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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了新的總會長 

【慈幼通訊社─2014 年 03 月 25 日羅馬慈幼會總部訊】─  第 27

屆全會代表大會選出阿根廷南部會省省會長范達民  (Á ngel 

Fernández Artime) 神父，擔任鮑思高神父第十位繼任人。 

選舉於早上 10 時 20 分進行，只需首輪投票便宣佈結果，會場不

斷傳出掌聲以示歡迎。大會主席查偉思神父，邀請范神父站在他身旁，說：「親愛的范神

父，天主今天透過你的會士兄弟，召請你成為鮑思高神父的繼任人。你不是被召叫效法

總會長，或是衛基神父或衛甘諾神父。你是鮑思高神父的繼任人，而不是查偉思的繼任

人。因此，我以全代會名義詢問你，你是否願意接受。」 

范神父以西班牙語，說出這由衷動人的話：「我把自己放在上主手中。讓我們懇求鮑思高

神父和進教之佑聖母瑪利亞，在兄弟和修會的兄弟情誼中，陪伴我們、陪伴著我。懷著

信德 ─ 我願意。」 

新任總會長逐一接受所有全代會成員的擁抱。 

 

范達民神父現年 53 歲，於 1960 年 8 月 21 日在西班牙戈松出生，他於 1978 年 9 月 3 日

矢發初願，1984 年 6 月 17 日發永願，並於 1987 年 7 月 4 日晉鐸。他本屬萊昂會省，曾

任青年牧民委員、奧倫塞學校的院長、會省議會議員及副省會長，他於 2000 至 2006 年

間出任萊昂會省省會長。 

在第 26 屆全會代表大會中，他擔任籌備工作技術委員會成員。2009 年，他獲任命為阿

根廷南部會省省會長，直至現在。他因而認識與他共事

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教區總主教，貝戈格理奧樞機，即現

任教宗方濟各。 

他擁有牧民神學博士學位，以及哲學和教育學執照。 

去年 12 月 23 日，他獲任命為西班牙瑪利亞進教之佑新

會省的省會長，並將於今年五月上任。顯然，他不能再

擔任這項工作，因為他將肩負整個慈幼會慈父的牧職工

作。 

Á ngel Fernández Artime 范達民 神父，衷心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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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長查偉思神父最後一次祝夜安 

給修會內每一位慈幼會會士 

 
親愛的會士兄弟： 

一月三十日晚，當我與都靈 Cesare Nosiglia 總主教、許多慈幼會士和慈幼青

年運動的青年，一起陪伴著鮑思高神父的聖髑，穿過都靈大街返回華道角時，

我的心情是那麼喜樂，你們難以想像。一早來到進教之佑聖母大殿等候的年輕

人，頌唱《鮑思高神父回來了 Don Bosco ritorna》。的確，鮑思高神父在探訪

完世界各地他的神子後，現在回來了。那時的情景，讓我想起你們每一位，而

現在，我給你們寫這封親筆信。「返回華道角」的確，鮑思高神父渴望走出

去，走到每一位青少年身旁，特別是到那些最有需要的青少年，當然是透過我

們每一位，因為我們蒙召，是要在今世代，代表著會祖鮑思高神父。 

2002年 4月 2日我被委任為總會長，而現在我快要卸任了。那天，為了你們和

慈幼大家庭，上主召叫了我，代表著鮑思高神父。我相信，這是一項不堪當的

恩寵；我亦得承認，這職務鼓勵了我，每天不斷肖似我們的慈父、承擔他對修

會的操心，以及充滿他對青年的酷愛。我知道，我有生之年無論怎樣向他道

謝，也不能彌補天主對我的大愛。願祂永受讚美！  

親愛的會士兄弟，願我向你們每一位致謝，因為我被你們接納、愛護，雖然我

知道，這是你們對我尊敬的表示，也是你們出於愛情，以及孝愛鮑思高神父的

具體表達。你們每一位所彰顯的體諒和支持、候命和聽命，為我在履行職務

時，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持。我衷心祈願天主祝福你們，猶如祝福了我一

樣！ 

我沒有隱瞞，的確在過去十二年當總會長期間，不乏辛勞與悲哀，甚至有些痛

苦事情，是意料之外和令人費解的。然而，就好像鮑思高神父在玫瑰花棚夢境

中所看到的，我過去一直在荊棘中行走……可是，那些痛苦與孤獨，卻使我更

清楚地看到，天主透過你們每一位所作的美好事情。我可以告訴你們，今天我

以身為慈幼會士而自豪，不單只是因為有會祖作為父親，而是因為有你們作為

我的同會兄弟。 

我肯定，那一位將要當選的總會長，定會關心你們和你們的得救。一如鮑思高

神父有一天那麼說，我現在也督促你們：「聆聽他、愛護他、聽從他、為他祈

禱，一如你們為我所做的一樣。」願瑪利亞進教之佑、鮑思高神父和我們每一

位的慈母和導師，指導和陪伴你們，生活你們的聖召。我衷心多謝你們！ 

總會長查偉思神父 

2014年 3月 24日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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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 思 高 慈 幼 會 

