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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21日)  

 是日節目程序 

 

  

 
Band Battle 

 

同學會足球賽 舊同學講座 

 

新籃球場-母校歡迎舊同學回校  

回校真好… -李守政 

 

香港鄧鏡波書院金禧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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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樞機、歷任校

監校長神父、現任校

監張冠榮修士、現任

舊同學陳水堅校長、

家教會主席和同學會

會長主持切蛋糕儀

式。50 磅精美蛋糕由

鮑思高同學會敬送。 

 

 

學校眾教職員元老 

聲勢浩大的 1977 年畢業同學其中之三份一 2001 年畢業同學 

慈善音樂會籌

委會- 2016年

12月 22日，  

高潮再現！ 

 

金禧晚宴席設香港金鐘名都酒樓，筵開９9席。以下是一些舊同學在 facebook上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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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任命韓大輝總主教 

為關島 Agana 總教區「宗座署理」 

六月六日（星期一），教宗方濟各

任命萬民福音部秘書長韓大輝總主

教，為關島 Agana 總教區「宗座署

理」。宗座署理以教宗名義，暫時

接管教區或總教區，這情況通常發

生於等候新任主教任命的時期。 

【梵蒂岡電台 ─ 2016 年 06 月 06 日訊】教宗方濟各於六月六日

（星期一），任命時任萬民福音部秘書長韓大輝總主教，擔任太平洋

區關島 Agana 總教區的宗座署理。 

這個總教區位於美國屬地，總教區發言人表示，就阿普羅恩總主教

（Anthony Apuron）被指控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曾性侵犯兩名男童的

案件，已於上 周聘請了一所頂級的律師行，並與一位獨立調查員展

開了檢視指控的工作。 

阿普羅恩總主教否認指控，且尚未因任何罪行被起訴。 

教宗方濟各在發出任命兩天前，發表了一份新文件，建立教會的規範，

把在保障兒童及易受傷害的成人免遭性侵犯方面疏忽職守的教會領袖

撤職。 

韓大輝總主教生於香港，自 2004 年起獲委任為國際神學委員會委員，

並自 2010年起，成為萬民福音部秘書長。  

[資料來源:慈幼會中華會省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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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溥職業學校  海南省機電工程學校 

2016年訪港學習交流見聞 

(范  敏  李仕山) 

 

 2016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3 日，海南省文溥職業學校、海南省機電工程學校 2016 年訪港

學習交流團一行 14 人，受香港強華建教基金之邀，在香港強華建教基金霍建強秘書長、賴

國明副秘書長、岑冠明先生等眾多理事的陪同下，訪問了香港天主教普照中學、香港仔工業

學校。 

 學習交流訪問團所到之處，受到香港強華建教基金、港九中正中學校友會、天主教普照中

學、香港仔工業學校和盧沃堂主席、霍建強秘書長、賴國明副秘書長、林仲偉神父（校監）、

梁家強（校董）、李劍華校長、余立勳校長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接待！霍建強秘書長、賴國明

副秘書長、岑冠明先生不顧年事已高和事務繁忙，全程陪同訪問，令訪問團全體成員十分感

動！ 

 香港的學校有相當一部分是屬於教會學校，政府資助。天主教普照中學、香港仔工業學校

這兩所學校均由香港天主教創辦，政府資助。天主教普照中學（Po Chiu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縮寫為 PCCSS），位于香港油塘。其前身為普照書院（Po Chiu 

College），由天主教聖母聖心會於 1970 年創辦，初為全日制男子文法津貼中學。樓高 6 層

的新校舍由地鐵公司（現名為港鐵公司）負責興建，建成后改名并轉改為男女校。1993 年起

實行“校本管理”理念，設立多個行政委員會負責推行校政。現有教師 60 多人，學生 1200

多人 。 

 香港仔工業學校成立於一九三五年，是由天主教慈幼會創辦的政府資助學校。辦學理念：

青年為寶、福音為鑒、喜樂為懷、愛心為重、學校為家。教育宗旨：秉承福音的價值觀和鮑

思高神父對教育青少年的心得——以宗教、理智、仁愛為中心的預防教育法，提供全人教育，

務使青少年在靈、德、智、體和美各方面有均衡的發展，并透過實踐，使能盡展所長；在慈

幼會家庭精神的氛圍內，鼓勵他們積極面對人生，成為良好公民，回饋社會。教育目標：(1) 

