朝拜聖體，為教會及同學會祈禱。在附圖片中大家可見何神父正蓋一張

花地瑪聖母聖像的毛巾被，此被非常精緻，是省會長斐林豐神父送來，何神父還說有被套的，

可見他思路清晰，處事井井有條。 

 何神父囑咐我們不用擔心，邱姐在他身邊照顧十分周到，他定能康復出院，祇須在

香港為他祈禱，勤到聖堂朝拜聖體便妥；我們所見當我們初到探訪，何神父緊握我們的手，

血壓上升到 110，但傾談五分鍾後便回到 80，所以太多人探訪對何神父未必是好事，各位

同學請繼續為何爺健康祈禱，不用親訪，邱姐亦會傳遞訊息給我們。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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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安大略省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願主的愛與我們同在 

 

 「願主的愛與你同在，無論你在何方，願祂祝福你的心靈安康…」這首

〈主的愛〉是安省香港仔工業學校(ATS) 舊同學在每次祈禱會結束前的歌

曲。而祈禱會的成立得由十多年前在多倫多由李普樑、陳鎮鋒、徐少鳴三

位 ATS 的舊同學（同是 72 年）組成一個家庭祈禱小組說起。這幾位舊同

學原只因同在異鄉，又在不同的堂區參與彌撒，於是找一個機會相互聯繫

而成立這聚會。在往後的日子中，不斷有同學加入，至今已增至十多個家

庭。 我們每月聚會一次，每次由不同家庭輪流責負主持， 稱作祈禱會。 

 十多年的時間不短也不長，在二○一三年聖母月的朝聖之旅後，讓我們

作一個回顧，並在《母校鐸聲》作一簡介。首先必要感謝聖神的帶領及聖

母的轉禱，使祈禱會不斷成長。此外也要多謝多年來給予支持及指導的神

長們：成立初期有當時的中華殉道聖人堂助理司鐸趙文煌神父(已逝)作神

師，其後聖人堂的主任司鐸梁達材神父和當時仍是修士的陳思定神父也曾

參與我們的聚會。至數年前慈幼會何國漳神父（ATS 58 年）到任多倫多，

便一直作我們的神師。在此銘感各神長的鼓勵、支持及關愛。 

 祈禱會初期沒有什麼特定的主題或形式，最初是由一個家庭負責聚會的

主題分享而另一家庭負責其後的晚膳。而後來大家都熟習了流程，每次的

聚會變成由一個家庭同時包辦主持及晚膳。而形式也由主題分享變成聖經

研讀。通常我們在每月最後主日的下午進行。先恭唸玫瑰經，然後研讀福

音。我們用了約三年時間研讀了整部路加福音後，這兩年正在研讀瑪竇福

音。頌讀福音章節後，何神父會給予有關聖經的背景指導，然後我們會就

福音的內容提問或分享。在聖經分享後，會一起唱「主的愛」及接受神父

2008 祈禱會 2000 年紐約州水牛城花地瑪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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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祝福。這以後通常是晚膳時間。一般我們都是 Potluck。這時候太太們

會在二廚房裡預備，而男士們就聚在一起拿起酒或茶杯，高談闊論世界大

事或人生問題，但最多的時間，他們都是在緬懷以前在宿舍的生活，或談

及同學們的近況！直至享用晚膳後，再期待下一次的聚會。 

 除了上述的定期聚會外，祈禱會也有季節性的活動如聖誕聯歡、新春團

拜、戶外的活動如旅行遠足、足球、以至朝聖等；服務的活動如參與堂區

的賣物會、協辦義務工作；聯誼性的有參與慈聯的活動、接待到訪神長及

香港仔工業學校舊生會每年新春的聚餐等。也因有同學在瀑布區開餐館，

我們不時會專程探訪，除大吃一頓免費餐外，也會順道旅遊或品嚐美酒。

飲飲食食以外，我們也組隊參與大多市四個華人堂區聯合舉辨的安省米蘭

朝聖，也跨境到紐約州的水牛城花地瑪聖堂感謝讚美天主！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分享的內容由移民適應、工作、夫婦相處之道、

孩子的成長、親子關係、如何選學校/學科轉至近年大家關心的健康、養

生、退休安排、以至孩子的婚禮等。分享的題目儘管不同，可是總沒有變

的是在鮑思高大家庭內彼此的情誼。在此附上數張照片，相信它們更能描

述這十多年來祈禱會的活動及蛻變。 

 「春風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如果你途經多倫多，如果你

想在明媚春夏日與舊生們把酒談歡，或在蕭瑟的秋冬晚上在燈下圍爐夜話，

可聯絡莫榮堅 (pwkmok@yahoo.com )或徐少鳴，跟我們同唱並分享

「主的愛」！ 

祈禱會現有會員：  

莫榮堅 (65 年) 葉滿華 (68 年) 李普樑、陳鎮鋒、徐少鳴、余鑑釗、黃瑞麒、

楊永波 (72 年) 張治忠、歐陽國治 (73 年)  賴類斯 (74 年) 葉永強 (78 年)  

黃隆有(80 年) 

文章由 ATS 73年張治忠同學夫人梁寶蓮女士提供 

2011 祈禱會太太團預備的美食 2013 NY Buffalo Fatima 

mailto:pwkmok@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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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3年度慈幼大家庭週年慶典 

慶祝會祖鮑思高神父誕辰 

暨 會士發願/ 晉鐸金、銀、鑽、白金慶感恩聖祭 

 
 

慶典主角名單：  

發願七十週年紀念 

 慈幼會：梁鼎勳神父 Fr. Vincent Liang Ding-Shiung 

發願六十週年紀念 

 慈幼會：唐世榮修士 Br. Joseph Dong Shai-Young  

發願五十週年紀念 

 慈幼會：梁啟光神父 Fr. Paul Leung Kai-Kwong  

 母佑會：易婉儀修女 Sr. Agnes YICK 

 李海倫修女 Sr. Elena MIRAVALLE  

發願二十五週年紀念 

 慈幼會：陳尚華神父 Fr. Joseph Garcia 

 楊祖羅神父 Fr. Yeung Cho-Law  

晉鐸六十週年紀念 

 慈幼會：梁鼎勳神父 Fr. Vincent Liang Ding-Shiung  

晉鐸五十週年紀念 

 慈幼會：馮天駿神父 Fr. John Bosco Fung Tin-Chun 

 

 

特別慶祝林文瑞神父 Fr. Ernesto Rescalli百歲壽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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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魯仲衡小組 

誠邀母校各已退休舊同學參加 

 

藉此聯繫、關懷及幫助有需要之舊同學。本小組每年均於 5月 24

日，聖母進教之佑瞻禮日，舉行感恩聖祭及習練善終。每兩月一

次舉行茶聚，讓各人緬懷校園生活，暢談古今。同時亦將慈幼會、

母校、鮑思高同學會、各神長及各同學之消息與各人分享。 

 

有興趣參與之舊同學，請聯絡： 

 莫德源(1953)  9454 6013   

 黃子康(1958)  9048 7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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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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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同學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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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同學上網查閱 

http://www.dbpp.hk ,    http://www.sloba.org ,    http://www.ats.edu.hk 

   

http://www.at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