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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的家書 

你將聽到的話是千真萬確的。如果你願意的話，這些話會改變你的生命。

因為這些話是來自天主的心，祂真的很愛你！祂就是你整個生命不斷在尋

找的天父。其實，祂常在你身旁，是祂在尋找你！這就是祂親筆寫給你的

家書。我誠心並極力推薦你每天翻閱一次，並細心聆聽祂對你所說的每一

句肺腑之言。 

我的孩子，你可能不認識我，但我卻清楚地認識你，無論你或坐下或站起來，我都瞭如指掌

(詠 139:1-3)，就連你的頭髮我都一一數過了(瑪 10:30)。因為你是按我的肖像被造的(創 1:27)，

你是在我內生活、行動、存在，因為你是我的子女(宗 17:28)。就算你在母胎孕育前，我已認

識了你 (耶 1:4）。當我計劃創造時，我己揀選了你 (弗 1:11)。你的存在並非錯誤或偶然，因為

你的歲月都一一寫在我的生命冊上（詠 139:15-16）。我決定了你準確的誕生日子及在什麼地方

定居（宗 17:26）。你是神奇奧妙地被造的（詠 139:14）。在母胎中我把你交織成形（詠

139:13）。當你出世之日是我把你帶入這個世界（詠 71:6）。我被那些不認識我的人所誤解

（若 8:41）。我與你之間沒有距離，我也不會對你生氣，因我本身就是愛的完滿表達（若一

4:16）。我的願望就是把愛傾注在你身上，只因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親（若一 3:1）。

我給予你的遠超過你世上的父親（瑪 7:11），因為我是所有父親最高的模範（瑪 5:48）。所有

你得到的好東西都是來自我（雅 1:17）。我是你的供應者，我會滿足你需要的一切（瑪

6:31）。我使你的將來時常充滿希望（耶 29:11），因為我是以永遠的愛來對待你的 (耶

31:3）。我對你的心思意念是神奇奧妙，就好似海邊的沙粒 (詠 139:17-18）。對於你我心中充

滿喜悅及歌唱（索 3:17）。我總不會停止對你好或謀求你的福祉 (耶 32:40)，因你是我的掌上明

珠、眼中的瞳仁（出 19:5，詠 17:8）。我全心全靈全意把你建立起來(耶 32:41）。我要把偉大

的奧秘揭示給你(耶 33:3）。如果你全心尋找我，你會找到我(申 4:29）。請你以我為喜樂吧，

我必滿足你的心願（詠 37:4）。是我給了你那些好的心願（斐 2:13）。我能為你做的遠超過你

的想像力(弗 3:20）。我是你最大的激勵者 (得後 2:16)。在你所有的煩惱困擾中，我也是安慰

你的父親(格後 1:3)。當你心靈破碎時，我就在你身旁(詠 34:18)。正如牧人把羊摟抱在懷中，我

常把你摟近我的心旁(依 40:11)。有一天我會拭乾你眼中的淚水，我會消除你在世間的痛苦和悲

傷(默 21:3)。我是你的父親，我甚至用愛聖子耶穌的愛來愛你（若 17:23）。因為在聖子身上我

對你的愛顯露無遺(若 17:26)。耶穌是我最佳、最切實、最傳真的代表(希 1:3)。祂來到世上證

明了我是站在你那邊，並非與你作對(羅 8:31)。我鄭重告訴你，我並非在數算你的罪孽。耶穌

死了，是使你和我能夠得到修和 (格後 5:18)。耶穌的死是我愛你的終極表達(若一 4:10)。為了

爭取你愛的回應，我寧可放棄了我心愛的所有(羅 8:32)。如果你接受我聖子耶穌的禮物，就是

接受我(若一 2:23)。母親豈能忘掉自己的親生子？縱然母親能忘掉，我也不會忘掉你（依

49:15）。沒有什麼能使你與我的愛分離（羅 8:38）。回家吧，孩子！我會為你擺設史無前例

的宴席（路 15:7）。我一直都是你的父親，永遠都是你的父親（弗 3:14）。但我的問題是：你

願意是我的孩子嗎？（若 1:12）我在等候你的回應（路 15:11）。 

愛你的老爸、全能的天主      當下此刻(年月日)        黃建國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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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修院慶祝 

胡子義神父 100歲及林文瑞神父 102歲壽辰 

暨來華傳教八十周年 

 