培育學生有一個正確的價值觀，作為他們發展潜能的基礎及動力。(2) 配合社會及時代的發

展，加強學生對科學、科技的認識和運用，從而提高思考力、創作力和競爭力。(3) 提供一

個理想的環境，使學生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學習互助互愛、互諒互讓的團隊合作精神。(4) 

提供多元化的活動，使學生能在愉快的氣氛中掌握巧，并養成敏銳的社會觸角待人處事的技。 

 我們與兩所學校的師生進行了交流探討，參觀了學校的教學設施設備，還分別聆聽了香港

天主教普照中學和香港仔工業學校物理老師和英語老

師的課堂教學——“天體物理”“英語拼讀”“光的

折射和投影”。我們發現香港的教育教學突顯特色： 

(一) 注重課堂教學的作用和功能 

一、是課堂教學注重發揮傳遞功能。讓學生的學習

與科學技術緊密結合；與實際生活所見緊密結

合；與傳統文化緊密結合。更加重要的是在課

堂上要承載人類積累下來的知識。 



7 

 

二、是課堂教學中實現其應有的交往功能。課堂活動是在班級群體活動之中發生的，班級

每一个學生在智慧背景，知識經驗，思維方式，認知風格，情感表達等都存在着極大

的差異。他們注意在課堂的互動中挖掘學生相互啟發、相互補充的潛能，培養學生合

作精神和能力，更好地發展和完善自己。 

三、是注意課堂教學中發揮情感歸屬的功能。學生在學校，課堂上相處的時間最長，課堂

教學在培養學生情感方面具有獨天得厚的優勢，即課堂使班級群體成員之間逐步形成

了情感，在認知、態度、興趣、價值取向等方面有共同性和互補性，學生之間會產生

依存感。 

四、是注意課堂教學中發揮個性發展的功能。天主教普照中學英語課堂上，老師採用多媒

體互教軟件、英語拼詞模塊教具，學生在老師的引導下進行問答活動和拼詞活動,讓學

生根據自己的想法拼出有真實意義的單詞。 香港仔工業學校的王思銳，憑「多感讀障

手指」的發明，獲得青少年科技創新專案初中組二等獎。  

(二) 注重學生的切身體驗，育人著眼於過程薰陶、感染。香港仔工業學校黃錫年老師上「光

的折射和投影」課時，為了讓學生更深刻體驗到手機上的影像成像於膠片和自己的頭像

成虛像於螢幕，特意準備了材料，讓學生自己動手，自己製作，自己觀察，做得好的學

生還得到了獎勵，學生在合作、歡樂、分享中完成了學習任務。 

(三) 學生不再是接受的容器，而是可點燃的火把。學生必須互相說明，互相請教，才能完成

學習任務，沒有人可以偷懶，所有的人自然而然地「捲入」到討論的「漩渦」中來。 

(四) 學生評價的功能不是「篩子」而是「泵」。課堂教學中所佈置的討論題目是開放性的，

學生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愛好和興趣，給出各種不同的答案和想法，他們只需要

做的是開動腦筋，回憶自己曾經參與過的活動，並真實地表達和闡述出來，教師在最後

會給每一位學生做出一個激勵性的評價。 

 訪問團成員與強華建教基金部分理事進行了座談，霍建強秘書長介紹了強華建教基金創辦

和創時人韓文溥先生當時決定創辦海南省文溥職業學校的過程，以及強華建教基金在國內廣

西、廣東韶關、湛江等地捐資助學的情況，老師和同學們一一談了訪問感受，李仕山書記介

紹了海南省文溥職業學校-海南省機電工程學校辦學現狀和教學特色及教學成果， 范敏處長

介紹了海南省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的情況，並高度讚揚了強華建教基金捐資助學的精神，表示

將大力支援文溥-機電學校辦學，並期待雙方的交流合作進

一步深入，取得更豐碩的成果。     

 這次訪問，時間短、任務重，香港強華建教基金合理安

排、科學調度，

使訪問學習交流

取得圓滿成功，

為此，我們表示

衷心感謝! 

