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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Year of preparation for the Bicentenary 

    Third year of preparation：Don Bosco’s Spirituality 

                        16 August 2013 - 15 August 2014 

Finally we must have a knowledge of Don Bosco’s spirituality and live it. 

A knowledge of his life and activity and of his method of education is 

not enough. At the basis of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his actions and of his 

relevance there is a profound spiritual experience. «It is not easy to 

identify precisely Don Bosco’s spiritual experience. Perhaps this is an aspect of our founder that 

has not been studied at sufficient depth. He is a man totally intent on work. We have no 

descriptions of his interior development, nor has he left us any explicit reflections on his spiritual 

life; he wrote no spiritual diaries, offered no specific interpretations. He preferred to pass on to us 

a spirit by describing the events of his life, or through the biographies he wrote of his boys. It is 

certainly not enough to say that his spirituality is that of one engaged not in contemplation but in 

active pastoral work, a pastoral work of media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spirituality and its popular 

expression» (ACG 394 p. 12).       Fr. Pascual Chávez Villanueva  

 

慶祝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週年紀念三年準備期 

2013年 8月 16日至 2014年 8月 15日 

第三年主題：鮑思高神父的靈修 

 

到了最後的準備階段，就我們之前對鮑思高神父的生平、所作的事蹟及教育法有

所認識是不足夠的，我們必須對鮑思高神父的靈修生活有一定的知識，並應當在

生活中加以實踐。鮑思高神父有豐盛的成果與其神修體驗息息相關。<<要準確地

識別鮑思高神父的靈修生活著實不容易，或許這是我們對會祖尚未作出深入的研

究和了解的一個範疇。 他是一個專注於工作的人。我們沒有他內心進展的描述，

他並沒有留下清晰的神修生活啟示；亦沒有寫下任何靈修生活上的日誌，更沒有

提供具體的詮釋。鮑思高神父選擇以生平事跡去解釋，或透過他為學生所寫的傳

記中為我們留下他的精神。如果說鮑思高神父的靈修是一項活躍的牧民工作，一

種處於理論神修與普及表達的牧民工作，而忽略了靈性的修維，這未免不夠充

分。>> (ACG 394 p.12)                 [編輯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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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慶 典 

2013年7月14日 台北聖若望鮑思高天主堂 

   
 

   
 
 
 
 
 

                          自助餐            盛況空前 

 
 

                      

      [資料來源：母佑會及台北聖若望鮑思高天主堂] 

母佑會來華傳教九十週年 

感恩祭  由陳日君樞機 洪山川總主教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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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度慈幼大家庭周年慶典已於 8 月 17

