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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祖神恩和神修的經驗 》
陳鴻基神父
我們懷著謙卑和喜悅的感恩，得悉鮑思高神父乃藉著天主的主動，和瑪利亞慈
母般的轉介，在教會中創出一種獨有福音生活的經驗，這就是我們慈幼會家庭的
身份和精神。
聖神在他心中注入天主偉大的愛，為他和兄弟姊妹，尤其是那些貧苦弱小者，
又在青少年群體中使他成為「慈父與導師」，正如一個偌大的神修和使徒家庭的
創始人一樣。
牧民愛德乃建基於善牧之來源和形式上。為鮑思高神父而言，這就是一個在他
祈禱中恆常的啟迪，宛如教育家和傳道者，導引他的生命、祈禱和傳教的熱忱。
在選擇：「與我靈，取其餘」的格言上，他願意表達對天主和青少年的熱愛，準
備作出任何犧牲，以完成在他九歲奇夢中所見到的一切。
為回應當時青少年和一般人民的需要，在 1841 年他創立了慶禮院(Oratory)，收
容了大批青年於家中，並組織了聖方濟各沙雷氏慈幼會(Pious Society of Saint
Francis of Sales)，願意成為教會的一個生活部份，並在至高宗座的團結中心中被受
承認。
1864 年在遇到瑪利亞瑪沙利羅時，更說服她延伸那教育前線包括女孩子在內；
為 此 ， 於 1872 年 他 和 瑪 沙 利 羅 修女 姆 姆 共同創 立 了 母 佑會 (Institute of the
Daughters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特別藉著摩爾尼斯聖人的演繹，這種精神就
在女性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同樣，在很多天主教的教友當中，鮑思高神父更創立了慈幼協進會 (Association
of the Salesian Co-operators)，再在他們的家庭和基督徒團體特別樹立旗幟，關心社
會、青少年，更委身於貧苦青少年的服務使命中，發揮華道角的真精神。
除了這三個組織外，鮑思高神父更致力於培育和組織性的承諾，就是在大家庭
中充份發揮宗徒的力量，團結共融的目的，神修、教育的方法和形態。當中就是
包括舊同學會的組織 (Association of Past Pupils of Don Bosco)，和聖母進教之佑善
會組織 (Association of the Devotees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穩保彼此之間的團
結、合和共融。可以鞏固信德，共同體驗一起為青少年工作，並有力地和有效地
為他們的福祉而努力。

澳門慈幼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孔智剛神父八十大壽晚宴
俗語話人生七十古來稀，更何況經歷八十個寒暑呢？多謝天主的庇佑，慈幼
會很多位神長都享高壽，而且身體及精神壯健，仍然可以服務教會為主工作。 例
如澳門慈幼學校前院長孔智剛神父，在今
年 5 月 2 日剛好踏入 80 大壽，他的外表看
起來完全不像 80 歳老人且非常精神，身體
壯健。現時在筲箕灣少懷之家照顧經已退
休的神長們。
孔神父在 1963 至 1966 年修士實習期間
擔任母校英文班及職業部的班主任，並任
寄宿生管理員，與當年的同學一起生活，
和眾學生打成一片；近數年更曾擔任
母校校長、校監及會院院長一職。
澳慈留港鮑思高同學會在 4 月 28
日，連同孔神父親友們一同提前為孔
神父祝壽，在太子始創中心五樓百好