 

2016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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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Bosco Café     鮑思高咖啡室簡介 

 
 鮑思高咖啡室是一所教學和實踐兼備的咖啡室，按照慈幼會辦學精神運作，

讓學生在老師的陪伴下，於態度、技能、知識和靈性等方面得以逐步成長。 

 咖啡室與學校課程緊密連繫，學生可於中四及中五修讀校本的其他學習經歷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 OLE)課程，學習咖啡沖調和西式糕點的製作，

並在咖啡室中練習和應用。此外，咖啡室亦與企業、會計與財務科組合作，讓修

讀商業科的學生參與設計和營運，以印證課堂所學。作為全方位學習的一個活動

小組，其他學生亦可加入咖啡室的團隊，透過實際體驗來學習。 

 咖啡室的團隊成員來自不同年級和族裔，學生須在同一目標下緊密合作，以

維持咖啡室的營運，服務老師和同學。透過這課室以外的實務環境，不同背景的

學生可學習和洽相處和合作，促進共融。 

 除了提供職業教育的機會，咖啡室亦著重培養學生的就業準備 (Work 

Readiness)及協助學生進行生涯規劃。在了解和實習

小企業營運的過程中，學生可學習計劃、實行、檢討、

解難和團隊合作等技能，培養責任感和專業精神。學

生可透過反思自己的職業興趣和能力，進行生涯規劃，

並向未來創業之路邁進。 

 咖啡室的籌備自 2015 年暑假開始，於 2016 年 1

月 29 日聖鮑思高瞻禮進行祝聖和開幕，並於此後持續

每星期一次的營運。期間學生的努力和投入，獲校內

外的嘉賓和師長一致讚許。咖啡室的徽號和紀念品的

設計、場地佈置、傢具選購和裝配，以至飲品沖調和

款待客人等各方面，均有賴學生的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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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鏡波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6月 24日慶祝朱恩鍚修士 82歲大夀 

假座 土瓜灣新碼頭街 翔龍灣廣場 海港酒樓舉行百人晚宴 

 

澳門粵華中學慶祝建校 90週年紀盛 
 林兆熊 

 2015 年 12 月 8 日為母校建校 90 週年校慶，母校及校友會舉辦了一列慶祝活動，計有製作了

兩本具紀念價值的《漫步紅棉 90 載》懷舊相片集，以及近

年對母校及社會有貢獻的校友之訪問《紅棉集》，尚有紀念

建校 90載的首日封及郵票。 

 12 月 6 日中學部及小學部分別舉行開放日，讓社會人仕

及家長參觀學校之設施及學生表演的節目，並舉行校友會杯

足、藍球閃電杯球類決賽。 

 12 月 8 日校慶正日上午 11 時由省會長斐林豐神父主持

教友學生之感恩祭。下午 2 時校友會舉行週年大會；下午 4

時 30 分於千禧館由陳日君樞機聯同母校多位神長舉

行感恩共祭；5 時 30 分畢業 50 週年金禧的健社同

學及回校之校友參觀母校新校舍；下午 7 時在漁人

碼頭會議廳舉行聯歡聚餐筵開 147 席。其間有頒發

長期服務奬給各得奬老師，各班代表手持該班社旗

上枱拍照留念；抽奬及學生表演等節目直到晚上 10

時準時完滿結束。 

福如東海 壽比南山 天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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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第五屆高爾夫球友誼賽 
 
 