日隆重舉行。今年大會的主題為「信德揚

帆、聖母同行」，大會首先是以講座分享會拉

開序幕。  

 當日下午 2 時半，來自慈幼大家庭

各成員單位，包括慈幼會、母佑會、

顯主會和在俗協進慈幼會士、還有慈

幼青年、鮑思高同學會，慈系院校師

生等，齊集九龍天光道鄧鏡波學校禮

堂，由陳鴻基神父帶領，以「下一代

的信仰覺醒」為題進行分享。 

 陳神父提醒大家要替自己適當定

位，以「愛天主」多過「愛自己」去

明認創造主的美妙化工和萬物的規

律；論及基督徒在學校和家庭的身份和使

命，要以身作則，用生命影響生命，引導學

生和子女，放棄追逐名利，關心和信任子

女，鼓勵他們承擔責任；在團體生活中，要

彼此扶持，避免各自為政。陳神父更播映一

段公教電影，讓大家重溫救恩史，藉此加強

信德，勉勵大家提升自己，以一顆純潔的

心，改變世界。 

 慈青隨即為大家獻唱歌曲「公教青年人」，

並配以活潑的肢體動作。大會更播放了慈幼

大家庭為慶祝鮑思高神父誕生 200 周年已舉

行的部份活動照片，大家回味之餘，亦繼續

思考如何準備參與接著下來的活動。 

 接著，慈幼協進會--雷鳴道衛冠納中心的

代表招袁煥儀姊妹介紹東涌主日慶禮院「喜

樂社」。目前該社主要服務東涌的學童。開幕

不足一年，但學童人數由 2 名到現時恆常出

席的 50 名。喜樂社在運作上仍面對不少困

難，例如精力充沛的小朋友，往往不守規拒

或行為不當，義工需耐性勸導他們；但這事

件頗有鮑聖早年隨慶禮院到處遷徙的影子！

義工們會繼續努力耕耘這慈幼園地。袁姊妹

亦分享他們正推動大天使照顧小天使的運

動，為東涌青少年營造一個家外之家。願聖

母進教之佑恆常護佑慈幼事業及「喜樂舍」。 

 慈幼會中華區會長斐林豐神父作總結時指

出：在信德年裡，大家親歷一次富責任感的

教宗換任，他邀請信眾細閱「信德之光」通

諭，細味「明德比罪惡更強；寬恕比報仇更

有力量」。 

 小息期間，大家走到良友之聲出版社特設

的書攤選購書籍。而慶典感恩聖祭於

下午四半舉行，由陳日君機樞主禮，

除慶祝會祖鮑思高神父誕辰外，今年

適逢梁鼎勳神父、唐世榮修士、梁啟

光神父、易婉儀修女、李海倫修女、

陳尚華神父、楊祖羅神父、馮天駿神

父等的發願或晉鐸周年，特別為梁鼎

勳神父發願七十周年和林文瑞神父百

歲壽辰，大家同頌主恩。 

 斐神父在感恩祭講道中邀請大家齊

向天父謝恩，因為衪賜給我們鮑思高

神父，我們要認真效法會祖去關愛青少年。

斐神父引述「信德之光」通諭的教導：如對

天主的愛存有莫大的信心，相信已可戰勝一

切。為迎接會祖誕辰 200 周年，大家庭已分

階段認識鮑思高神父、認識預防教育法，及

後我們將研究慈幼神修。慈幼會總會長在最

新的贈言裡，要求大家除在知識層面認識

外，也要實行仁愛，落實以親切的愛去關心

在我們身邊的人，彰顯愛的最大力量。 

 今年慶祝百歲壽辰的林文瑞神父，也隨後

發言，他用清晰的語調緬懷過去與會士共同

生活的日子，並籲請大家切記宣揚聖母進教

之佑及會祖精神。相信林神父已獲得聖母的

特別祝福！ 

 感恩祭後，參加家庭晚宴的兄弟姊妹緩步

前往鄰近酒家。是晚筵開 40 席，表演節目豐

富，這當然少不了金嗓子陳鴻基神父獻唱多

首歌曲，期間更頒發獎學金給表現優異的慈

系院校學生，最後大家在融洽愉快的氣氛中

結束今年的慶典。 [資料來源：慈幼會網頁] 

慈幼大家庭慶祝會祖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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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高齡的慈幼會會士 

林文瑞神父生平小傳 

 