名宴酒家設宴，筵開十席，多位海外校
友亦專程前來祝賀。非常感謝工作籌備
小組特別製作生日晚宴的背景幕和孔神
父由少年至 80 歳生活點滴的幻燈片。在
播放幻燈片時，孔神父更親自講解每張
照片當年的情況，由於他輕鬆風趣的演
譯，不時令全埸來賓爆笑，亦勾起不少
同學當年的回憶，特別看到自己有份出
現在螢幕當中，彷彿時光倒流。嘉賓盧
湛明神父在宴會中亦講述在母校和當時
仍是修士的孔神父分工合作的苦與樂。
孔神父的妹妹更專程由美國來港和大家
一起恭賀神父，和神父及嘉賓共享一個
愉快温馨的晚上。讓我們一同祝賀孔神父身體健康，主寵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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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鄧鏡波書院鮑思高同學會
2016 年度會員大會 - 黎重孝、黃麒展連任會長、校友校董
香港鄧鏡波書院同學會年度會員大會已於 2017 年 5 月 20 日順利舉行。承蒙眾舊
生踴躍回校出席，並為會長選舉進行投票。新一屆 (2017 年 9 且至 2019 年 8 月)
同學會會長由黎重孝先生 (2004) 繼續擔任。
當天亦公佈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結果。黃麒展先生(2001)將連任校友校董一
職，繼續促進學校發展。
此外，一年一度的西瓜波大賽亦於當天舉行。經過連番激戰，最終由現任學生隊
險勝。活動在一片愉快氣氛下，畫上完滿句號。

前任會長文志華同學出席支持
新任會長、校友校董選舉

--歐翊豪(2001)

會員合照(二排左六黎重孝會長;三排右一黃麒展校友
校董;二排左四陳永堅校長;一排左五黃嘉明副校長)

西瓜波大賽冠軍隊伍

西瓜波大賽亞軍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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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賀
謝家賢神父八十壽辰晚宴
適逢 2017 年是謝家賢神父八十壽辰、矢發聖願暨晉鐸金禧之喜，三重紀念，值得
慶祝。由慈幼會鄧鏡波會院、進教之佑堂、慈幼葉漢小學及慈幼葉漢千禧小學發
起，為謝神父舉行晚宴慶祝。於本年 6 月 11 日（星期日）假座九龍黃大仙新光中
心富臨皇宮設宴祝壽，筵開 76 席。
當日下午 5 時在聖母進教之佑堂舉行
聖體降福後，眾人移步至晚宴場地，
約六時半起，各人陸陸續續到達。當
晚參加祝壽晚宴者有謝神父親友外，
並有慈幼會中華區省會長斐林豐神父
及多位神長、母佑會修女、顯主會修
女、聖母潔心會修女、慈幼協進會、
進教之佑堂堂區教友、慈幼會屬下學
校校長、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香
港仔工業學校舊同學、九龍鄧鏡波學校舊同學、澳門慈幼留港鮑思高同學會及澳
門慈幼學校校友會代表、慈幼葉漢
小學及慈幼葉漢千禧小學師生等
900 多人。
當晚邀請了鄧志和樂隊提供全場音
樂表演及歌唱伴奏。致詞及唱生日
歌後，由陳鴻基神父用意大利文演
唱「Paradiso－天堂」一曲，為節
目拉開序幕。席間有多位神父致詞，
更有多個團體演唱歌曲為謝神父祝
壽，最後大抽獎，禮品豐富。除得獎者外，每人均獲得製作精美的十字架型 USB
和水晶座檯紀念牌各一。當晚氣氛熱烈，酒席菜式十分豐厚，散席前謝神父向各
人送上進教之佑利是一封，眾人
皆盡興及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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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何時開始論及，
他稱頌童貞聖母為「進教之佑」的意願？
【慈幼通訊社 ─ 2017 年 5 月 24 日羅馬慈幼會總部訊】─ 鮑思高神父何時開始
在言談及著作中，論及他稱頌至聖童貞聖母，以「進教之佑」之名呼求她的意願？
每當這個瞻禮在全球各地舉行時，總會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By Fr Fedele Giraudi, SDB
鮑思高神父於 1853 年 3 月開始出版「公教讀
物」系列，並在 1854 年為訂戶及讀者出版名為
「君子」的年鑑。1860 年 5 月 24 日出版的「君
子」，才首次提及「進教之佑童貞聖母」的瞻
禮日。
1861 年，在 5 月 24 日之後出版的「君子」中，
鮑思高神父指出：「至聖童貞在她極為堪當的
名號下：信友之助佑，進教之佑。」這樣，其他流行的名號，便在這教會所欽定
的瞻禮日上，暫時讓位給「進教之佑」了。……
事實上，聖母進教之佑的名號，是開始在鮑思高神父的夢境中出現。1862 年 5 月
30 日晚上，鮑思高神父告訴他的青年，有關海中兩根大柱的奇夢，那就是今天在
進教之佑大殿所展示的圖像。他指出在其中一根大柱上，有童貞聖母的雕像，聖
母腳下有一塊大牌子，寫著「進教之佑」。
數月後，1862 年 12 月的一個晚上，鮑思高神父向他第二位繼承人歐培拉，說了這
些話：「我們的聖方濟沙雷氏堂太小了，不能容納所有青年，所以我們要建造另
一所更壯麗、更宏偉，以『進教之佑』為名的聖殿。」
鮑思高神父也向即將成為樞機的賈利哀勞神父，展示了聖殿的設計。……「我們
的時代十分可悲，真的需要童貞聖母幫助我們，保存捍衛基督信仰。你知道建堂
的另一個原因嗎？」
賈利哀勞回應說：「我猜另一個原因就是，這裡要成為我們未來修會的母堂，一
切我們的青年事業，都是從這個中心開展出去。」「你猜得對，」鮑思高神父這
樣回應了他：「聖母是創始者，她將繼續支持我們的青年事業。」
[資料來源：慈幼會中華會省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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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了，天賜良師 〝細黃〞