慈幼會辦事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長公函（38）  

 

JMJ 

+ 
香港、澳門、台灣，農曆新年 2014 

 

 

親愛的鮑思高慈幼家庭的兄弟姊妹， 

願上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給你們每一位及你們的家人，祝馬年快樂﹗ 

在聖經裡，馬是上主奇妙的受造物，牠被稱讚為最有勇氣的動物，牠無懼面

對威脅、危機及危險： 

「馬的力量，是你所賜﹖牠頸上的長騣，是你所披﹖[…] 牠雄壯的長嘶，

實在使人膽寒。牠在谷中歡躍奔馳，勇往直前，衝鋒迎敵。牠嗤笑膽怯，一無

所懼；交鋒之時，決不退縮。 牠背上的箭袋震震作響，還有閃爍發光的矛與

槍。 牠一聞號角，即不肯停蹄，急躁狂怒，不斷啃地。 每次號角一鳴，牠必

發出嘶聲，由遠處已聞到戰爭的氣息，將領的號令和士卒的喊聲。」 （參閱 

約伯傳 39：19 - 25） 

親愛的青年教育者及牧民同工，願以上聖經裡美麗的字句是我給你們的祝

福﹗仰靠著上主的恩寵，像鮑思高神父一樣（他今年的瞻禮日恰巧在大年初

一﹗），讓我們像馬一樣勇敢，努力投向協助青年人成長的挑戰及奇妙使命，

「成為成年人，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厄 4：13）。 

在耶穌瑪利亞若瑟鮑思高神父內， 

 摰愛你們的 

省會長 

斐林豐神父 
 

 

PROVINCIAL  會 長 

SALESIANS OF DON BOSCO 

PROVINCIA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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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通訊社 －  2014 年 01 月 30 日菲

律賓 Pampanga 訊】 ─ 1 月 30 日，菲律

賓 Pampanga 教區在聖費爾南多主教座堂舉

行隆重禮儀，展開天主忠僕畢少懷神父列真

福品及聖品調查。畢少懷神父是一名來華慈

幼會傳教士，更是慈幼會在菲律賓事業的創

始者。 

 聖費爾南多總教區阿尼塞托總主教，主

持隆重的聖鮑思高瞻禮日彌撒。共祭者包括

三名主教，以及超過一百名慈幼會及教區司

鐸。講道者為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

機。他論及畢少懷神父如何成為他慈幼聖召

之父。 

 在場參禮的包括有菲律賓會省省會長 

Eligio Cruz 神父及 George Militante 神

父、中華會省省會長斐林豐神父、聖人列品

案慈幼會代理人 Pierluigi Cameroni 神

父、副代理人 Nestor Impelido 神父，以

及包括舊生在內的慈幼大家庭多名成員，畢

少懷神父曾為他們的告解神師及神修導師。 

 隆重禮儀完結後，教區調查第一環節正

式展開。這環節包括成立調查法庭，所有法

庭成員，包括教區主教、主教代表，以及推

動正義者和公證人，均需宣誓。 

 畢少懷神父年幼喪

母，先後得到迪拉諾

母佑會，以及桑地里

阿慈幼會的照料。第

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時，他被徵召入伍。

退役後，加入慈幼

會，申請前往遠東傳

教。他來到華南韶州

時，成為慈幼會首名殉道者雷鳴道主教的助

手。1930 年，他被任命為中華會省省會

長，積極發展中國的慈幼會傳教事業。他成

立了北京第一所慈幼會學校，因而滿全了鮑

思高神父其中一個夢境。此後，慈幼會事業

得到重大擴展，但後來因國共內戰而中斷。

其後，畢少懷神父轉移視線至菲律賓，成立

當地的慈幼會。1955 年，他被任命為準會

省代理，並於 1958 年成為省會長。 

 深厚的樂觀精神、慈父情懷與樂天態

度，是畢少懷神父的特點，他每到一個地

方，均會推動令人愉悅的家庭精神。1971

年 1 月 3 日，他於菲律賓的 Bacolor 去

世。 

  求賜天主忠僕畢少懷神父列品禱文 

 
全能仁慈的天父， 

祢藉聖母瑪利亞， 

栽培了聖若望鮑思高成為青年慈父及良師， 

又派遣他的神子把慈幼神恩傳來中華大地。 

祢的忠僕畢少懷神父以超人的愛德， 

把祢的真光和溫暖帶給了我國無數同胞。 

求袮示意光榮祢忠信的僕人， 

把他放在祭台上，作為愛德的榜樣。 

天父，求祢因畢神父的轉求， 

賞賜我所求的 (某) 恩寵。 

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旨意承行。 

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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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鄧鏡波書院鮑思高同學會 

