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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聖心，心傳心：效法鮑思高，與青年同行，全心為青年》 

陳鴻基神父 

處身於大時代，往往面對不少轉變和挑戰，這和鮑思高神父的時代，也有

很多相倣的地方。而聖人當時則懷著人性和超性的果敢與德能，克服種種

困難，為青少年請命，更將他的學生，包括他的入室弟子，吸收為慈幼會

會士，藉此傳宗接代。今天在會祖冥誕二百周年慶祝之際，新、舊慈幼會

總會長呼籲全球鮑思高慈幼大家庭成員，尤其是所有舊同學加盟，坐言起行，成為一個嶄新

網際網路，網邏青少年；使教會、修會、家庭、特別是關愛那些貧苦無告、權利被剝削的年

青朋友。這個網絡，宛如鮑思高的心臟不斷的跳動，他血液循環的系統不停地伸延！ 

 

在今屆(GC27)全球慈幼會代表大會結束後，我們總部慈幼總會長及其議員，擬定的 2014-

2020 策勵和管理計劃中，有一項介入是這樣寫的：「我們應會合和參與一個青少年現在、樂

天知命的境況，好能開放我們的眼光、視野和思維、關注各地他們家庭的處境，和保護青少

年權益的政策。」這正好是值得我們參考的課題！從中我們可以感同身受，活在今天的鮑思

高，他正在想些什麼，願意為今天各地的青少年幹些什麼！各位鮑聖云云眾生的舊同學們，

您們呢？捫心自問，我們過去了的，是否在慈幼園地擁有著多少快樂的童年，和度過了無憂

無慮開心的青春期？眼看四方，我們週圍的舊同學們，何嘗不珍惜每十年尚在人間的每一

個？我們為甚麼不緬懷母校？和關心現代「慈幼仔」的來龍去脈？ 

 

在最近的美國時代雜誌 (Time Magazine) 中，曾有力地報導今日青少年屬於自我的一代

( The Me, Me, Me Generation)，這一代活著的是充滿科學技術的電子虛擬世界，年青人喜

歡運用電話、電腦、媒介舖陳傳通，無遠弗屆，甚至家事、國事、天下事，無所不談。況

且，這個科技新世代現象，可以預視和統領今後二百年之久。正面的，二十世紀年青人把他

們擁有的衝勁、活力、理想、夢想等，表露無遺；負面的，青少年變得更自私、自利、自我

中心，每每牽動自我，忘卻大我、真我、理想我等等。真正的慈幼心，就是臨在於他們當

中，和他們同行。有趣的是，最近有一位在澳洲學校工作的慈幼會會士，年屆七十八，但努

力不懈地在電話中，傳送福音的訊息予青少年，有人見到老神父這般前進，就問他為何熱衷

此事，他卻回答：今時今日的操場就是電話、電腦內的螢光幕！所以，我在那裡臨在和扶助

我的學生嘛！ 

 

鮑思高神父對我們說過：「我為您們學習，我為您們工作，我為您們生活。」 

今天的我們，正好為效法我們的會祖，能夠嗅到一般的「羊味」，尋找年青人，聆聽他們的

聲音、瞭解他們的需要、在他們遭遇的境況中施以援手、並付出我們從過往神長中學習到的

牧者「同埋心」。 

[註：陳鴻基神父由今年９月起代替林仲偉神父為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指導神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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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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港澳關懷神長小組 