   林文瑞神父 (Fr. Ernesto Rescalli) 於 1913 年 4 月 2 日在意大利 加斯廸理安尼

(Castiglione) 出生。他家裡有七兄弟姊妹，他排行第七。他有一個好家庭，父母都是

好教友。不管是下雪還是結冰的日子，父親每天早上六時，都一定會去參與彌撒，

然後吃過早餐才上班。文瑞只讀了小學便要在社會上找工作。 

  文瑞的鄉村有三位神父，其中一位神父每晚都與青年在聖堂聚會，一起傾談、玩

耍和唸經。在那群青年中，有五個做了神父，有一個當了修士。當了修士的就是駱

禮仁修士 (Bro. Mario Rossi)，後來他去了菲律賓傳教。文瑞自幼便常看傳教書籍和

教會通訊，心中已常感覺天主的召叫。在鄉村附近有一所慈幼會的學校，那裡的神

父幫助文瑞加入了依芙里亞傳教備修院 (Ivrea) ，在那裡有 100 多名修生讀書，他們

的年齡都是稍大的。於 1935 年 12 月，在長上的安排下，文瑞和另外兩名修生被派

往中國傳教，其中一名修生就是盧萬展神父 (Fr. Lomazzi)。 

   初到中國的文瑞在香港筲箕灣修院讀初學，1936 年 12 月 8 日發初願，那天是聖

母無原罪的大節日。林修士繼續在筲箕灣修院唸了三年哲學。畢業後即往香港仔工

業學校(當時叫香港仔兒童工藝院)實習，學著管理學生。那時，意大利和英國正在

交戰，屬於意籍的林修士不能留在香港，於是便轉去了澳門實習。 

  1941 年，文瑞到了上海南市神哲學院唸神學。那所修院同時容納了神哲學生、初

學生和備修生，學生的生活情況雖然熱鬧，但卻非常艱苦。在戰爭時期，路上往往

躺有許多死屍。省會長畢少懷神父 (Fr. Braga) 是一個能幹的人，才勉強維持著修院

的生計。當時神學生在上海表演戲劇，便傳播了慈幼會的名聲，亦因此得到市內人

的多方幫助。他於 1945年 1月 29日晉升鐸品，那天是「聖方濟沙雷氏瞻禮日」。 

  林文瑞神父在晉鐸後，即到了澳門慈幼學校工作。在 1950 年，他返回意大利探

親，那是他離開家鄉後 16 年來第一次回鄉。返回中國後他在聖類斯學校服務了七

年，然後再回到澳門慈幼學校服務，後來才轉到粵華中學工作。從 1957 年起他便一

直留在粵華中學工作至 2011年。 

  1966 年澳門發生 123 事件後，聖若瑟中學由魯炳義神父接任校長，林文瑞神父則

協助魯神父舉辦慕道班。粵華校友林兆熊同學亦由魯神父聘請為該校之初中要理教

師，同時亦有幫助林神父之慕道班，其間每年領洗入教約有 30 人。經過多年後，澳

門的政局已趨安定。聖若瑟中學

亦交由羅玉成做校長，兩位慈幼

會士亦返回粵華中學繼續教育的

工作。 

   做宗教主任 (舊稱監導神父) 

似乎是林神父的天職，他做了幾

十年，都堅守著宗教主任的崗

位。這是他最喜愛的工作，他視

之為生命中最好的時期。他教道

理，教慕道班 (舊稱望教班，這是

他認為最重要的)，以及組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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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他也曾到曉明中學做神師 (Chaplain)，大概為時十五年之久。他的工作