《盆菜》宴  
5D 何冠良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我校的舊生會（即香港鄧鏡波書院鮑

思高同學會）在學校禮堂舉行了盛大的盆菜宴，招待一眾歷界舊生和前任老師

聚首一堂，共暢宴酣之樂。 

 於宴會未開始之時，各學兄由不同組別的同學帶領及介紹校舍，參與不同

的活動，當然包括足球、籃球和足球機，以緬懷昔日在學的時光。同時，師兄

與師弟進行多場友誼球賽，實勝負難分。 

 盆菜宴於晚上禮堂筵開十四筳席，濟濟一堂，場面熱鬧歡騰，笑聲溢於全

場；有幸獲邀參於其中，細聽著學兄昔日之趣聞軼事，細訴在母校中一絲一縷

的回憶，細味著同儕間的青蔥歲月。 

 學兄於母校的發展不遺餘力，贊助

學校各樣的基建設施，冀望師弟們能

享有更美好的學習環境，助發揚我校

的美德精神。這只是一點心意吧！ 

 「滴水之恩，湧泉以報」，中學的

生涯瞥眼即逝，我將定如學兄為校付

出點綿力，知恩感恩，以謝學校教育

之恩情。            2014年 3月 

 

 
 

花邊喜訊 
 

2013年 12月 24日 

港鄧校會副會長蔡世偉先生 

新婚之喜 
 

百年好合、永結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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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慈幼學校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甲午年新春團拜暨何廣凌神父生日晚宴 
 

二零一四年二月廿三日對我們澳

慈有雙重意義，第一是澳慈留港鮑思

高同學會團拜，第二是特別慶祝澳慈

院長何廣凌神父八十五歲生日；生日

有重生的意義，對何神父來說，他從

二零一三年六月中風之後，從澳門山

頂醫院轉到香港聖保祿醫院，再到現

在的九龍德肋撒醫院，因為病情反

覆，實在令大家擔憂；幸好有教友介

紹一位推拿師給何神父，經過三個月

治療後，現在身體略有好轉，終於在

今天由院長支持下，可以步出醫院與

大家聚首一堂。 

原訂當日下午四時，在九龍聖德

肋撒醫院四樓小堂舉行之感恩祭，由

於何廣凌神父推拿及物理治療後需要

休息，在四時半才現身小聖堂，聖堂

已經坐滿了支持何神父的朋友、有來

自澳門的、澳慈的舊同學、協進慈幼

會士、曾一起前往默主哥耶朝聖的教

友、昔日在聖安多尼堂長大的聖母軍

等；所有人都以喜悅的心情參與這台

感恩聖祭，主祭有院長江志釗神父、

進教之佑堂主任司鐸謝家賢神父、協

進會聖類斯中心神師梁啟光神父。在

感恩祭中我們最渴望聽見的是何神父

講道，大家靜靜等，可能由於他太緊

張，我只聽到「多謝各位為我祈禱，

我也會為你們祈禱。」彌撤結束後，

何神父祝聖由舊同學為他預備的鮑思

高聖牌，並分發予各位參與彌撒的兄

弟姊妹，各位對神父的支持不減，場

面既溫馨又感動。 

原本安排在晚上七時的團拜及何

神父的生日晚宴，因為何神父需要在

醫院吃過晚飯才可到酒樓參加晚宴，

整天沒有正式休息的何神父，終於八

時出現在酒樓，何神父面對 14 席的兄

弟姊妹，司儀黃民強一再提醒各位不

可拍掌歡迎，不可胡亂拍攝以免影響

何神父心情、愛神父之情可見一班。

何神父切完蛋糕後，與各單位拍照留

念，有慈幼會會士，協進慈幼會士、

參加默主哥耶團友、聖安多尼堂昔日

孝女會及教友；最多的是澳慈留港的

兄弟姊妹(因為是他們的團拜)。雖然

只是切蛋糕及拍拍照，何神父也需要

付出很大的力量才完成。因為是團

拜，大會有安排財神派利是，何神父

又派生日利是，顧名思義位位「雙

封」。何神父大約逗留 1 小時，盡興而

返回醫院休息。其實大家都希望藉此

機會能令何神父開心並祝願他早日康

復。團拜不單有財神派利是，高潮一

定是抽獎，獎品豐富，數量多兼多元

化，平均每兩個人就有一個人獲得獎

品，所以有機會一定要再參與。  

      【澳慈﹣石之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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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旅程 

 