第一項活動 ─ 探訪少懷之家 

梁國波 

六月天，幾乎每日下雨，且經常雨勢頗大。小組安排了六月廿八日，星期六下

午三時，展開第一項活動，探訪柴灣道慈幼會修院內的少懷之家。謝上主安

排，是日陽光普照，成員包括同學聯合會正副會長馮志耀、劉鏡成，另黃子康

及梁國波。當天相約午後一時，於北角某酒樓聚集，午膳後起程。購買了水

果、多款糕餅，並有神長至愛的蘋果批後，便驅車前往少懷之家。 
 

到達時剛好是下午茶時間，大多數的神長都在餐房，送上水果、糕餅後便與各

人交談。會見我們的有顧志明神父、方廷忠神父、唐世榮修士、陸達初神父、

蔡國祥神父、馬永定神父、陳廷仕修士及林文瑞神父共八位；為部份小組成員

是首次見面，但都是鮑思高大家庭內的兄弟，彼此交談間沒有感到半點兒隔

膜，就如久別重逢的好友。喜見在座高齡神長，精神不錯，面露喜悅。唐世榮

修士昂首闊步，勝過不少年青人，健談而中氣十足。一零一歲的林文瑞神父當

天正忙於預備主日的講道，向陸達初神父及方廷忠神父請教一些外文的廣東話

翻譯。陸神父幽默地自嘲來港多年，廣東話始終講不好；他很欣賞當年任職香

工監導的同袍，麥觀鈐神父穿著長袍及長褲，列日未退與首輪到足球場的學生

競技，繼而強忍衣衫濕透之苦，為各批學生放水沖洗，才返回神長宿舍沖洗。

引發筆者憶起昔日神長對我們的恩義有多厚，慈愛有幾深的種種情景！ 
 

很享受與神長的共聚，一邊進茶點，一邊分享彼此生活點滴；接近四時半，神

長需準備到聖堂進行晚禱，只好帶着依依之情向神長告別。 
 

少懷之家主持顧志明神父隨即引領我們參觀準備開始內部裝修的聖母樓。修院

部份運作，特別是有關青少年的活動，稍後將轉到聖母樓，舊有主樓三樓少懷

之家將會擴建，以便容納更多高齡神長，有較大的空間及新設施。 
 

本年底或明年初，小組會再探望神長，歡迎小組以外的同學參與，齊向恩師問

好表敬意，共享師生相聚之樂。 

 
 

    顧志明神父   方廷忠神父        

陳廷仕修士  唐世榮修士  陸達初神父 蔡國祥神父      馬永定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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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 

新宿舍維豪堂祝福禮 

潘銘智修士 

感謝聖母瑪利亞的助佑和各方恩人的支持下，香港仔工業學校寄宿部新宿舍維豪堂順利

裝修完成，並於 2014年 8月 23日舉行祝福禮，把新宿舍奉獻給天主。當天下午的祝福

禮由院長林仲偉神父主持，過百位來賓蒞臨參與，林神父在祝福禮講道中分享一些宿舍

教育的成果，提及宿生經過一年的寄宿生活後逐漸轉變過來，學會為人著想，成績也有

所進步。 

然而，宿生們需要二至三年的寄宿生活，才能牢固他們所學習的。上學年（2013-

2014），重開寄宿部的第二年，共有宿生 60 人，宿位已滿。當時預計還要接納下年度

的宿生，確有需要裝修新宿舍，以提供更多的宿位，讓更多的青年受惠。新宿舍維豪堂

有 72個宿位，連同舊宿舍思高堂，寄宿部現共有 132個宿位。 

今學年（2014-2015），有宿生 96人。他們大多來自基層家庭，家長需長時間工作而未

能給予適切的照顧，另外，他們的居住地點離學校甚遠，有些宿生甚至需於週末跨境回

家。 

我們時刻臨在於宿生中，和他們一起生活，致力營造寄宿部為一個「家」，透過不同的

課後活動、團體生活、學業督導和宗教培育，讓宿生能夠健康、快樂和有果效地成長。 

願善牧基督祝福並帶領寄宿部內教育青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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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足球閃電杯”校友會邀請賽 

 日期：2014 年 11 月 16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0 時正至下午 4 時 30 分 

 比賽場地：香港仔工業學校 

 地址：香港香港仔黃竹坑道一號 

 

 主辦單位：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參賽隊伍：(經由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指導神師陳鴻基神父負責抽籤) 

 

A 組 B 組 

A1-香港仔工業學校 B1-鄧鏡波學校 

A2-聖類斯中學 B2-慈幼英文學校 

A3-香港鄧鏡波書院 B3-澳門慈幼中學 

A4-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B4-澳門粵華中學 

 

  比賽形式： 各組以單循環形式比賽，各小組第二名進行季軍戰(不設獎牌)，各小

 組第一名進行冠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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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閃電盃足球比賽安排  

 
 日期: 2014 年 11 月 16 日(星期日) 

 參賽對數: 8 隊 

 時間: 10:00 至 16:30 
 

A 組 B 組 

 A1 - 香港仔工業學校 B1 - 鄧鏡波學校 

 A2 - 聖類斯中學 B2 - 慈幼英文學校 

 A3 - 香港鄧鏡波書院 B3 - 澳門慈幼中學 

 A4 -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B4 - 澳門粵華中學 

  A組 

 A1 A2 A3 A4 

A1  Game 1 Game 5 Game 11 

A2   Game 9 Game 7 

A3    Game 3 

A4     

  B組 

 B1 B2 B3 B4 

B1  Game 2 Game 6 Game 12 

B2   Game 10 Game 8 

B3    Game 4 

B4     

 