活動目的：增進慈幼會屬下各校校友間的友誼 
          

日期：2016年 11月 11日(星期五) 

 

地點：東莞 清溪鎮 荔橫路，銀利外商高爾夫球會 

 

集合地點及時間：皇崗口岸 早上七時四十五分（吉明門外） 

 

收費：每位港幣$1,300元正 

             

名額：60名 

 

截止報名日期：2016年 10月 11日 

 

詳情請向各聯合會代表或籌委會委員查詢； 

亦可聯絡籌委會召集人劉鏡成 

(uheart2007jl@gmail.com) 

 

 

 

聖若望鮑思高神父：『你們要彼此認識、關懷、互助和團結。』 

 

 
 

16 Tin Kwong Road, Tokwawan,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 九龍 土瓜灣 天光道十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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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足球閃電杯校友會邀請賽 

 

 日   期： 2016年 11月 6日 

 時   間： 上午 9時後至下午 5時前 

 場   地： 香港 西營盤  聖類斯中學 
 

詳情容後公佈 

 

 
 

慈幼會中華會省 
 

轄下慈系中學人事變動 

 
因葉偉明博士辭任聖頖斯中學校長一職，該職位由香港

仔工業學校余立勳校長接任。而香港仔工業學校新校長

一職，經公開招聘後由黃振裘先生獲委任。以上人士變

動，由本年９月１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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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遠方來》          

63ATS336 

古語有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旅居加拿大溫哥華的同班﹝63﹞同

學王燦榮（Francis Xavier），偕同夫人 Doreen，在 2015 年 11 月下旬，在旅

遊澳洲﹝圖一﹞後回國前，順道在香港稍作短暫停留，與闊別多時的同學聚舊。

在港的同學，聽到這消息，非常雀躍，遂安排晚宴，暢談桑榆。﹝圖二﹞ 

王同學在訪港期間，適逢母校慶祝建校 80 周年，他於是在非常緊密的行程中，

抽空參加慶典，真是非常難得。﹝圖三及圖四﹞ 

他們在 29 號晚離港回家，在最後一天的行程中，他們除了參觀校友陳達德同學

的 Studio 外，更在他們前往機場前，獲陳同學伉儷邀請，共進晚餐。在揮手歡

送他們乘車往機鐵站後，大家都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各自各話別。 

 

   
 

 

  
    

 

 

 

圖一：在澳洲悉尼﹝王燦榮與 Doreen﹞ 

 

圖二：在香港之聚舊 

 

圖三：在慶典中與唐世榮修士合照 

 

圖四：在慶典中與同班﹝63﹞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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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魯仲衡小組慶祝聖母進教之佑瞻禮 
思定  

於 5 月 24 日在九龍進教之佑堂，舉行感恩聖祭及習練善終。今年特別邀請 97

歲的方廷忠神父主持感恩祭，方神父老而彌堅，行動自如，聲音響亮。彌撒講

道中，與同學分享他的經歷：在國內，藉著聖母的護佑，得以度過數十年艱苦

的歲月，直至可以來港並入住少懷之家。彌撒後，眾人於附近酒樓午膳完才散

去。 

 

 
 
 
 
 
 
 
 
 
 
 
 

 
 

梁柱光同學 

聖名方濟各(Franciscus Xaverus) 

 
於 2016 年 7月 11日 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八 歲。 

 
梁柱光同學 1957 年於香港仔工業學校木工科畢業，在校時協助舞台工作，製作

佈景板，負責話劇內所需的設備等。畢業後加入香港消防處，於控制室工作。

1982 起先後任職於樓宇設備工程公司，建築工程公司，工作為工業安全主任，直

至退休後仍擔任這方面的顧問。 

梁同學育有二子，妻子為熱心教友。他近年來亦有參加母校或同學會舉辦之聚餐，

與各舊同學暢聚。於七月中，忽傳來他離世消息，各同學圴感愕然及惋惜。請大

家為梁柱光同學祈禱，望他早日安息主懷。 

 

敬請通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