 澳門慈幼學校留港鮑思高同學會每年的返校日都會籌劃兩天旅行，今年亦不例外，

十二月七日週六當天天朗氣清，大清早各同學已齊集在尖沙咀中港碼頭，乘船前往江

門，那裏已經有一群從澳門乘車而來的同學，在江門碼頭迎接我們，會合後先在附近

酒樓吃午飯，並一嚐黄鱔煲仔飯，飽肚後即往北街天主堂，在聖堂內祈禱和唱聖詠。

原本約了江門教區主教坐談，但他因要事而未能返回聖堂，我們唯有將帶來的物品給

予修女轉交主教，由於聖堂內之聖物便宜，有很多同學都在那裡購買了心頭好。 

 之後，我們花近一小時車程，前往台山參觀羅家村,村囗有一磚石像，是紀念『羅

貴』，原來“唔使問亞貴”是出於此地，有一位導賞員為我們詳盡介紹此村落的起源，

並讓我們品嚐桔普茶。 

 晚飯後便回酒店休息，有幾位同學略為梳洗，便趕往超級市場購買一些食品，每款

食品都安排一百份，有豆豉鯪魚、午餐肉、腐乳、餅乾等，有同學特地從香港帶來百

多個迷你合桃蘇，作為探訪禮物之用。 

 第二天主日清早，有温暖的大陽照耀著，各同學都心情興奮，在酒店吃過豐富的自

助早餐，準時地齊集在酒店大堂等待出發。旅遊車一到，我們便把行李放上車中，更

把在超級市場購買的物資搬上旅遊車內，便往“皮康院”進發；經一個多小時車程便

到達目的地，在公路旁有一個闊兩米，高一米多的石排，寫上皮康院幾個大字，但豐

盛的樹陰把它覆蓋了，旅遊車沿公路旁上了大斜坡，抵達村內的大廣塲。下車後，我

們把一箱箱物資搬到路旁，緊接鑼鼓聲起，雄獅配合大頭佛而起舞，歡迎我們。看完

舞獅後，我們將帶來的物資一袋子一袋子地分配好，每位同學自覺地分工，不消一會

兒便把工作完成。在廣塲上與院友寒喧一翻，未幾聽得教堂鐘聲響起，院友、其親

友、同學們及家人便魚貫進入小聖堂，這家小聖堂給我們的感覺擠擁而充滿熱誠，簡

樸而充滿主恩。這台感恩聖祭由杜神父主禮、中華會省省會長裴林豐神父，及龐秉輝

神父共祭，我們在這裡見證了三位兄弟姊妹接受領洗聖事及和七位兄弟姊妹領受堅振

聖事，彌撒結束時更鳴放爆竹來慶祝。 

 時過正午，各人都感覺肚餓，但要步上小斜坡，在飯堂內已安排了九席，另在樹蔭

下亦要加開五大桌子，合共十四圍，桌上已準備了八餸一湯，是院友及其親友在簡樸

的廚房親手為大家烹調，我們分別與各院友同桌吃飯，順道分享他們在村內的日常生

活；飯後，一些人與其他院友繼續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一些人四處参觀，有製造義

肢工塲，有種菜的小片農地，而四周則種有很多果樹，那裡有柑樹、木瓜樹、桔仔樹

等，當然在院友的鼓勵下，有同行的家眷都採摘了一些新鮮水果回家，更有同學到杜

神父辦公室嘆咖啡，細聽他在院內工作情況。 

 接着，我們趕返母校，參與學校同學會的宣傳周，讓應屆畢業同學加深認識他們未

來學業或事業的取態；之後，全體舊同學來個大合照，亦再參加一枱為舊同學而設的

彌撒聖祭。然後母校為我們準備專車，直往帝濠酒店，那兒安排四十多席，而本會前

會長羅東成同學及其家人，即席捐贈港幣壹佰萬元正予母校，作為擴建母校的經費。

肚飽腸肥後，便坐的士前往新口岸，轉船回港，結束此次不一樣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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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鮑思高同學聯合會神修活動 

 
澳門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於 2014 年 3 月 30 日（星期日）於澳門慈幼中學舉辦

慈幼靈修日活動，承蒙神師 周伯輝神父帶領，時間由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包括午膳。各會員及家人共二十多人報名參與，共聚一堂，啟滌心靈，誦謝主