包括每天的彌撒、聖體降福，以及告解聖事，這正是主教任命的工作。他還出任瑪

沙利羅中學的神師，為修女聽告解及講道。由於年齡及體力的關係，這些任務已在

幾年前結束了。 

  林神父於九十五歲後，因身體狀

況，已極少上街了，只留在粵華中學

管理學生，看學生們在小息時打球，

與他們分享歡樂。他常把椅子放在一

個有利位置，可以同時看到幾個操

場，看到學生們在玩樂，更笑稱那是

他的「堡壘」，同學們聽到他如此說

都笑了。有學生在的時候，他也常

在，這就是他所抱持的「與青年臨

在」的精神。在他的辦公室裡，常擺

放著一些從意大利帶回來的聖物（聖

牌、聖相等）售賣。但這是一樁虧蝕的生意，他只好另外賣些郵票來幫補一下。修

和聖事方面，到了這年紀，他只聽粵華中學和慈幼學校學生的告解。 

 他升神父的那一年，省會長畢少懷神父對他說：「我現在雖未有做監導的命令給

你，但你也立即開始做吧！」就這樣，林神父便做了五十多年的監導，直至梁幹潮

神父來到粵華中學代替他的工作，才放下這份他一直喜愛的工作。 

  多年來，在每年開學的時候，林神父都派發問卷及回條給學生，向他們查詢有否

想學道理及領洗的。若有學生在回條上表示願意的，林神父就會聚集他們一起學道

理。因為每年每班都有幾個學生想加入學道的，所以林神父就要開幾班慕道班，每

班約有 10 多人的。當年學道的人多，因而其他神父亦要幫忙教學生道理。可惜到後

期，參加慕道班的少了，有時甚至只有幾個，需開設的慕道班也隨之減少，這正是

林神父心痛的事。 

   有一次，同院的魯炳義神父(Fr. Rubini)坐在梳化的時候，因身體不適而想躺下，

林神父便將他抱起放在床上休息。不知是否當時用力過度，在第二天林神父就感到

背痛，甚至不能舖床，不能洗面了。從那天起，林神父的健康也開始轉差了。到了

98 歲時，因跌傷腿部來港醫治，痊癒後，省會長徵得林神父本人同意，讓他入住筲

箕灣「少懷之家」。就此，林神父便離開了服務多年的粵華中學，在港接受護理。 

   林文瑞神父一生效法鮑思高神父，熱愛

耶穌，孝敬聖母。他窮畢生的精力，教導

青年認識天主，以侍奉天主為最大的光

榮。他曾多次對人說：「我自幼稚園時期已

開始恭敬聖母，聖母常常幫助我，我也喜

歡向所有人讚揚她。」林神父每天皆為青

年及教育祈禱，為慈幼會各會士作幕後支

柱。 

  願林神父孝愛的聖母常保佑他，更願天

主充沛地降福予這位一生忠於，且一生辛

勤、謹慎地事奉衪的好僕人。 

[資料來源: 林文瑞神父口述，張冠榮修士筆錄，林兆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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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Don Bosco Past Pupils 

  第一屆足球閃電杯同學會邀請賽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謹定於 2014 年 1 月 5 日在九龍天光道 16 號

鄧鏡波學校，舉辦「第一屆足球閃電杯校友會邀請賽」，目的是為透過

足球比賽聯繫各慈系校友彼此認識及凝聚大家庭舊生。 

參加隊伍抽籤如下： 

 九龍鄧鏡波學校 ……………………… 林志勇、莊雄志、何家寶 

 香港鄧鏡波書院………………………. 葉家明、鄺寶賢、何志堅 

 

 聖類斯中學 …………………………… 高詩豪、羅達智 

 香港仔工業學校 ……………………… 劉鏡成、李智傑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 葉偉就、彭震宇 

 澳門慈幼留港、澳門慈幼校友會聯隊 . 梁耀強、朱永健 

 

 慈幼中學……………………………… 葉建昌、楊家漢、李偉群 

 慈幼會會士隊 …………………………  吳志源神父 

 

下午三時 表演賽：前香港足球員代表隊 對 香港鮑思高校友代表隊 

 前香港足球員代表隊 

 領隊：鍾志平博士 (澳門粵華校友) 

 球員：山度士、陳發枝、張志德、黃耀信、林守焯、朱國權、 

  施維山、黎永昌、黎榮富、朱柏和。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鮑思高校友隊 

 領隊：朱錫恩修士 

 隊長：莊雄志。球員：何家寶、黃文偉、余國森、李偉和、 

  黃國安、邱志強、葉尚華、鄺佐輝(九鄧校友)。 

  梁帥榮(澳慈校友)、梁健邦(港鄧校友)、葉泰浩神父。 

 

「你們要彼此認識、關懷、互助和團結」─ 聖若望鮑思高神父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7 
 

 