時間 對賽球隊 時間 對賽球隊 

G1 10:00-10:20 A1對 A2 G9 13:40-14:00 A2對 A3 

G2 10:20-10:40 B1對 B2 G10 14:00-14:20 B2對 B3 

G3 10:40-11:00 A3對 A4 G11 14:20-14:40 A1對 A4 

G4 11:00-11:20 B3對 B4 G12 14:40-15:00 B1對 B4 

G5 11:20-11:40 A1對 A3 季軍戰(不設獎

牌)15:00-15:20 

A/B 組第二名 

G6 11:40-12:00 B1對 B3 冠軍戰 15:20-

15:40 

A/B 組第一名 

G7 12:00-12:20 A2對 A4 頒獎禮及拍照 15:50 – 16:30 

G8 12:20-12:40 B2對 B4   

午餐及神長到場拍照  12:5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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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200－2014   Rock Go Go 

鮑思高友好音樂晚會  

 
 慈幼會為慶祝會祖鮑思高神父誕辰二百周年紀念，由 2003 年 1 月 20 日在烏溪沙

青年新村舉行啟動禮後，連串各類活動相繼展開，目的令慈幼大家庭各成員加深對會祖

鮑思高神父的認識。 

 音樂是慈幼會各院校注重及特式之一，會祖明白音樂對年青人的重要，積極為青

少年組織銀樂隊。為響應鮑思高神父對音樂的重視，慈幼會中華會區特於 8 月 15 日晚

上七時，於九龍天光道鄧鏡波學校二樓大禮堂，舉辦名為 Rock Go Go 鮑思高友好音樂

晚會。該音樂晚會由進教之佑堂謝家賢神父主辦，陳鴻基神父統籌，邀請慈系各單位及

校友為演出嘉賓，有梁志強領導之 The Horizons 民歌樂隊、協青社 Hip Hop 舞蹈團、澳

門 Catalyser 年青樂隊、靈火音樂園，校友們有：潘健康、何錦棠、黃光亮、李守政及

空手道家族等等…, 全場音樂由音樂總監鄧志和校友及其樂隊負責。 

 晚上七時嘉賓如貫入場，出席者有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斐林豐神父、DB200 主

席林仲偉神父、主辦單位謝家賢神父、慈幼會士們、母佑會及顯主會修女們、堂區教

友、鮑思高協進會及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代表們等，使整個大禮堂座無虛席。 

 在謝家賢神父致歡迎詞後，首先由陳鴻基神父和梁志强合唱 Rock My Soul，利用

歌曲與台下大玩互動熱身，熱身後繼續由陳鴻基神父高歌 Exodus，寓意我們脫離罪

惡，歸於基督。其後由澳門畢業舊生所組成的 Catalyser 年青樂隊表演，演出多首他們

創作的歌曲，他們曾在香港及外地表演，可謂多才多藝。隨後由協青社年輕 Hip Hop 導

師及學員帶出另一高潮，他們跳出高難度街舞，令台下觀眾嘆為觀止和雀躍，為他們的

演出而歡呼。接著由 The Horizons 民歌樂隊表演，隨即由不同年代的校友歌手，演唱勵

志歌曲以娛觀眾。校友李守政帶領空手道家族小弟子表演功夫，亦為大家帶來歡樂，表

達兒童的天真及鮑思高神父的名句：『與我靈，取其餘』。其後由靈火音樂園演唱福音名

曲；陸續為音樂晚會帶來了喜樂、歡笑及互動。最重要是與台下觀眾有共鳴，帶出是晚

活動的主題。 

 最後在慈幼會中華會省省

會長斐林豐神父、謝家賢神父、

孔智剛神父、陳鴻基神父四位神

父降福下，音樂晚會在晚上十點

半在歡樂中圓滿結束。 

［資料由澳慈留港同學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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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神父誕辰二百周年 