慈幼修院於四月六日(復活節翌日)，慶祝胡子義神父(1915 年 4 月 3 日)100 歲

及林文瑞神父(1913 年 4 月 2 日)102 歲壽辰，同時亦是兩位意大利神父來華傳

教八十周年的大日子。 

慶祝會由上午 11 時開始，首先有感恩聖祭，由陳樞機主禮，斐林豐省會長、吳

志源院長及其他慈幼會神父約二十位共祭。另慈幼會士、修生、友人及澳門粵

華校友會同學等約一百人參與。在彌撒中，胡神父表示感謝上主的眷顧，強調

在上主面前的渺小，若非天主的聖寵，在他卑微的一生不可能成就這麼多的事

情。省會長斐林豐神父致詞時充分肯定兩位神父的貢獻，鼓勵各人以他們作模

範，將復活的基督帶給有須要及貧困的人。 

彌撒後舉行茶會，兩位壽星公在陳樞機及斐神父的協助下，舉行切餅儀式，隨

即與眾人分享。校友們紛紛向胡神父及林神父祝賀，亦向其他會士問好，並與

其他參加者暢談。茶會充滿著大家庭的歡樂氣氛，最後由林文瑞神父唱出他喜

愛的“O Maria Ausiliatrice” 一曲來結束愉快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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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鮑思高慈幼大家庭 

慶祝會祖 200 周年誕辰 

 
日    期： 2015 年 4 月 25 日 

地    點： 澳門塔石廣場 

參與團體： 慈幼學校、粵華中學、 鮑思高粵華小學、陳瑞祺永援中學、

 陳瑞祺永援中學(分校)、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九澳聖若瑟

 學校、聖瑪沙利羅學校、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鮑思高青年

 村機構、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澳門基金會 

主禮嘉賓： 澳門教區黎鴻昇主教、慈幼會東亞及大洋洲區區長賢明漢神

 父、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斐林豐神父、澳門區 DB200 活動

 籌委會召集人楊祖羅神父、鮑思高慈幼大家庭內各成員之校

 長及各主任等。 
 

慶典以嘉年華會方式舉行，儀式由斐林豐神父帶領各校校長及各機構主管，排

列出有 DB200 的傳承紀念座，隨即由澳門教區黎鴻昇主教燃點復活蠟燭作亮燈

儀式。繼續便是小型花車巡遊及展開各項活動如：歌唱、舞蹈、銀樂隊演奏、

技能表演等等，讓人回想「華道角」的情境。活動由下午 1 時 30 分開始，共有

約 5000人參加，直至晚上 8時才完滿結束。 

 

 

http://www.sdb.org.hk/cp/p05/p051504l/p051504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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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DB200的銅牌揭幕 

為慶祝鮑思高誕生 200 周年，慈幼校友會發起為螺絲山公園的聖鮑思高銅像建置名牌。

建置工作在鮑思高同學聯合會的幹事協調下，於去年底籌劃展開，於 2015 年初書面向

民政總署建議，為聖鮑思高銅像建置名牌，以便遊客認識教育家聖鮑思高的底蘊。經多

次協調交換意見後，建置工作獲得落實執行，並於 2015 年 5 月 27 日完成。 

查鮑思高神父於 1815 年 8 月 16 日，出生在離意大利都靈約 16 英哩的小鎮碧基。鮑思

高兩歲喪父，由母親瑪加利大撫養，家境雖然清貧但他從小就勤奮好學，並立志做神

父，準備一輩子獻給青少年。他的求學經歷相當艱苦，一直靠做工作才能完成學業。在

這期間，他曾做鐵工、修鞋匠、木工。他從工作中學到的工藝，對他日後創辦工藝學校

有很大的幫助。1835 年 10 月 25 日，鮑思高進了基愛里城的大修院。1841 年 6 月 5

日，總主教法蘭索尼祝聖若望鮑思高為天主的司鐸。鮑思高在杜林城神學院攻讀的時

候，目睹許多青年，捲在城市生活的罪惡危機裏，青年人沒有人照顧，也沒有康樂活

動；尤其是缺乏道德生活的輔導。鮑思高開始接觸那些青年，邀請他們參加聚會，1846

年，鮑思高帶領他的男孩們，遷入杜林城的華道角區，建立了他們安定的家。這小小的

家，在今天已發展成一顆大樹----慈幼會的總部。接下來他不斷辦了一所又一所寄宿學

校、工藝學校。1859 年，鮑思高創立專為照顧青年的 慈幼會，1872 年創立女修會 母佑

會，1875 年創立關懷青年的信友團體 協進會。1878 年校友會始見雛型。這些團體繼續

以「宗教、理智、仁愛」在青年中實踐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這樣他的事業更

加蓬勃地發展起來。今天，慈幼會的事業幾乎遍及全球各國。 

2015 年 5 月 28 日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斐神父與校監孔智剛神父蒞臨主持祝聖禮。當