閃電杯規則及事項 

資  格：凡曾就讀於慈幼會屬下學校之舊生。 

規則簡略：七人淘汰賽，不設越位，全場換人只限 5位。和波不設加時， 

 12碼決勝負(5人)，賽和最後擲毫決定。  

球員人數：每隊報名最多 15人，報名時提交參賽者名單。 

時  間： 初賽及複賽上下半場各 12分鐘，全場 24分鐘。 

 決賽上下半場各 15分鐘，全埸共 30分鐘。 

開賽時間：2014年 1月 5日中午十二時。 

地  址：九龍天光道 16號(鄧鏡波學校)。   

開 球 禮：由慈幼會省會長斐林豐神父主持。 

表 演 賽：約下午三時。 

決  賽：約下午四時。 

球  證：香港合格球証。 

球  衣：自備。 

獎  品：冠軍(獎杯及金牌)，亞軍(獎杯及銀牌)。 

紀 念 品：所有參加隊伍。  (會場設有飲品及小食) 

頒獎嘉賓：斐林豐神父，林仲偉神父，梁廣榕先生(九鄧校友)。 

贊   助：梁廣榕教育基金。 

抽  籤： 已於 2013年 11月 17日中午十二時在筲箕灣慈幼修院舉行， 

 由省會長斐林豐神父主持。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會長： 

馮志耀 9496 1145 

    籌委會負責人： 

       區華昌 9194 0628 

   何家寶 9219 0023 
 

抽籤及監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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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卑詩省鮑思高同學會 

關懷神長小組 2013年金禧活動 

7月22日 至 8月12日 

嘉賓神長：梁鼎勛神父、方廷忠神父、唐世榮修士 

 
活動安排 

July    22,  神長飛抵溫哥華 ~ 晚膳 

 23,  午餐觀光( QE Park) 

 24,  午餐觀光( Richmond) 

 25,  午餐觀光( Harbour Centre) 

July   26,   登上 遊輪 享受來回 

    ↓ 

Aug  2,   阿拉斯加7天海上遊 

Aug  3,   乘航機前往亞省卡城 

  4,   接受卡城鮑思高同學會祝賀金禧 

  5,   午後乘航機飛返溫哥華 

  6,   午餐觀光 

  7,   午餐觀光，晚膳後煙花欣賞 

  8,   午餐觀光 

  9,   參觀 Mission 修院  

 10,  出席同學尊翁百歲壽宴 

 11,  舉行金禧感恩聖祭，金禧晚宴 (SFX) 

Aug   12,   乘航機返回原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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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城足跡  

 

 

 

 

 

 

 

 
 

 

 
 

 

 

 

 

  

 

 

 

 

 

 

 

 

 

 

 

 

    金禧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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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慈幼會中華會省 

2013-2014 各會院及會士一覽表 
 

香港教區 

聖安多尼團體 斐林豐神父、黃建國神父、陳鴻基神父、張冠榮修士、林  英修士、 

(會省辦事處)  李海龍神父、梁熾才神父、梁啟光神父、梁鼎勛神父、吳希義神父、

 吳炳誼神父。 
 

聖類斯團體 黃光照神父、鮑嘉天神父、陳尚華神父、高懷黎修士、李均豪神父、 

(聖類斯中學) 李北泉修士、麥謹行神父、李文烈神父、蘇志超神父、張志誠神父。 
 

慈幼會修院 吳志源神父、張心銳修生、唐世榮修士、方廷忠神父、馮定華神父、 
(修院/少懷之家)  顧志明神父、龔廣權修士、劉戩雄神父、李文德修士、梁定國神父、 

 梁保德修生、李東彪修士、陸達初神父、吳多祿神父、貝照良神父、

 林文瑞神父、蘇銘康修生、蘇國怡神父、陳廷仕修士、蔡國祥神父、     
 姚惠民神父、葉泰浩神父、袁鶴清神父。 
 

聖若望鮑思高團體 林仲偉神父、孔志剛修士、馮天駿神父、林仲基修士、吳新琦修士、 

(香港仔工業學校) 潘厚均修士、潘銘智修生、黃子源神父。 

 