牛十

黃建國神父已於四月二十四日與我們離別了！
記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香港仔工業學校 ，校中有四位姓黃的修士 其中黃建國修士年紀
最輕而個子又小，學校中人暱稱他細黃而不名。在這期間，他任寄宿生管理員，是教師，是足
球隊教練等職。
他是我們中三的幾何學科老師，當時他約二十三歲 。上他的科 可要當心啊 ，每課堂前
十分鐘測驗 ，做一條幾何題，做不完或不懂的是幾十分，甚至零分，答對的是一百分。那時
有成績排名次的，數學好的同學一百分與數學差同學的幾十分，相差名次甚遠，真不是味道。
他教幾何的方法與眾不同。可歸納為，見機行事，話頭醒尾，因地制宜，創造條件等等方法手
段，這都是我們日後在社會工作解決問題的指引與方法。
他對學生的要求甚高，他要求我們做事要精確，不能馬夫，絕不茍且。 他嘗給我們一個
比喻：兩個人，同做十件事，其中一人做對七件，而做錯三件，另一人只做七件卻全對，你是
顧主，你會聘用那人呢？
他是足球隊教練。他會教你正規的足球技倆，更會教你合法衝撞，合法攔截， 觀勢解圍
等等‘擦邊球’的爭勝竅門。怪不得當時香港仔工業學校足球隊在校際足球比賽是多年的當然
冠軍。他本人對足球、游泳、網球、羽毛球等運動甚有心得，樣樣皆能，樣樣皆精。
三十多年前，有一天，在九龍鄧鏡波學校走廊，有人用肩膊在後面碰我，並叫了我在學校
的花名〝牛十〞，我當時一眐回頭向後一望，原來是當時的黃建國神父，我不其然的回敬一聲
〝細黃〞，大家相互笑呵呵。 他那時已是多間中學的院長、校長，而我是已有孩兒的父親，
可見他的童心還未了。因為在香港仔工業學校球場踢球時，我們經常互用肩膊碰對方，爭取有
利位置搶球。
黃神父可說是慈幼會中華會省的‘五星上將’(就當一間學校是一星吧，也不止五星啊)及
‘常勝將軍’。他思考敏捷，處事靈活。他的長上都把他放〝風口〞的重要崗位位置上。他是
香港仔工業學校、伍少梅工業學校、九龍鄧鏡波學校、台灣慈幼高工學院的校長或院長。他熟
諳兩文三語。在兩岸三地處理教育事務，當國內修女避靜神師，在聖依納爵堂，開普通話彌撒
等職務。在在都表現出他的能力與才華。他的事業成就是空前的。
他辦事方法，可說是永遠追上時代。在他八十年代從美國回香港，已經教學生電腦科，對
現代企業管理，堂區組織及系統管理都有研究。他也是我第一次看見神父用平板電腦舉行教會
禮儀的。
在他調任聖安多尼堂主任司鐸時，我送了一襲開彌撒祭衣給他，並笑稱穿上這祭衣開彌撒
時為我祈禱，可他的童心又回來了，竟說，〝這你不是很著數〞。 天啊，他收了禮物而說送
他禮物的人很受益。其實，每位神父在開彌撒時，都會為教友祈禱。在他的教誨中，常常聽到
〝天主每一天都給我們最好的一份〞， 〝在工作中，尋覓天主，見證天主，信賴天主〞。
在他患病時，我往探望他，他聽到我上教區主辦的普及神學課程，他只輕輕評了一句
〝不要‘堅尼地’啊。〞─現代潮語 〝堅，離地 〞僭台語是 〝不要脫離現實，要天人合一〞。
別了，細黃，天賜良師。 你的歡笑聲，你的笑容，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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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聖 — 憶黃建國神父
文：李允熹