日下午三時，各校友會代表與鮑思高粵華小學校監、校長及師生雲集螺絲山公園的聖鮑

思高銅像下，共同參加祝聖禮，並拍照留念。儀式後一眾往鮑思高粵華小學的葡光校友

會會議室享用茶點暢聚。為本地鮑思高學生和校友，送給鮑思高神父 200 嵗的生日禮物

落成劃上完美句號。出席典禮的有鮑思高同學聯合會領導層，慈幼校友會會長黃偉傑、

副會長王耀榮伉

儷、監事會主席

黃德忠、永遠名

譽 會 長 鍾 景 鴻   

伉儷、指導神師   

周 伯 輝 校 長 、   

慈幼校友會委員

張利加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0%B5%E5%B7%A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AE%E9%9E%8B%E5%8C%A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A8%E5%B7%A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5%E8%97%9D%E5%AD%B8%E6%A0%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5%E8%97%9D%E5%AD%B8%E6%A0%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B8%E6%A0%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B8%E6%A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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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慈系舊同學組織在澳洲布理斯本成立 

 
鄺國銳 (ATS1958) 

今年五月卄四日的聖母進教之佑日，一群居於澳洲布理斯本的教友，在彌撒後

的閒談中，得知有多個家庭都是港澳慈幼會學校的舊生。我們當中有香港仔工

業、筲箕灣慈幼、九龍鄧鏡波、香港鄧鏡波、聖母書院、澳門慈幼和粤華的同

學。雖然在這裡我們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在教會內，特別於主日彌撒和

有關的宗教活動都積極參與。在聖母進教之佑瞻禮日，我們初步討論如何聯繫

一起，成立一個校友會來繼續發揚鮑斯高神父的教育精神。我們希望這訊息也

傳送到居住在昆士蘭省其他曾接受慈幼會教育的同學，使能與我們聯繫。為此

希望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給與我們建議和支持。現藉著《母校鐸聲》把部份

留居這裡的校友姓名和照片刊登，方便各舊同學與昔日自己的同窗聯絡。  

謝謝。各位同學如願意與我們聯絡，請電郵下列地址： 

sobabne@gmai l . com 

[編者: 同學會的工作就是聯繫各舊同學。上文之事項，已於 6 月 28 日之週年大會內

提出，得到與會各人贊同，亦已寫入會議紀錄內。希望同其他海外的校友會一樣，與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時常保持聯繫，互通訊息。] 

 

“你們要彼此認識、關懷、互助和團結” ―鮑思高神父 

 
 

 

 
 
 
 
 
 
 
 
 
 
 
 
 
 
 
 

楊睿剛  蔣劍雄  陳潔輝  陳國棟  潘永洪 

慈幼02  慈幼82  慈幼77   慈幼   香港仔75 

 

盧錦坤   郭榮華   黃錦文  陳懿嫻   鄺國銳   孫慶強   黃永聯  區夢燊   孫兆邦  吳景賢 

九鄧72    澳慈     聖母    聖母   香港仔58   慈幼   香港仔72  香港仔69  粵華   慈幼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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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仔工業學校   建校八十周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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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港澳關懷神長小組 

探訪少懷之家及聖安多尼堂本堂司鐸 

梁國波 

約定於 6 月 27 日下午三時到訪，前往少懷之家途中畧有阻滯，約三時十分抵

達：面露慈祥笑容，精神奕奕的蔡國祥神父及方廷忠神父已在會議室。小組成

員劉鏡成、黃民強、黃子康及梁國波，即向神長問安，並奉上糕點，包括砵仔

糕、意式薄餅、西餅、曲奇等。稍後，澳門來港的馮修士加入，與黃民強重遇

好友般，熟絡地交談；在座的陳廷仕修士十分投入地靜聽各人的對話。 
 

接近四時，少懷之家主持顧志明神父、102 歲的林文瑞神父，及剛好 100 歲、可

敬的胡子義神父相繼入座。林神父、胡神父需輪椅代步，自行進食了少許蛋

糕。在旁照料林神父的女職員透露，神父近日胃口轉差，食量大減。(筆者當時

有些擔心神父的健康，默求上主降福神父神形康泰；神父於 7 月 16 日離世。我

們懐念及感謝意大利籍的林神父為中華服務了近八十年，他熱愛青年的心火，

將會由一眾後繼的慈幼會士燃點下去，不斷發光發熱！) 