聖母進教之佑團體 江志釗神父、謝家賢神父、朱錫恩 修士、勞明德神父、何英俠神父、 

(鄧鏡波學校) 何家輝神父、陸順賢神父、盧榮德修士、譚澤琦修士、張默石神父。 

  

澳門教區 

聖母無原罪團體 孔智剛神父、周伯輝神父、鄺  良神父、馮志恆修士、何廣凌神父、 
(粵華中學/慈幼學校) 黎永明修士、劉志剛神父、李益僑神父、  黃家輝神父、余富強神父。 

聖雷鳴道主教團體 楊祖羅神父、謝肇中神父、侯保祿修士、葉廣華執事、陸華清修士、 

(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 胡子義神父。 

 

台灣各教區 

聖若望鮑思高團體 簡安德神父、吳新豪神父、張鍾來神父、范長永神父。 

(台北聖若望鮑思高堂)       

聖若瑟團體  黎明智神父、陳茲新神父、張子昭神父、薛然文神父、李伯煒神父、                                                 

(台   南) 馬永定神父、羅力維 神父、陳興翼神父。 

聖母玫瑰團體  鄭泰祺神父、阮文孟神父、黃建軍修士。 

(台灣潮州少年城) 

[註: 新調任之神長以斜體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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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居留於其他地方的會士 

 
 

韓大輝總主教 His Excellency Archbishop  

 Savio HON Tai-Fai 

地址：Secretary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Piazza di Spagna, 48 

 00187 ROMA, 

 ITALY 

 
謝維道神父   Fr. Natale CERRATO 

地址：Salesiani Monteoliveto  

 Strada al Colleto, 44  

 10064 PINEROLO TO  

 ITALY 

 
鍾桂生神父   Fr. Antonio CHUNG 

地址：San Callisto Catacombe  

 Via Appia Antica 126  

 00179 ROMA  

 ITALY 

 
谷振聲修士  Br. Santiago IRIARTE 

地址：Colegio Salesiano  

 Camino San Adrian, 22  

 Apartado 2074  

 26080 LOGRONO,  

 SPAIN 

 
林健漢神父  Fr. John LAM Kin-hon 

地址：Saint Bridget's Catholic Chinese Ctr  

 445 1/2 Cottage Home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12  

 U.S.A 

 
朱懷德神父  Fr. Mario ROSSO 

地址：S.S. Peter & Paul Church  

 666 Filber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33, 

 U.S.A. 

何國漳神父 Fr. Joseph HO Kwok-cheung 

地址：St. Benedict Parish  

 2194 Kipling Avenue  

 Etobicoke, Ontario  

 M9W 4K9  

 CANADA 

 

 

馬士沖神父   Fr. Matthias MO Tze-tsong 

地址：Salesian Community 

 14 Mamre Road 

 ST, MARYS NSW 1790  

 AUSTRALIA 

 

 

祁 範神父   Fr. Peter COFFEY 

地址：Salesian House,  

 45 St. Teresa's Road,  

 Crumlin, Dublin 12  

 IRELAND 

 

 

霍思德神父   Fr. John FOSTER 

地址：Salesian House  

 St. Teresa's Road  

 Crumlin, DUBLIN 12  

 IRELAND 

 

 

梁幹潮神父  Fr. Paul LEUNG Kon-chiu 

地址：Don Bosco Technical Skills Center  

 c/o Catholic Church Mission  

 CPO Box 694 

 UlaanBataar 

 MONG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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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寄宿部訊息 

 

 

 

 

