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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般皆下品》 

陳鴻基神父 

有人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又有人說：萬般皆下品，唯有「鮑思高」！前

者是否讀書與品德並駕齊驅，真值得商榷，後者是不是過份誇張，或許把鮑思高神

父放大了？誠然不是，這位神父雖然不是現代教育泰斗，畢竟也是教㑹公認的「慈

父與導師」。且看他的品德教育，是否在今天也能大派用場？今日在學校當老師

的，很容易慨嘆他們非教學的工作已充斥得多，而且很繁，可是他們和學生交往次

數、時間和延續既稀且少，難怪會祖鮑思高神父著重的「臨在」和「援助」，就是

給予師之道，人性溫暖早已得學生的心，以致今天有我成為老師，更有他日學生能

承傳下去成為老師。今天的教育若祇著重讀書考試，成績是表現，往往忽略讀書為

了學做人，求學是為了解決生活的各種問題困難。 

 

韓愈「師說」有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傳道就是做人道理、處事道理和品性培育的道理授予學生。授業就是把學習上的各

種技能，配合生命的各樣技能傳授給學生。鮑思高神父就是目覩當時的青少年無所

事事，又被無良業主利用作「廉價勞工」，便大肆建立慶禮院，於是把傳道與授業

融為一爐。事實上，解惑是導引學生發展、造就、鼓勵和勸勉他們。所以，預防教

育法中認定教育者一日在仁愛、理智、宗教上得到學生的心，自然在身、心、𤫊各

方面可以塑造學生的品德，做人的基本質素，未來發展的文化資本，使他們對生

命、自然及社會具備應有的價值。 

 

鮑思高神父經常掛在口邊的話：「我為你們學習，我為你們工作，我為你們生

活。」這種把生活揉合了信念、態度和行為的表現，己決定了人未來的態度、行為

及成就。今天我們的舊同學懷念一些會士，未必因為他們在過去受過他們很多知識

上，或技術上的傳授，但是他們以生命影響生命，他們就是從這些經驗中，學習過

一些寶貴經驗，以至於一生中受用不巳，而且能夠向他們的子子孫孫陳述不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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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慶祝創校四十五周年 

 
二零一八年一月是鮑思高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慶祝創校四十五周年，己定二零一八年

一月二十日設盤菜慶回校聚會及一月三十一日舉行感恩彌撒聖祭。 

 

創校人梁伍少梅女士於一九九六年以九十一歲高齡安返天家，年邁之時囑麥少顏修

女及梁愛詩女士成立慈善基金遺愛人間；二十多年來，每年慈善基金均撥份額與伍

少梅中學畢業生，以鼓勵他們就讀於中、港及海外大學。 

 

今年七月二十九日，部份曾受惠助學金於本港、台灣、國內及海外的畢業生聚首一

堂，在梁伍少梅女士故居與助學基金負責人麥修女、黃先生及梁氏家族後人歡聚，

分享求學及工作經驗，相互了解。 

 

席間麥修女愐懷梁夫人的良範，鼓勵

同學效法先賢的刻苦、勤奮精神，他

日學有所成要積極回贖社會，支持鮑

思高神父的青少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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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鄧鏡波書院鮑思高同學會 