 

即將四時半，小組見到馬永定神

父，向他問好；茶聚時他正好會見一位到來探望的舊學生。小組繼而向各位神長

奉上利是，以表敬意。之後，不得不收起意猶未盡的說話，匆匆向神長告別。 

擴建後的少懷之家，予人寬大、舒服的感覺。寬敝的飯堂，同樓層附設的小聖堂，

共有十二間套房配置趨時的設備，令入住的神長住得更稱心，生活起居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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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少懷之家，即趕往薄扶林道聖安多尼堂，探望本堂司鐸黃建國神父。神父

接受手術後仍在康復中，卻不懼辛苦，熱情地與我們交談了近四十多分鐘。 
 

神父風采尤勝當年，精靈的眼神、有力的語調、富條理的論說，令人印象難

忘。神父最近埋首寫作，分享開懷地生活的心法。聯合會誠意邀請神父為母校

鐸聲撰寫文章，即獲神父應允。 
 

神父隨後為我們示範了兩項精彩的表演：其一為“墮入圈套”，金屬圓環沿左

右並排直放的單一繩子滑下而不落地(開口兩端在上)，圓環被「套結」固定在

繩子最下方；其二為“擺脫困境”，繩子以「套結」套入鉸剪手柄其中一個圈

眼內，再將開口兩端隨意地穿插兩手柄的圈眼數次，繩子兩端被固定情況下，

輕易地解除束縛，取出鉸剪。神父完成示範後，為我們講解了當中竅門，並以

此引伸為師之道及做人的道理。 
 

神父曾以上述表演作開場，向大學教授、講師講

解，教導學生的策略在於：首先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及激發他們不怕苦、不畏難的鬥心。繼而營造環

境，讓每人都能即場實習或嘗試，投入地參與學

習。完結時，精簡地說出主題的一至兩個重點。施

教時切忌對學生有預設印象，不良偏見將會破壞教

學成果及彼此關係。 

神父暗示人生難免有起伏跌撞，或犯錯，或遇上難

關，多作反思、冷靜地面對，終會找到出路。 
 

向神父話別前，呈上了利是；神父回贈聖相，每人兩張，主題分別是「善牧」

及「葡萄樹的比喻」。探訪使我們深深感受到神父對我們的關愛，及誨人不倦的

良師風範。 

 
港澳關懷神長小組  2014年財務報告表 

 

收入   

由慈幼會中華會省關懷神長戶口轉來  50,000.00 

利息      5.43 

  50,005.43 

開支   

資助孔修士來回荷蘭機票 10,080.00  

第一次探訪活動手信支出   389.00  

 10,469.00  

   

 結餘： 39,5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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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李東彪修士八十大壽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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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友： 

以下有四則慈幼會及本會活動通告： 

1. 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慶祝鮑思高大家庭神長鑽、金、銀禧紀念彌撒及晚宴 
     
 九龍進教之佑堂四時正彌撒由陳日君樞機主祭，彌撒中將有一位修生—盧山修士

 發聖願。晚上在土瓜灣囍慶藝厨設宴慶祝。 

2. 十月十六日（星期五）慶祝李東彪修士八十大壽晚宴 
 

 此活動由本會偕同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舉會、鄧鏡波學校鮑思高同學會合

 辦，地點上環信德中心地庫美心皇宮酒樓。詳情請留意日後通告。 

3.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本會同學節晚宴 
 
 地點暫定合和中心七樓薈軒，詳情請留意日後通告。 

4. 十二月五日（星期六）返校日旅行 
 
 十二月六日母校舉行返校日活動，一如既往本會將安排於早一天前往就 

 近地點旅遊，翌日返回母校參加活動。詳情請留意日後通告。 

 

澳慈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報名請聯絡： 

 劉神父  2546 1154         梁耀強  9279 9648        郭  志  9186 2629  

 馮志耀  9496 1145         區華昌  9194 0628        陳乃棟   9075 8987 

 鄧繼騰  9833 4537            黃飛烈  9025 8186         黃民強  9432 4003  

 

敬啟者： 

時光飛逝，轉瞬間又快三載了，本屆職委員之任期，將於本年十月底屆

滿，需要重新改選，冀各同學積極參與，發揚同學會互助、關懷及合作精

神。 

改選小組已於六月底開會商討，除推選下任會長候選人名單外，更冀各同

學能提名有志之同學成為下屆會長候選人，以便在九月的常務會議內進行

投票。 

此致    各同學台鑒 

澳慈留港「改選小組」敬約 

201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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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國際鮑思高同學聯合會選舉大會 