林仲偉院長/校監/舍監 的話 

   新學年開始了，我們寄宿部正踏入

第二年。我非常開心，因為 60 個宿位

已經爆滿，還有 8-10 個同學想加入然

而沒有空位，他們只能排隊輪候。 

    得到去年的經驗，我們今年開始得

很順暢，很快便上軌道，我們定下的三

個目標已很快的植根學生心中，那就

是︰（一）學讀書﹑（二）學做人﹑

（三）學走耶穌基督永生的路。 

    今年雖然人多了，但秩序比去年

好。學生同樣是坐不定、好玩、對讀書

興趣薄弱，但當我們指正他們時，他們

都會垂下頭認錯。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的。人誰無過，最重要是錯而能改，那

就是最高的善。 

  今個月是十月，特別敬禮玫瑰聖母。

我給宿生們介紹玫瑰經的意義和誦唸的

方法。為鼓勵他們認真的唸，我說︰

「誰若能把 20 端玫瑰經的奧跡唸出

來，我會送給你一條精美的唸珠。」有

位同學就於當晚成功地把 20 端奧跡唸

出來。 

    現在開課已差不多兩個月了，我可

以用四個字來形容我們的寄宿部︰「形

勢大好」！我看到這是一個絕佳的平台

訓練學生在學業，做人處世和信仰的路

上突飛猛進。有一晚，大家都安睡了，

我見到一位中一的同學，他去完洗手間

之後，他脫下拖鞋，用手拿着，小心翼

翼，很安靜的回到自已的牀位。見到這

情景，我真的眼前一亮，這位同學學到

了人生很重要的一課︰為別人着想。 

    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寄宿部開課後

的情況是因為寄宿部是學校一個新的部

份，亦是非常重要的部份，寄宿部的成

功絕對可以帶動整間學校向前邁進。 

    我保守估計，今年我們約有六成中

一學生是宿生，再過三、四年，很可能

全校有一半以上

的同學都經歷過

或正在經歷寄宿

的訓練。 

    各位老師、

同學、家長，讓

我們再次感謝聖

母媽媽對我們學

校 的 保 護 和 眷

顧。在她大能的庇護下，在我們同心協

力的推動下，我們香工定會成功開創新

的領域、新的境界和新的一頁。 
     

天主保佑，時常為你們每一位祈禱。 

 

院長、校監、舍監 

林仲偉神父 

2013年 10月 24日 

自從去年重開寄宿部後，至今已過了一整個學年，而新一學年亦已開始了。很多

同學，特別那些曾對重開寄宿部加以援助的人，對寄宿部的成績甚表關注。以下

為林仲偉神父在新學年開始時，對各位老師、同學、家長的講話。     ──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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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同學繼續為 

何廣凌神父祈禱 

求慈悲的天主賜予何神父力量 

早日戰勝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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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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慈幼修院聖母樓 

 

    位於筲箕灣慈幼修院旁興建的聖母樓，於 2012年 9月 26日舉行動土禮後，即

進行建築工程。首期地基工程已於本年九月完成，經政府有關當局核實後，建

造上蓋工程隨即展開。樓高四層的聖母樓，現已建至頂樓，而全部基本建築工

程可望於短期內完成。緊接而來的便是內部設施及裝修工程，全幢建築物預計

2014年中便可落成使用，趕及 2015年慶祝鮑思高神父誕辰 200週年大日子。 

   聖母樓完工後，便到「少懷之家」的擴充、維修和翻新工程，以便容納更多

年長會士，亦提供較方便及舒適的居住環境。 

   眾所周知，本港現時建築及裝修工程的費用不斷上升，各項大小工程多數超

支完成。去年之募捐活動，感謝各有心人士大力支持，因為所得之款項與目標

還有一段距離，在此希望大家出多一分力繼續支持。        ──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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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粵華中學慶祝創校 88週年校慶 

   校友會舉行活動通告 
  

 

 日期: 2013 年 12 月 8 日 

 時間: 1.中午 12:00於母校舉行  

     「粵華中學校友會閃電杯足球決賽」 

   2.下午 1:30 舉行本年度會員週年大會 

          (內容包括修章及改選新一屆委員) 

   3.晚上 7:00 假座澳門萬豪軒酒家舉行盛大晚宴， 

     餐券每位 250元。請各同學踴躍參加。 

 

               香港聯絡人：林兆熊 9670 2871 

                  吳澤衡  9469 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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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