恩，迎接聖週的來臨。神修共分三部份進行： 

第一部份由神師與大家分享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最後七句說話，充滿仁愛、慈

悲、孝心、付託丶寬恕、渴望和為救贖人靈而慷慨捨身的精神，令大家深深感

受到耶穌對世人的愛心和恩澤！ 

第二部份神師與參與者分享了 

有關總會長查偉思神父 2014 贈言的介紹和簡報；又特別強調鮑思高神父的金

句：「人人都可以成聖」。其後神師簡介新當選為慈幼會會祖鮑思高神父的第

十位繼任者 Fr. Angel Fernandez Artime。Fr. Angel 現年 53 歲，曾在阿

根廷與現任教宗方濟各一起工作；他是牧民神學博士、哲學、教育學碩士。 

第三部份神師安排了修和聖事和感恩祭，感恩祭中特別為何廣凌神父祈禱；大

家並於聖體聖事之共融中分享基督的祭獻，最後在充滿主內平安與祝福的氛圍

裡，與神師一起拍照留念之後，我們一眾喜悅地繼續踏上人生的朝聖之旅！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主辦 

第一屆足球閃電杯校友會邀請賽 

  賽 果 
 

冠軍 :  

聖類斯中學校友會隊 

 
亞軍 :  

慈幼中學校友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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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明德神父  

（Fr. Attilio GALLO） 

  1920 － 2014  (逝世日期：二月 十一 日) 

 
我們敬愛的勞明德神父（Fr. Attilio GALLO），於 2月 11 日 

晚上十一時廿二分於九龍聖德肋撒醫院安然病逝，回歸天父

的懷抱，享壽 93 歲。他來華傳教 74 載，做慈幼會士 73 年，任司鐸 63 年。

在他臨終時，有他的院長江志釗神父、會長和其他 14位兄弟姊妹陪伴在側。 
  

勞明德神父的生平簡錄如下：  

1920 年 07 月 05 日  於意大利比哀蒙省（S. Stefano Roero）出生  

1939 年 12 月 18 日  來華傳教  

1940 年 10 月 15 日  於香港矢發初願  

1950 年 05 月 24 日  於上海晉鐸  

2014 年 02 月 11 日  於香港逝世  

 

他接受培育和工作的時間和地方： 

1940 - 1943  上海南市慈幼會修院（哲學生）  

1943 - 1946  上海南翔（指導員）  

1946 - 1950  上海南市慈幼會修院（神學生）  

1950 - 1951  上海閘北（教務主任）  

1951 - 1954  澳門葡光中學（宗教主任）  

1954 - 1956  香港慈幼學校（宗教主任）  

1956 - 1957  澳門葡光中學（副院長）  

1957 - 1962/12 月  香港慈幼會修院備修院（副院長）  

1963/1 月 - 1965  聖類斯中學（宗教主任）  

1965 - 1972  香港鄧鏡波書院（宗教主任）  

1972 - 2014  九龍鄧鏡波學校（神師）  

  

勞神父一生效法耶穌善牧，牧養青年及教友，他主持在慈雲山鮑思高小學，及

其後在葵涌石籬慈幼葉漢千禧小學的慶禮院，前後長達 41 年，全心照顧區內

的貧苦兒童，謀求他們的福祉和神益，熱情洋溢，不辭辛苦，實在是青少年的

慈父，深得兒童們及各導師同工的愛戴。他一生忠於鮑聖，勤謹事主，祈求天

主仁慈地接納他，並賜他永遠的賞報。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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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德修士 

(Bro. LEE Man Tak Aloysius) 

1933 － 2014   (逝世日期：三月 十六 日) 

 

 

我們敬愛的李文德修士（Bro. LEE Man Tak 

Aloysius），聖名類斯，於 3 月 16 日下午 2 時 15 分在筲箕灣慈幼

會修院少懷之家，因年老衰退，呼吸困難而病逝，回歸天父的懷

抱，享年 80歲。  

 

李文德修士生平簡介 ： 

1933 年 07 月 16 日 於香港出生 

1957 年 08 月 16 日 於香港矢發初願 

1963 年 08 月 16 日 矢發永願於香港 

2014 年 03 月 16 日 在香港逝世 

 

接受培育和工作的地方和時間： 

1946 - 1953  香港仔工業學校（專修電機及機械） 

1956 - 1957  香港慈幼會修院（初學） 

1957 - 1972  澳門鮑思高葡光中學（指導員兼教書） 

1972 – 1999 澳門慈幼中學（指導員及教書兼負責銀樂隊） 

1999 - 2009  九龍鄧鏡波學校（翻譯會省文件） 

2009 – 2014 慈幼會修院少懷之家（休養） 

 
李文德修士一生教育青年，不辭辛苦，盡心盡力，他 42 年之久在澳門服

務，造福無數的澳門青年，許多澳門的高官和名人都接受過他的教育，在

澳門的人脈極廣。李修士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除了機械、電機，和工業

繪圖外，亦精通音樂和美術，天才橫溢。由於他的才能和教導有方，深得

學生的愛戴、會士及教師的尊敬。他一生忠於鮑聖，虔誠事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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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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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廣凌神父 

（Fr. HO Kuong Ling, Peter） 

 1929 － 2014 (逝世日期：三月三十一日) 