揭幕禮暨慈幼大家庭慶典  
 
慈幼家庭於 2014 年 8 月 16 日啟動鮑思高

神父誕生二百周年慶典並公佈慶祝年將舉行

的活動，同日並慶祝十三位慈幼會、母佑

會和顯主會會士發願  / 晉鐸禧年紀念及

十三位協進慈幼會士發願銀禧紀念。此

外 ， 亦

為 新 裝

修 的 探

知 館 進

行 開 幕

禮。  

探 知 館

向大家展現鮑思高神父是一個造夢者、誘導

者、教育者、會祖、傳訊者和聖人。他開始 

的聖德道路給我們帶來很多聖人。透過認識

他的生平、使命和神修，他亟願我們跟隨他

的腳步，而這正是建立探知館的目的。  

在鄧鏡波

學校禮堂

舉行的揭

幕禮，以

播放回顧

過去三年

準備期的

活動作開始。隨後由吳多祿神父及兩位青年

分享，講及鮑思高神恩在青少年和教會中所

結的善果。吳神父說道，雖然鮑思高神父在

兩歲時失去父親，他卻成為數以千 萬計的

貧窮青少年的父親，並由他的繼承人和會士

來延續。他父親般的愛是來自耶穌聖心，這

種愛是鮑思高神父神修和教育法的核心。他

亦從他媽媽和聖母瑪利亞那裡學到母愛。因

此，街童樂於接受這兼備父愛和母愛的預防

教育法。青年們則分享最近到與鮑思高神父

有關的地方朝聖的體驗，特別感受到聖鮑思

高和聖方濟沙雷氏為信仰勇敢作證的精神，

亦希望自己在生活中為信仰作出見證。  

延續鮑思高神父神恩，書籍是很好的工具。

跟著的環節便是新書發佈及贈送書籍儀式。

良心之聲出版社出版「聖鮑思高筆下的青年

人生平」（一套四冊）的新書，適時的在當

天舉行發佈會。透過閱讀三本鮑思高神父親

著的青年傳記，我們將了解他的教育理念的

核心。另有一本導讀，幫助我們明白傳記中

的重要素材。新書發佈畢，斐林豐會長致送

林廸神父  ( Fr. Arthur Lenti ，按此瀏覽簡

歷 ) 所著七冊巨著新書《鮑思高神父：歷史

與精神》予各慈幼大家庭組別。隨後，舉行

揭幕式，以展現我們同心同德進入鮑思高神

父誕生二百周年的慶祝年。  

來自澳門教區的新鐸劉偉傑神父在彌撒中分

享說︰「我自小失去爸爸。在小學時已認識

鮑思高神父。進入備修院後，對我司鐸聖

召的反省是我沒有爸爸不重要，我可以跟

鮑思高神父一樣，做眾人的爸爸。」他鼓

勵我們把鮑思高神父的大愛散播全球， 而

我們每一位都是造物主的大愛結晶品。  

慈 幼 家

庭 這 重

要的一天

以晚宴作

結。當晚

的表演均

表達對鮑

思高神父

和修會的謝意。慈幼青年對年輕修士一直以

來的陪伴表達感謝；數位來自蒙古的青少年

表演歌舞，感謝省會長贊助他們去鮑思高神

父的地方朝聖。年輕修士亦高歌一曲來回

應。晚宴在愉快家庭氣氛下完滿結束。 

 

[資料來源:慈幼會中華會省網頁] 

來自蒙古的青少年表演歌舞 

http://www.sdb.org.hk/cp/p05/p051408i/p051408i-1.htm
http://www.sdb.org.hk/cp/p05/p051408i/p051408i-1.htm
http://www.sdb.org.hk/cp/p05/p051408i/p051408i-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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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喜悅的美加探訪校友之行 (上) 