救主慈悲復活主日剛過，傳來堂牧黃建國神父乘鶴的噩耗，既傷感也氣
餒。伯多祿說：「苦痛之後，主基督必要親自使你們更為成全、堅定、強健、
穩固。」（伯前 5:10）默觀苦架上的基督，復活是否一定通過苦難聖死呢？再
看看我們可敬的本堂神父，痛苦凈化了黃司鐸的生命，也恩澤聖安多尼堂的羊
棧。
黃本堂文采斐然，人所共知。其無用之用的遺作，更是其淬煉之作。喜
歡拜讀黃神父在《鮑思高家庭通訊》及《羊牧之聲》的鴻文，道理並非博大精
深，而是你我沉常小美德。譬如銘感修會分配不同崗位的服務，卻乏有關培訓
而有所微言，反思後就感謝上主的帶領，羞於自己的短視，坦然暴露自身的性
格缺陷；在主日証道時，也不忘自刮瘡疤，借題發揮，從容不迫，他所「追求
的並非完美，而是成長」，教胞為其道德勇氣所震懾。
五傷方濟各乃黃鐸的主保，嘗言：「咱們傳教，盡量不靠口舌。」黃牧
關懷弱勢社群，給露宿者行哀矜，卻遭臭駡，不單既往不咎，也因在最小的弟
兄中得見主基督的面容，大概力行「不是做了多少，而是用了多少愛去做」。
「我們必須使自己的生命化為愛的行動。」除了露宿者外，黃鐸與會士弟兄的
相處也踐行愛德。五年前甫就任本堂，便跟前任丶副本堂惺惺相惜，不卑不亢，
很難想像一位曾當校長的牧者，既不耍架子，反抱謙讓受教之心，無欲則剛，
海納百川。
數年前，已故單樞機國壐得悉罹患絕症，遂啟寶島福傳之行，將生命燃
燒凈盡，在彌留前賦文，充分流露託主之情。無巧不成話，黃神父曾説：「心
中無懼，充滿信頼天主的心。」當他走到生命盡頭，何嘗不是跟單樞機一樣降
服主前，縱然乏力開彌撒，甘願充當輔祭，天天服侍祭台。還記得最後一次見
到神父，帶病在身，仍在母佑堂為一眾小朋友表演魔術，儼如昔日鮑聖眷愛小
孩，遺愛人間。
拉匝祿給復活了，仍與世長辭。「我第三」雖然離我們遠去，卻恪守福
音真道，啟迪滿堂信眾「學習尋找好東西」。我們深信建國神長滿溢恩寵的嘉
言懿行，賴聖母瑪利亞進教之佑，印證復活主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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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慈幼大家庭慶祝會祖誕辰(8 月 16 日)慶典
梁保得修生和蘇銘康修生終身奉獻宣誓
暨
會士發願 / 晉鐸各類重要慶典感恩聖祭
終身奉獻宣誓
慈幼會：梁保得修生
慈幼會：蘇銘康修生