我們敬愛的何廣凌神父 (Fr.HO Kuong Ling, Peter），

聖名伯多祿，於 3 月 31 日上午 10 時 15 分於九龍德肋

撒醫院安然病逝，回歸天父的懷抱，享年 85 歲。  

何廣凌神父的生平簡錄如下：  

1929 年 02 月 23 日  於澳門出生  

1949 年 08 月 16 日  於香港矢發初願  

1955 年 08 月 16 日  於香港矢發永願  

1959 年 06 月 29 日  於意大利 Messina 晉鐸  

2014 年 03 月 31 日  於香港逝世  

他受培育和工作的時間和地方 

1948 - 1949  香港慈幼會修院（初學）  

1949 - 1955  香港慈幼遠東哲學院（哲學、初學院/備修院指導員）  

1955 - 1956  香港聖類斯中學（神學第一年）  

1956 - 1959  意大利 Messina 神學院（神學第二、三、四年）  

1959 - 1963  香港慈幼會修院：備修院 （指導員、教務主任〈62-63〉）  

1963 - 1964  香港仔工業學校（宗教主任）  

1964 - 1965  香港慈幼會修院（初學師） 

1965 - 1967  香港長洲（初學師） 

1967 - 1968  意大利羅馬大學（進修）  

1968 - 1969  香港長洲（初學師）  

1969 - 1971  香港慈幼中學（院長兼校監）  

1971 - 1974  澳門粵華中學（院長兼校長）  

1975 - 1977  香港仔工業學校（宗教主任）  

1977 - 1986  聖安多尼會院（院長兼堂區主任）  

1986 - 1989  九龍鄧鏡波學校（宗教主任）  

1989 - 1992  慈幼會中華會省副省會長 

1992 - 1995  香港慈幼中學（院長兼校監）  

1995 - 2001  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 

2001 - 2002  聖安多尼會院（休養）  

2002 - 2009  澳門慈幼中學（院長兼校監）  

2009 - 2013  澳門慈幼中學（校監）  

2013 - 2014  九龍聖德助撒醫院護養部（休養）  

何神父的一生對修會貢獻很大，曾經做過慈幼會中華會省的省會長 6 年、初學師 4

年、擔任院長達 28 年、做校監/校長 19 年、當過堂區主任也有 11 年，畢生盡忠

職守，展現才能，常抱持著牧者胸懷，竭力拯救人靈，贏得慈幼會士及慈幼大家

庭、會內及會外人士一致的讚賞和稱譽。他一生忠於鮑聖，勤謹事主，滿全了自己

的慈幼奉獻聖召。求主仁慈地接納他，並賜他永遠的賞報。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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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 : 接上期《母校鐸聲》第 13 頁] 

香港仔工業學校卓越學生 — 劉博賢 
黃錫年老師 

科學頭腦盡顯才能 

聽其他老師說，他小時候，性格有點不受束縛，在課堂上時有動作，間中會與老師爭拗，不知道是

不是嫌課堂內容不合脾胃，他需要的是自由創作的空間，讓自己伸展拳腳。我一直沒有機會在正式

課堂上教這個天才，唯有課餘，當他參加科技學會的時候，我才有機會接觸他。我第一次認識他

時，他讀中二。他興致勃勃地跟我和劉健新老師參加一項老鼠夾車大賽，比賽要利用老鼠夾作動力

製作小跑車。我與他接觸一段時間後，不覺得他有任何負面行為表現，反而看似傻頭小子的博賢，

實在非常可愛，不但有科學頭腦，而且靈巧多變，創意無限。他總是掛著一臉親切的笑容，活潑開

朗，不拘小節。他每次參加比賽，都是全情投入，認真地鑽研，為改良自己的作品而費盡心思，其

他同學因而專稱他為「劉博士」。自此，博賢帶領學員歷年在大大小小的科學賽事中為學校屢建奇

功，曾有多次比賽差不多囊括了大會的所有獎項，不斷贏取大筆獎金，扣除慶功宴和材料費，其餘

都貢獻了科學基金。我和劉健新老師與他並肩作戰多年，我們形容那段光輝歲月是「劉博賢時代」。 

    

 

2003-2007 年間，我有機會與浸會大學教育學院合作，在本校開辦科學老師培訓課程，並有幸遇到

剛離校的盧凱康老師，當時他也是我其中一名表現出色的學生。我向浸大的未來老師說，當你們畢

業後找教職，要懂得如何教科學，基本上隨便翻開一套教科書，所需的教學資訊及媒體全部齊全，

用不著我去教你們，所以我教的都是「不務正業」的課程。那時候我總喜歡找博賢為我客串其中一

課，現身說法，告訴未來的老師們，怎樣才可令學生開心愉快地自主學習，怎樣才不致白白糟蹋了

像他一樣的好材料。在課堂上我未必能造就在高考拿取 5**的高分學生，但在課堂以外，博賢卻達

成了我一直夢寐以求的教學理想：造就一位能學以致用，理論結合實踐，具創意、懂思考、有批判

能力、不隨波逐流的青年﹗可嘆的是教育界，往往忽視或無視這些涉及解難或高階思維的學習，又

或認定等第不高的學校，出不了英才，寧要高分低能的學生，既乏遠見又無容量，做法令人慨嘆﹗ 

 