                 張冠榮修士 

  本人接受了「加拿大卑詩省鮑思高同學會關懷神長委員會」的邀請，在 7 月尾８月

初的時候，開展了一個三城市三星期的美加探訪校友之行。上述委員會邀請本人的目

的，是為慶祝我發願加入修會的五十週年金慶，以及為與北美洲的校友聚會見面，共敍

我們在鮑思高慈幼大家庭內的情誼。 

 行程的第一站，是美國的紐約市，飛機在 7 月 18 日晚上十時半抵達紐約的拉瓜迪亞

機場，有香港仔 65 年畢業的賴偉民同學來接機，並帶我到他的府上居住。我在紐約逗

留了六天，得到賴偉民同學熱情及細緻的款待。7 月 20 日是主日，我們一起到了紐約

唐人街的顯聖容天主堂參與彌撒，彌撒後與美國東岸慈幼會學校校友見面及共晉午餐，

校友人數有二十多人，他們來自紐約及鄰近的地區，雖然各人出自不同的慈幼會學校，

各人畢業的年份不同，但大家都秉承慈幼一家親的精神，享受彼此的臨在，感受到自己

是鮑思高神父的學生，席間談笑風生，樂也融融。餐後大家重回聖堂拍照留念，保存温

馨的回憶。 

 第二天，加拿大多倫多的許志能校友也來了，他與我們一起去參觀了瑪利諾神父的

總部，以及慈幼會在美國東部的總部。許同學剛從多倫多大學考取了神學碩士的學位，

而且還在修讀聖教法典，關於神學及聖教法典的知識都非常豐富，他與我在車途中進行

了很有興趣的交流，令我獲益不少。在這一天的旅程中，我們也參觀了慈幼會在美國東

岸的傳教中心，聖母聖壇和夏令營，使我們加深了對慈幼會在美東事業的認識。翌日我

們還參觀了西點軍校。 

 至於紐約的市中心，我們看了洛克斐勒中心，

聖巴德烈大教堂等名勝，但只限於以車代步，走馬

看花而已。7 月 23 日，賴偉民同學駕車送我到加

拿大的多倫多，早上九時從紐約出發，晚上七時才

到達，一共用了十個小時。沿途與賴、許兩位同學

閒話家常，談談昔日在香港仔寄宿的往事，回憶以

前的神長和同學，車程雖長，卻不覺得沉悶。 

 7 月 24 日，本人與 63 年香港仔畢業的同班同學共敍於多倫多的一間鄉村俱樂部，

包括多年没有見面的馬幹思，林嘉積、林永康及鄧威倫，大家雖然相隔了幾十年，仍然

親切談話，互訢離別的衷情，好像有說不完的話

題。翌日，賴偉民驅車返回紐約，離別之前，將

我交托給多倫多的莫榮堅、葉滿華及徐少鳴。 

 翌日，徐少鳴帶我前往探訪在聖加大連經營

飲食業的黃瑞麒，並與葉滿華與我一起去看尼亞

加拉大瀑布。尼亞加拉是著名於世的大瀑布，分

美國境的與加拿大境的，兩者各有千秋，有著萬

馬奔騰的氣勢，水幕從懸崖上向下傾注，濺起雲

霧般的水氣，水勢有萬鈞的力度，令人嘆為觀 香港仔，鄧鏡波舊同學 

57，67年 香港仔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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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回程到了密斯沙加的贖世主堂，有幸見到堂區主任龍國雄神父，他為我們講解了這