Sc. Leung Po Tak Anthony
Sc. So Ming Hong Peter

發願八十周年珍珠禧紀念
慈幼會：胡子義神父

Fr. Gaetano Nicosia

慶典節目

發願七十周年白金禧紀念
慈幼會：鍾桂生神父
慈幼會：陸華清修士
慈幼會：馬永定神父

Fr. Chung Kwai Sang Antonio
Br. Lu Hua Ching Marius
Fr. Ma Yeong Ding John

發願六十周年鑽禧紀念
慈幼會：謝家賢神父
慈幼會：李北泉修士
慈幼會：李東彪修士
慈幼會：賈國泰修士
慈幼會：陳廷仕修士

Fr. Che Ka Yin Francis
Br. Lee Pak Chuin John
Br. Li Tung Biu Paul
Br. Lino Gasparotto
Br. Tchen John

15/8 祈禱晚會
[8:00p.m.－慈幼會修院]

16/8 慈幼神恩分享會
[2:00p.m.鄧鏡波學校]

感恩聖祭
[4:00p.m. 進教之佑堂]

茶點招待
[5:30p.m.學校內操場]

歡慶晚宴

發願五十周年金禧紀念
慈幼會：梁熾才神父
慈幼會：蘇志超神父
母佑會：郭耀芬修女

Fr. Leong Chi Choi Pedro
Fr. So Chi Chiu Joseph
Sr. Kwok Yiu Fun Maria

發願二十五周年銀禧紀念
慈幼會：施達賢神父
慈幼會：黎明智神父

Fr. Dolphie Casimir Sequeira
Fr. Le Minh Tri Matthew

晉鐸六十周年鑽禧紀念
慈幼會： 鍾桂生神父
慈幼會： 馬永定神父

Fr. Chung Kwai Sang Antonio
Fr. Ma Yeong Ding John

晉鐸五十周年金禧紀念
慈幼會： 謝家賢神父

Fr. Che Ka Yin Francis

協進慈幼會士：
發願 50 周年金禧紀念：
發願 25 周年銀禧紀念：

[7:00p.m. 富臨皇宮]
地址：九龍土瓜灣馬頭
角道 33 號欣榮花園一樓

杜守義先生（慈幼中心）
邱鳳英女士、孔妙瑩女士（聖類斯中心）:
錢素薇女士（中華聖母中心）

請各位踴躍參加 同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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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Fr. John Foster, SDB
慈幼會會士霍思德司鐸
(1927 — 2017)

10-12-1927

Born in Monasterevin, Ireland,

08-09-1948

First professed in Beckford, England,

1949

Arrived in Hong Kong,
studied philosophy in Salesian House of Studies

1951-54

Taught in St. Louis School,

19-07-1954 Final vows in Aberdeen Technical School, Hong Kong,
13-07-1958 Ordained priest in Melchet Court, England,
1958

Returned to Hong Kong, taught in St. Louis School

1963-64

Prefect of Studies, St. Louis School,

1964-70

Rector & Principal, St. Louis School,

1971-73

Principal, Tang King Po College, Hong Kong,

1973

Returned to Ireland, served at Salesian House and
St. Teresa’s Church, Crumlin, Dublin

10-03-2017 Died in Naas Kildare, Ireland,

Indeed, I have toiled harder than all of them;
not I, however, but the grace of God that is with me. I Cor.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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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通功
(Fr. Wong Kin-Kwok, Francis)
194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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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通功

林仲基修士
（Bro. Lam Chung-kei John）

我們敬愛的林仲基修士，聖名若望，已於 7 月 9 日晚上 8 時 34
分在新界屯門醫院病逝，安息於天主的懷抱，享年 80 歲。林修
士去世前後有他的親友、江志釗神父及吳志源神父陪伴在側。

1937 － 2017

林仲基修士的生平簡錄如下：
30 -11-1937
23 -12-1953
1958－1959
16 -08-1959
1959－1962
1962－1963
1963－1965
1965－1969
1969－1977
1977－1978
1978－1980
1980－1991
1991－1992
1992－1994
1994－2000
2000－2003
2003－2009
2009－2011
2011－2013
2013－2015
2015－2017
09 -07-2017