第五屆國際鮑思高同學聯合會大選，將於本年十月三日至九日，在羅馬慈幼會

總部 Salesianum 舉行，與會代表超過二百人，來自世界各會省的三十多個國家

聯會。 

大會節目包括：十月五日在梵蒂岡大殿隆重舉行的彌撒；當中還包括新一屆國

際主席及委員會選舉，檢討大會的章則，任命新一屆主席儀式等。 

十月七日起到慈幼會發原地－都靈，參觀華道角、聖母進教之佑大殿、基愛

理、鮑思高崗、聖若望鮑思高大殿及鮑思高祖屋等。閉幕彌撒於十月九日在聖

母進教之佑大殿舉行。 

請各同學為第五屆國際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會議能取得美滿成果祈禱! 

 

 
 

第三屆足球閃電杯校友會邀請賽 

 

 日       期：2015年 11月 29日 

 時       間：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正 

 場       地：香港筲箕灣 慈幼學校 
 

詳情稍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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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更改銀行戶口通知 

由即日起，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原有的舊戶口已經取

消，各同學如有資助聯會經費及母校鐸聲之款項，請使用

下列新戶口： 

  I C BC  工銀亞洲 

  No. : 882-502-00242-3 

 

 

 

 

 

張德真同學 (ATS 1954)  

聖名若望 

於 2015年 6月 10日 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九歲。 

 

張德真同學於 1954 年在香港仔工業學校機械工程科畢業，

隨即加入香港大學工作，後得大學一講師推荐而轉往香港政府工務局任職至退

休。其間曾負責因火車站搬遷，而須要拆卸的路軌工程。張德真同學一生勤奮

工作，照顧家庭，生活節儉，育有三子一女。他亦熱心敬主，每星期在教堂

內，定必見到他與太太的蹤影。一直以來，張學長仍保持在校時每主日行山的

習慣。退休後，亦常常參加「魯仲衡」的早茶，與各位老同學暢聚。各同學於

六月初才從張學長口中，得知他患的癌症已經到了末期，至六月十日终與世長

辭。請大家為張德真同學祈禱，使他早日安息主懷。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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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瑞神父  

Fr.Ernesto Rescalli  

1913-2015 (逝世日期：七月十六日)  

我們敬愛的林文瑞神父（Fr.Ernesto Rescalli），於

7 月 16 日（星期二）晚上 11 時 58 分，在他的院長吳

志源神父陪同下，於銅鑼灣聖保祿醫院安然病逝，享

年 102 歲。他離世時間就是加爾默羅聖母瞻禮最後兩

分鐘，好像是聖母親自來迎接她的愛子回歸天父的懷抱。有關他的生平簡

錄如下： 

一些他修道生活的重要日子： 

1913 年 04 月 02 日 於意大利出生 (Castiglione d’ Adda) 

1935 年 10 月 03 日 來華傳教 

1936 年 12 月 08 日 於香港矢發初願 

1945 年 01 月 29 日 於上海晉鐸 

2015 年 07 月 16 日 於香港逝世 

接受培育和工作的時間和地方： 

1935 - 1936 慈幼會修院（初學） 

1936 - 1939 慈幼會修院（哲學） 

1939 - 1940  香港仔工業學校（指導員） 

1940 - 1941  澳門慈幼學校（指導員） 

1941 - 1945  上海南市神學院（神學） 

1945 - 1950  澳門慈幼學校（宗教教育主任） 

1950 - 1957  香港聖類斯中學（宗教教育主任） 

1957 - 1959 澳門粵華中學（宗教教育主任） 

1959 - 1974  澳門慈幼學校（在聖若瑟中學教書兼指導員） 

1974 - 1993  澳門粵華中學（宗教教育主任） 

1993 - 2003  澳門粵華中學（宗教教育主任兼副院長） 

2003  - 2011  澳門粵華中學（神師） 

2011 - 2015  慈幼會修院 少懷之家（休養） 

林神父青年時就遠道從意大利來華傳教。先後在上海、香港，最後五

十年多留守澳門；在慈幼中學，甚至有一段時間在教區聖若瑟中學從

事教育牧民的工作。林神父一生愛主熱誠，救靈心切，謹遵會祖聖  

鮑思高：「予我靈，取其餘」的遺訓而奉獻一切。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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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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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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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