座新聖堂的種種特色。晚上，與 72 年畢業的香港仔舊生共敍於余鑑釗的家裡吃飯。這

一班已是我在當年教過的學生。 

 7 月 26 日，先有余鑑釗帶我觀看多倫多

的市中心，經過富豪區的新娘徑、參觀了多

倫多大學，以及一間著名的兒童醫院，後來

到了高聳的 CN 塔，卻因為時間不足，没有

能夠上去觀景。晚上去了唐人街的加爾黙羅

聖母堂參與彌撒及聖體降福，禮儀後與幾個

堂區教友一起到唐人街晚膳。 

 7 月 27 日，是多倫多校友正式慶祝我發願金禧的日子。下午我先去了聖瑪利天主堂

聽了一個神修講座，是關於「朝拜聖體」的。晚上出席多倫多校友的晚宴，有香港仔，

九鄧和港鄧，以及澳慈的舊生參加。這個晚宴令我又開心又感動，因為見到了幾十年没

有見面的校友。我說的校友，包括香港仔的師兄，師弟，同班同學及學生，以及其他慈

系學校的學生，大家濟濟一堂，和氣共融，雖然是慶祝我發願金慶，其實也是同學們共

敍情誼的好時機。 

 一宿無話，翌日許志能及徐少鳴陪我去滿地可遊覽，全程由許志能開車，一程是五

小時，即日來回，我們參觀了巍峨的聖母大殿，以及出名的聖若瑟聖壇。聖若瑟聖壇是

聖十字會聖安提修士所創建，這位北美洲的大聖人一生特敬聖若瑟，他雖然只是一位看

門的謙卑的修士，但卻是虔誠過人，生時死後無數聖蹟，在聖壇裡的一處，掛滿了被神

蹟醫好的病人的柺杖。聖壇現在成了朝聖的地方，它有著莊嚴寬廣的聖殿，以及各種導

人熱心恭敬聖若瑟的設施。 

 在多倫多逗留了六天，7 月 29 日便要轉去温哥

華，早上先在曹桂英天主堂望彌撒，彌撒後遇到了

兩位母佑會學校的舊生，大家一起去進用了一個豐

富的早餐，然後由莫榮堅，葉滿華及徐少鳴送我去

機埸，乘搭下午二時的班機，告別了令人懷念的多

倫多 

 到達温哥華後，即有曾燃及鄧慶華前來接機，

然後把我安置在曾燃家裡，當天晚上有十多位校友

在西湖酒家為我洗塵，同班同學有王燦榮，盧建

成，陳國桓，潘玉衡等，還有師弟杜港勝，鄧慶華、學生何如鏡，吳仁達，杜港華，陳

繼昌等，使我忘卻旅途的疲倦，融入開心的氣氛中。飯後香港仔 71，72，73 的同學特

約我去杜港華家裡團敍，各人互道畢業後的經歷，而我也簡介自己的情況，並回答他們

所關心的問題。晚敍到十一時才結束。 

 在温哥華的第二天，有鮑思高同學會的會長李甘棠伉儷帶我遊覽鹿湖及本納比鄉村

景區，景區重建了上世紀初加拿大小村的風貌，景色怡人，環境平靜舒暢，令久住在石

屎森林、繁喧的俗世人嚮往。 

 

與除少鳴，葉滿華於曹桂英堂留影 

72年，73年香港仔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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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 思 高 慈 幼 會 

慈幼會辦事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MJ 

+ 

請舉心向上 
 
親愛的慈幼家庭各位兄弟姊妹： 

   慈 幼 家 庭 追 思 感 恩 祭 

      依照我們一向的傳統，每年十一月廿五日，在媽媽瑪

加利大的逝世週年，都會特別聯合舉行一台彌撒追思一

眾慈幼會會士已亡父母、神長、修士、修女、老師、親

友及慈幼家庭已亡成員及恩人。 

敬請大家到時踴躍參加，一起熱誠地為我們的亡者祈

禱，俾能早登天鄉，安息主懷。 
 
 

慈幼家庭追思感恩祭 
 誠邀慈幼家庭各神長一起共祭 

  (請共祭神父自備長白衣) 

日 期：2014年 11月 25日 (星期二) 

時 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  點：九龍鄧鏡波 進教之佑堂  (九龍天光道 16號) 
 
 

 省會長 斐林豐神父 

                 2014 年 11 月 12 日 

 

 

PROVINCIAL  省 會 長 

SALESIANS OF DON BOSCO 

PROVINCIAL OFFI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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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患病的前聯合會會長鄺佐輝同學 

編輯組 

     自本港傳媒在九月中報導有關鄺佐輝同學患上癌症後，各同學均關心地互相查

問有關詳情。會省秘書劉戩雄神父，聯同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會長馮志耀及區華昌同學，在

九月十九日前往醫院探望鄺佐輝同學，以便了解他的近況。知道他在數月前發現腸內出現

腫瘤，經微創手術割除後，證實癌症第四期，並且已經轉移到肝臟。探望時前一日剛好完

成切除肝臟有癌症的部份，精神很好，但還需接受六個月化療。十月四日，澳慈留港同學

會神師何英俠神父聯同會長梁耀强，同學聯合會會長馮志耀及區華昌同學再次探望他。當

時精神頗佳，正準備開始接受化療。 

鄺佐輝約滿港視後，發現患上癌症，故不能工作。大家都知道

處理癌症，除了要長時間接受治療外，各種癌症所用的藥劑都

十分昂貴，經濟上出現困難亦是常事。本著鮑思高神父的教

導：「你們要彼此認識、關懷、互助和團結」，我們應致力協助

有需要的同學。 

鄺佐輝同學熱心同學會事務，曾於 1994－1999 出任香港鮑思高

同學聯合會會長之職，多年來在慈幼會及同學會的大型活動中

擔任司儀，與神長及眾多同學熟識。如今有病，請各同學伸出

援手。有心人請將捐款交給所屬同學會，集合一齊轉交聯合會

再一起處理。祝各位同學身體健康！ 

 

 
 

 

 