英國窩心之旅 
在剛過去的暑假，難得有機會到英國旅行。太太 Teresa 說今次一定要到倫敦看歌劇和探老朋友，我

也順道牛津探望久違的博賢。出發前，博賢為我們介紹了好幾套好評如潮的歌劇。但天公弄人，我

們竟然誤點，遭地勤人員拒絕登機。與多年沒見的學生和老朋友的英國之會難得，而太太的假期難

求，唯有忍痛多付兩萬多塊錢換取三天後出發的機票，還有損失了的車租和房租，所費不菲哦！幸

好趕及與相約的朋友見面，錢財身外物，友誼才無價。現在回想，如果當時吝嗇金錢，如今我一定

後悔不已。博賢特別請了假，帶我們在牛津城穿梭往來，參觀 Harry Potter 電影曾取景、大學生盛

裝出席“High Table”的大禮堂宴會廳。原來那不是最大的，他帶我們去另一個更大的宴會廳參觀。藉

著他在大學城的人際網絡，他帶我們遊玩了不少鮮為人知、一般旅客不會到的好地方，愜意非常。 

「劉博賢時代」的各項科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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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賢帶領我們穿梭牛津城 

木船為家，盡顯「香工仔」本色 

黃昏時份，他帶我們到小運河看他的另一個家，一艘約五米長的小木船。他說幾年前初到英國，英

國地價是世界之冠，他無力購物業自住，後來他竟想到買一條二手小木船為家。他不愧是「香工

仔」，他想辦法在船上裝了引擎，雖不至可以傲遊四海，但總可自由穿梭倫敦一帶的運河。他說駕

駛小船，邊走邊看風景，四天便能由牛津城駛到倫敦大橋。聽他娓娓道来，心裡嚮往他自由自在、

無拘無束的生活。他還說小船已升了值，變相免費往了幾年，他說家人已擁有第二條船，還可出租

賺錢呢。運河的小木船原來也是一盤生意，想不到博賢也是個商業奇才。他的正式居所就在離小運

河不遠的一間小石屋，地方不算大，但室雅光潔，是個好地方。剛好他的媽媽回家，我們上前跟她打

個招呼，恭賀她生了一個進取、頭腦靈活、疼愛父母的好孩子。 

 

    

   

 

晚上，博賢介紹我們前往地道的英式茶餐廳，與他母親共進晚餐。兩母子流露滿足幸福的笑容，劉

母說博賢經常在她面前提起我這個啟蒙老師，聽了真窩心。 

 

劉博賢與他的電影藝術 

當博賢唸中三時，有一天他忽然找我，要我借他一些錄像器材，因為他們

一班同學正籌備拍一齣名為『尋人記』短片。我看過他的劇本，活像香港

導演王家衛的前衛電影，看了似懂非懂，總之很「玄」。直到他拍畢，看

過剪輯後的視像片段，才明白內容原來是講述青年人尋找自我的故事。中

三的博賢，有異於常人的意念，我只好任由他發揮，而我只能坐在一旁欣

賞。短片送往參加香港藝術中心舉辦的第九屆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

(簡稱 IFVA)，他第一次在電影藝術領域獲得優異獎及三千多圓獎金。同

年他再參加香港大學社工學系與『親子連線』合辦之『21 世紀拍人網絡』短片創作比賽，以一齣

講述一名沉迷網上遊戲的學生最後導致成績低落的作品『沉與浮』，獲得冠軍。博賢從此與電影藝

術結下不解之緣。 

短片『尋人記』劇照 

 

博賢示範如何將船內木椅變為餐桌 小運河的木船 博賢及他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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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賢對電影的熱情和執著實在令人感動，也令我汗顏，以自

己在電影藝術方面的皮毛知識，實在無法在這方面助他一

把，於是我報讀了一個電影製作課程，今次是學生間接鼓勵

了我去進修。畢業後我把筆記整理好，回校再與學生切磋鑽

研拍攝之道。學生也沒有白費了我的心機，零五年博賢以

『太陽下汗水』再次參加 IFVA，影片以時空交錯手法，憶述

一班香工仔為了參加一場太陽能車比賽，汗流浹背苦拼三個

月的勵志故事。影片細膩地描寫香工師生如何努力耕耘而最

終達至豐碩收穫的經過。影片以最廉價的攝錄器材拍攝，但

卻能勇奪 IFVA 中學組金獎，獎金竟達港幣五萬圓，對一班

中四學生來說，這筆款項簡直是天文數字。學生慷慨地將過

半的獎金捐出，在學校成立了科學基金，專門支援師弟在科學方面的發展。 

 
博賢中五畢業後舉家移民英國，他去年畢業於英國的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UCL)，主修物理，但他其實始終醉心電影藝