於香港出生
於九龍聖德肋撒堂領洗
香港筲箕灣慈幼會修院初學院 （初學）
於香港矢發初願
香港長洲哲學院 （進修哲學）
澳門慈幼學校（教書）
香港維豪備修院 （管理員、教書）
意大利西西里聖多瑪斯神學院 （進修神學）
香港慈幼學校 （教書）
台灣台南 （進修普通話）
美國洛杉磯 （進修）
香港香港仔工業學校 （教書）
美國三藩市慈幼會會省辦事處 （進修）
美國洛杉磯慈幼會會院 （進修）
香港香港仔工業學校 （教書）
澳門粵華中學（教書）
澳門雷明道主教紀念學校（教書）
香港香港仔工業學校 （教書）
台灣屏東潮州天主教少年城
香港香港仔工業學校
香港長洲慈幼會會院
於香港逝世

「我得認識真理，人生終向，最後得領洗大恩和聖召的恩典，這是我衷心感謝天
主、聖母與各位長上的。」 －林仲基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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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李聚權兄弟 (香港仔工業學校校友)
高詩豪

李聚權兄弟於本年 6 月 17 日離世，享年 81 歲。聚權兄於 1956 年
畢業於香港仔工業學校，其後參加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於 1967-1970 擔任同學會會長之職，退任會長後仍繼續服務同學
會，不辭勞苦，曾應邀出任同學會秘書及委員等職位。並每年於
5 月 24 日聖母進教之佑瞻禮同學會舉行的彌撒中擔任禮儀服務員
之職。直至 2013 年因其他工作繁重而辭去同學會的職務。我們各鮑聖同門師兄弟，不
分院校，不分離校年份，對於李聚權兄弟之離別感到非常難過，但我們的信仰使我們
深信他現在比我們身處這旅途中的俗世更美好的地方。聚權兄一生服務社會，尤其服
務教會各組織，其中大半生服務工青會*1 及互勵會*2。認識他己有數十年，亦從其它
朋友口中之講述，感覺上李聚權兄弟是一位多才多藝、好學不倦、勤力、盡責、謙遜
及樂觀的人，亦是熱心教友。要講述他的事實在很多，這裡只可簡述多少：
第一是他的才藝：是多方面的，特別是機械及工具的專業智識及創意。他第一份工作
是在國民收銀機公司工作，做維修收銀機，同事們要出外做維修，用的工具箱是很重
的，手挽經常損壞。他提議並親自設計及製造一個合金的手挽，不但好用、耐用、清
潔又美觀，除了得到各同事讚賞外更得公司特別嘉許。以前香港工青會刊物的立體五
角形徽章是他設計，工青會亦原用多年。退休前在白田邨廠商會職業先修學校教書，
為人師表，培訓人才。
第二是好學不倦：他在國民收銀機公司時，曾派往日本進修。在中學教書時，供讀晚
間師範工科課程，為自己增值。退休後報讀聖神修院夜間神學及天主教聖經學院聖經
課程及畢業，為上主的服務先充實自己。
第三他是非常勤力盡責的人：任何工作，包括所有義工工作，一到他手上，他一定會
全力以赴。工青會成立初期，不但積極参與香港工青總會的工作，更全力去發展支會
於各本堂區，發揚這個普世工青運動。互勵會於 1997 年成立後，他第二年的第二屆就
答允出任副主席，他也參與會務不同的工作崗位，亦曾任兩屆副主席及兩屆主席。在
主持會務時，對於不合會章宗旨及運作常規的事，會無畏地指出錯繆之處。他亦非常
好客地邀請各執行委員到他家裡開會，並以美食招待。
第四他是非常謙遜及包容的人：在他擔任互勵會執委會主席時，亦有其他資深會友因
與他觀點與角度不同而對他嚴加批判及責怪，他謙虛地接受，默存心中，從不發怒。
他甚至經常説：我是一個平凡人，既然天主揀選了我擔任主席一職，便要樂於接受，
因為事情的結果是上主的工作，只要賴著祂的帶領和眷顧，我還有什麼憂慮呢！故此
他在任期間，能夠軽鬆地與各位委員共處，攜手合作為會務發展而努力。
只是聚權兄以上幾点的優點已值得我們懷念。他退休后，除了參加互勵會工作，亦積
極参與其它有意義的工作，例如参與在葵芳聖斯德望堂的慕道班工作，參加醫院牧靈
工作，曾是教區醫院牧靈委员會委員等等。聚權兄退而不休，他善用上主賜與生命的
每分每秒。
.......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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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嶽寧同學（ATS 1964）