李康樂同學，聖名若瑟， 

於 2014年 8月 6 日早上，因病在律敦治醫院逝世， 

享年七十九歲。 

 
李康樂同學於 1954 年在香港仔工業學校木工科畢業，求學時已表

現出音樂才華，演奏各類樂器很快上手。在學校銀樂隊中吹奏單簧

管及雙簧管，十分出色，被當年警察樂隊總監 Mr. Foster 賞識， 挑選加入警察樂隊。畢

業後，便以此作為終身職業，與音樂結下不解之緣。工餘時亦從事有關音樂的活動，一

直都是舊同學樂隊的主力，協助演出。居住在太古城時，創立太古城粵曲班。退休後，

放較多時間於中樂方面。將中樂二胡融入拜苦路禮儀中，充分表現苦路的哀傷。除音樂

外，對繪畫亦甚有天份，他的自畫像真是維妙維肖，像真度甚高。 

李學長對於母校及當年的神長，感情十分深厚，經常詢問各神長的狀況，亦常與遠在意

大利的謝維道神父通電話問安。對同學亦十分熱心，時常幫助解決有關音樂上的問題，

親自帶領同學四出奔走，找尋適當的樂器。當知道母校重開寄宿部而須籌募資金時，他

第一時間捐出款項，以表支持。 

李學長於年前出現病徵，發覺時已經屬於晚期，並影響其他器官，終於８月６日逝世。

魯仲衡眾同學均感惋惜，請大家為李康樂同學祈禱，望他早日主懷安息。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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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鼎勳神父  

Fr. LIANG Ding Shiung  Vincent 

1926 – 2014  (逝世日期：七月十五日) 

 我們敬愛的梁鼎勳神父（Fr. LIANG Ding Shiung Vincent），聖名味

增爵，已於 7 月 15 日 下午 4 時 55 分於香港東區尤德夫人醫院

病逝，回歸天父的懷抱，享年 88 歲。 

梁鼎勳神父的生平簡錄如下： 

1926 年 07 月 16 日 於上海出生 

1943 年 08 月 16 日 於上海矢發初願 

1949 年 08 月 16 日 於香港矢發永願 

1953 年 07 月 01 日 於意大利都靈晉鐸 

2014 年 07 月 15 日 於香港逝世 

他受培育和工作的時間和地方： 

1942 - 1943 上海初學院（初學生） 

1943 - 1946 上海哲學院（哲學生） 

1946 - 1949 上海備修院（教師） 

1949 - 1953 意大利都靈 P.A.S. （神學生、神學碩士） 

1953 - 1955 意大利都靈 Rebaudengo （修讀教育學、教育碩士） 

1955 - 1956 香港聖類斯中學（神學生教務主任）1956 -1957 香港筲箕灣備修院（教務主任） 

1957 - 1965 長洲哲學院（教師） 

1965 - 1966 香港鄧鏡波書院（代課教師） 

1966 - 1967 香港筲箕灣備修院（副院長） 

1967 - 1976 香港聖安多尼堂（副堂區主任） 

1976 - 1977 澳門粵華中學（教師） 

1977 - 1979 香港筲箕灣慈幼會修院（副院長） 

1979 - 1980 香港筲箕灣備修院（教師） 

1980 - 1990 台北聖若望鮑思高堂（3 年副堂區主任；7 年堂區主任、院長） 

1990 - 1997 台南慈幼高工（負責歸仁堂區、土庫和歸仁幼稚園） 

1997 - 1998 香港慈幼會修院少懷之家（主任） 

1998 - 2001 香港仔工業學校（神師） 

2001 - 2014 香港聖安多尼會院（堂區及會省神師） 

梁神父在培育院裡服務了 14 年，在堂區裡服務了 39 年，一生貢獻給培育及

牧民的工作，用他的學識和才能積極拓展基督的神國，盡心牧養天主的子民。

就如聖詠一一二篇所說：「我將給你們一些稱我心意的牧者，以智慧和明智牧

養你們。」梁神父就是一位奉獻自己，全心全意為羊群的善牧。今天他完成了

自己的使命，天主必會仁慈的接納他，賜給他永遠的賞報。「這樣，當總司牧

出現時，你們必要接受那不朽的榮冠。」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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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雲龍執事  

 (Deacon Sung Wan Lung, Joseph) 

 1941 – 2014 

 

我們的同學宋雲龍執事，聖名若瑟，於二零一四年八月

二十六日早上六時零四分，在東區尤德醫院逝世，安息

於主懷。享年七十三歲。 

 