術。他在大學期間加入英國著名的 UCLU Film Society，一個業

餘但極具專業水水平的電影學會。據博賢說，電影蝙蝠俠的大

導演也是出身於這學會。修讀大學期間，劉博賢曾執導多部微

電影，2010 年成立了 Dimension Crews 電影製作公司，自資聘

請演員、收音師、燈光師和後期製作人員。資金緊絀關係，他

唯有身兼編、導、演、剪多職，堪稱多才多藝的新進電影人。 

 

一三年三月，博賢(Wilson)接受英國一份文化雜誌 The Tab 採訪時，不忘

母校香港仔工業校對他的栽培和指導: “Well, I come from Hong Kong and 

basically I went to a technical school and did some engineering courses and then 

I came here to UCL to continue my studies. While I was at the school I won a 

few prizes so I thought I might have a bit of talent…” 

博賢在英國第一部執導的電影是 London Light，這電影其實是測試他新買

的相機的實驗作品，他以鏡頭捕捉了大學校園附近的美麗燈影效果，如由

車房影院散發出來的誘人橙光和橋下蘯漾的藍光。 

博賢近期執導的影片分別有 Charlotte Holmes 和 Act I。Charlotte Holmes 是一齣偵探故事，講

述一位名字發音近似「福爾摩斯」的女孩與一名過氣老偵探，有驚無險的查案故事。Charlotte 

Holmes 是我看到博賢留英期間執導的第一齣電影，片中陣容全是外國演員，以影院闊銀幕的格式

拍攝，很有電影感。Act I 則是一齣驚慄電影，是博賢的新嘗試，充滿電影大師史提芬史匹堡 

(Steven Spielberg) 的電影戲味。在剛過去的三月，Act I 曾安排在倫敦的影院 Screen Network 播

放，收費盛惠 6 英鎊。 Followed 是他的最後作品，是一齣黑白、四比三格式的懷舊影片。精采的

電影再加上專業的電影宣傳海報，實在很難令人聯想到作品原來是出自一名土生土長的「香港

仔」，一名香工學生的傑作！假以時日，他也許是繼華裔導演李安之後，另一名能獲奧斯卡金像獎

的華裔導演。 

 

筆者後記：劉博賢於 12月 3 日在英國遇到車禍，送院兩天後離世，卒年二十四歲。生前他曾答應

為母校的「校聲」撰文，現由黃錫年老師代筆。 

    留英時的 Wilson 

Lau 

 

 

獲 IFVA 中學組金獎的 

「太陽下的汗水」短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eOcotmD78s&list=UU_OzUbEFfmjRJn5qEmkwNVw&index=1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Fe2Qc2Tl2E&list=UU_OzUbEFfmjRJn5qEmkwNVw&index=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lm-eS5_SY8&list=UU_OzUbEFfmjRJn5qEmkwNVw&index=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Fe2Qc2Tl2E&list=UU_OzUbEFfmjRJn5qEmkwNVw&index=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Fe2Qc2Tl2E&list=UU_OzUbEFfmjRJn5qEmkwNVw&index=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Fe2Qc2Tl2E&list=UU_OzUbEFfmjRJn5qEmkwNVw&index=9
http://cdnlondon.tab.co.uk/files/2013/03/Wilson-Lau.jpg
http://cdnlondon.tab.co.uk/files/2013/03/Wilson-Lau.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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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筲箕灣慈幼修院旁之聖母樓，建築工程現已完工， 

待發入伙紙後便可進行內部裝修。 
 

 

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母校鐸聲》由今期起，採用彩色 PDF 版發佈。除以電郵接收外， 

亦可登入下列網頁查閱。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http://www.dbpp.hk 

聖類斯中學鮑思高同學會：http://www.sloba.org      

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http://oba.ats.edu.hk 

鄧鏡波學校鮑思高同學會：http://www.tangkingpo.edu.hk 

為顧及少數年長之同學起見，仍然郵寄少量黑白印刷版之《母校鐸聲》給指定

之人士。各同學於下期郵寄寄出後(5 月中)，想收取而又斷收《母校鐸聲》的

同學，請通知編輯部，定當辦理續寄。 

各位同學如對母校鐸聲有任何查詢，請電郵下列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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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仔工業學校同學      潘 焯 耀  200 元 

    無 名 氏  3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