敬請通功

聖名若望
於 2017 年 5 月 24 日 安息主懷 ，享年七十一歲
許嶽寧同學原籍江蘇，1964 年於香港仔工業學校畢業後，前
往英國修讀大學課程，取得碩士學位。其後從事土木工程，開設公司承接馬來西
亞地鐵工程，可謂事業有成。
許學長育有二子一女，為人作風低調，對年老的神長特別關心。少懷之家擴建後，
曾捐出精緻的中國桃木嵌花傢俬供神長使用，更不時宴請年老的神長享用美食。
對回饋母校更不遺餘力，當知道學校要擴建寄宿部時，主動提供建築所須的材料
及出資修建。對年幼的寄宿部學弟愛護有加，每當過節時，更贈送粽或月餅給每
位寄宿生，使他們回家和家人能歡度佳節。
許同學多年前曾身染惡疾，經治療後得以好轉。可惜數月前舊病復發，終不敵病
魔，與世長辭。許學長的離去，對少懷之家的神長及香港仔工業學校的學生是一
大損失。請各位為許嶽寧同學祈禱，使他早日安息主懷。

.....接上頁
我借用聚權兄在 2010 年互勵會季刊「互勵之聲 43 期」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些至理名言
來結束此文章: 他說：因為自己的不足，看到別人的優點，我們委員們，各人都有獨
特優點，正是各有所長，我們各會友已是長者，各有家庭、兒孫、及其它瑣事困身，
不過我們的經歴會令我們聰明地去應對困難，懂得移寬就緊，奇妙適應，一切可完善
辦妥。 這幾句說話已講出聚權兄是個多麼樂觀及有智慧的人，是我們學習的模範。
願上主賜聚權兄在祂在懷中安息，早登天鄉。
註釋:
*1 公教職工青年會(簡稱工青會)是慈幼會意大利藉謝維道神父於 50 年代末從歐洲開
始的公教職工青年會(Young Christian Workers，現世界總部設於梵諦岡)引入香港
教區，其後由明愛總監力理得神父接辦成立香港總部發展這個普世的工青運動，
其後全港超過大半數本堂，包括聖安多尼堂，亦有工青會組織活動。可惜在香港，
這運動在 2010 年已全部結束，亞洲總部亦由香港轉移到菲律賓。
*2 公教職工互勵會(簡稱互勵會) 是由前工青會友於 1997 年成立並在香港教區註冊之
平信徒組織，會址設於荃灣葛達二聖聖堂，神師是宗座外方傳教會萬籟寂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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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校鐸聲》 招登廣告事宜
《 母校鐸聲》 自 1931 年創刊至今已有 86 年，其間不斷提供有關慈幼大家庭、母
校、神長及舊同學的訊息，深得眾人認同。於 2009 年更增有彩色 PDF 電子版，
並上載於聯會、校會網頁及以電郵發放給同學，供本港及海外各地的神長和同學
收閱。
現為應付不斷增加的物價及郵費，經母校鐸聲小組商討後，決定招登更多廣告，
增加收入及調整收費，使本刊物能繼續為同學服務，希望各位大力支持。
《 母校鐸聲》 現時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有關廣告新收費如下：
一

期

全年四期

全

頁

1,200.-

4,800.-

半

頁

700.-

2,800.-

以上新收費由 2017 年第三季 7－9 月號開始，敬請垂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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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同學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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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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