宋雲龍同學於一九五九年在香港仔工業學校電機部以優異生畢業。五五年

領洗入教後成為熱心教友，在學校內的聖堂服務，負責開彌撒時所需的一

切物品。宋執事求學時，受慈幼會士感染，已有意獻身教會做神父，但因

要照顧母親，未被接納。他一生熱愛足球運動，是有牌的足球球証。畢業

後曾在「天馬艦」工作，後轉往瑪利諾中學任教直至退休。 

為完成一向以來的心願，宋學長於退休前申請為終身執事候選人，接受培

育，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領受執事聖職。當上執事後，全身投入教

區工作。先被派往聖多默宗徒堂服務，於二零一零年獲湯漢樞機派遣轉到

聖母領報堂服務。除了堂區日常的牧民工作外，宋執事更先後在教區內的

善別組、勞工事務委員會及終身執事委員會等工作，亦獲教區委派擔任多

間學校校監之職。 

對舊同學方面，宋雲龍同學亦貢獻良多，自畢業後便加入香港仔工業學校

鮑思高同學會為委員，曾任三屆同學會會長，多年來服務同學。領受執事

聖職後，更組織小數同學，向年長的師兄 ─「魯仲衡」小組提供善終／

善別服務，陪伴同學走過最後的路，亦使其家人不至徬徨無助。近數年來

亦已多次向同學或親友提供了此類服務。 

宋執事做事認真，全力以赴。求學時得同學們愛戴，工作期間得同事的讚

賞。效法鮑思高精神，對青少年特別愛護，故甚受學生們歡迎。在教區內

的工作，亦得到各神職人員欣賞。在家庭內更是和藹可親的父親、祖父，

對孫兒特別愛惜，任勞任怨。 

宋學長在本年四月初發覺腰痛，經多方治療都未見痊癒。五月初經過正電

全身掃瞄後，發現身體四部份有癌細胞。接受多次電療後，略見好轉。六

月三日開始第一針化療，可惜到第三針後因身體狀況，不能繼續接受化

療。他一生虔誠奉主，愛主愛人。求天主接納他，並賜他永遠的賞報。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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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榮德修士  

(Br. LO Wing Tak Joseph) 

1940-2014   (逝世日期：十月 廿八日) 

 

 

 

盧榮德修士生平簡介 ： 

1940 年 09 月 10 日 於香港出生 

1961 年 08 月 16 日 於香港矢發初願 

1967 年 07 月 22 日 矢發永願於香港 

2014 年 10 月 28 日 在香港逝世 

 

接受培育和工作的地方和時間： 

1961 - 1963    香港遠東哲學院長洲（Cabinet-maker & Assistant） 

1963 - 1969 

1970 - 1973 
香港仔工業學校（管理員兼教師） 

1969 - 1970  九龍鄧鏡波學校（教師） 

1973 - 1978   Don Bosco Technical Inst itution Ros. USA（進修） 

1978 - 1981  九龍鄧鏡波學校（79-81 職業先修主任兼教師） 

1981 - 1987  澳門慈幼中學（82-87 教務主任兼教師） 

1987 - 1995  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教師、校長） 

1995 - 1996  Don Bosco Hall Berkeley CA. USA （進修） 

1996 - 1998  香港仔工業學校（校長） 

1998 - 1999  香港慈幼會修院（服務團） 

1999 - 2004  九龍鄧鏡波學校（教師；2001-2004 財務主任） 

2004 - 2006  香港聖類斯中學 （小學及小堂牧民工作） 

2006 - 2011  香港慈幼學校（青年中心；協助小學及小堂宗教活動） 

2011 - 2013 香港仔工業學校 

2013 - 2014  九龍鄧鏡波學校 

 

我們敬愛的盧榮德修士 (Br. LO Wing Tak Joseph），

聖名若瑟，於 10 月 28 日上午 8 時 25 分在九龍聖德肋

撒醫院病逝，回歸天父的懷抱，享年 75 歲。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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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近禮神父 
(Fr. Denis Martin  S.D.B.) 

 

逝世九周年紀念活動 
 

日期：2015年 1月 10日（星期六） 

時間：下六時正 

地點：進教之佑堂（九龍天光道十六號） 
 

(一) 感恩聖祭 
 

(二) 頒發「華近禮神父助學金」 

 
[詳情請參閱 2015年 1月初出版之公教報] 

 

 懇請各同學踴躍參加  

 

  

《母校鐸聲》現已採用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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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同學想收取黑白印刷版之《母校鐸聲》，但發現斷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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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