1977畢業同學慶祝 40週年第二擊* -- 

「HKTKPC校友足球隊 40載  北京夢幻之旅」 

－黃思遠（1977） 

   2017 年 7 月 21 日，以 1977 年畢業生為骨幹的香港鄧鏡波書院校友足球隊，實現了期待

已久的「北京夢幻之旅」。當天早上， 一行 50 多人（包括舊同學、家眷和友好等），浩浩

蕩蕩在香港國際機場集合，各人穿上印有港鄧校徽的藍色團服，精神奕奕起程前往北京。

雖然飛機延誤了半天，但沒有減退我們的熱情。翌日晚上，大家懷著興奮的心情，到達鳥

巢國家運動場，觀賞了一場英超球隊大戰 -- 阿仙奴對車路士的賽事。 

   行程第三天早上，港鄧球隊與清華大學教授職工隊進行了一場足球友誼賽。賽事安排於

清華大學足球場進行，賽前隊長黄思遠建議為當年港鄧足球校隊領軍的張恩洪修士安息主

懷五週年默哀，以感謝他為校隊作出的貢獻及對球員的悉心教導！球賽開始，對手有國際

球証孫葆潔押陣，我隊有退役甲组球員梁建邦同學及其兒子助陣，令球賽勢均力敵。雖然

對方平均年齡低我隊十多年，我們慿着鬥志，激昂的波記精神，奮戰到最後一分鐘。最終

以兩球飲恨，雖敗猶榮，隊友們都發揮了最佳水準，隊員盡情享受足球賽事，真能達到

「以球會友」。還有要感謝各舊

同學、家眷及友好們的鼓勵與

打氣。四天的行程當然少不了

北京著名景點長城、故宮、皇

府井大街及天主教教堂等。 

   特別感謝我們的同學、現任母

校校長陳永堅在百忙中抽空隨

行支持，話說他也是 1977 畢業的

同學。同學們能夠享受這次難忘的假期有賴現在於北京工作的盧志森 PhD 同學，現任北京

世紀睿科集團的行政總裁，整個行程由他及他的團隊精心策劃及安排，令同學們享受超五

星級的禮待；盧同學的助理 Gloria 全程貼心照顧我們的起居飲食，令整個行程生色燦爛。

最後盧同學還把收取的部份團費合共港幣二萬二千元捐贈母校作為助學金，在此感謝盧同

學對母校的一貫支持，值得我們學習。 

   40 年友誼長存，知易行難。但今次的北京夢幻之旅，眾人都體驗到兄弟情的珍貴，40 年前

的校園生活，同學關係，當年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句說話，今日仍歷歷在目，實在難能可貴。 

（*編者按︰香港鄧鏡波書院 1977畢業同學慶祝 40週年第一擊「燒烤晚會」，已刊於本年 1-3月號。） 

7月 21日香港鄧鏡波書院校友足球隊（包括舊同學、
家眷和友好等）一行 50多人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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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3日早上，港鄧球隊與清華大學教授職工隊進行足球友誼賽 

 

參觀天主教教堂  張恩洪修士，我們感謝你、懷念你！ 

 

球隊先在鳥巢國家運動場，觀賞了一場英超球隊大戰 -- 阿仙奴對車路士的事！ 

 

 

沒有這群英雄背後英雌的偉大支持，今次北京之行便沒有這麼成功！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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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祖誕辰慶典暨梁保得及蘇銘康終身奉獻宣誓 

  
2017 年 8 月 16 日是慈幼家庭慶祝會祖

202 週年誕辰慶典。今年除了慶祝會士及

修女發願、晉鐸、許諾珍珠、白金、鑽、

金、銀禧紀念外，更有兩位修生– 梁保

得修生及蘇銘康修生矢發終身奉獻宣誓。 

  
慶祝活動於下午開始，在九龍鄧鏡波學校

禮堂舉行會祖誕辰慈幼神恩分享會，主題

為《鮑思高慈幼家庭神恩身份憲章》，目

的是讓慈幼家庭成員分享慈幼神恩及介紹

《鮑思高慈幼家庭神恩身份憲章》一書。 

  
第一部分由慈青訪問兩位準備宣誓的修

生。生於公教家庭的蘇銘康修生分享他參

加進教之佑堂的輔祭會時被慈幼會士一起

祈禱的畫面所吸引，及後一位慈幼會神父

請他食一碗炸雞球米線開始跟他談論生命

的方向，聖召種子從此萌芽。另一位於小

五才領洗的梁保得修生分享他在讀書時

期，看到慈幼會士走入青年人當中，主動

關心青年的行為有深刻印象，亦曾被神父

鼓勵勇敢接受挑戰而感動。兩人也提及在

信仰曾遇上低潮和困難。梁修生於畢業後

曾因工作時間日夜顛倒而甚少去聖堂及缺

乏與家人溝通，雖然賺得金錢，卻感失去

生命方向而心情低落。幸好遇上一位慈幼

會傳教士的帶領，讓他從生命低谷走回天

主懷抱，更對傳教士的角色感興趣。蘇修

生分享在菲律賓初學期曾與梁修生因性格

不合而吵架，其後一起祈禱懇求天主的帶

領，彼此了解及體諒對方。 

  
分享會第二部分由協進會會員介紹《鮑思

高慈幼家庭神恩身份憲章》的背景及內

容，包括：在教會內的慈幼家庭、慈幼家

庭的使命、慈幼家庭的神修、在慈幼家庭

內培育共融及使命、慈幼家庭的組成及策

勵，提及鮑思高神父藉着聖神的啟發，把

他的神恩性及精神性經驗，延續成為今天

的慈幼大家庭。 

  
第三部分由鮑思高同學會成員分享同學

會的架構、活動、貢獻及展望。最後，

由陳鴻基神父帶領大家以《鮑思高慈幼

家庭神恩身份憲章》第 47 條的祈禱文作

為結束祈禱。 

  

感恩祭由陳日君樞機主禮，湯漢樞機、

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斐林豐神父及慶

祝晉鐸紀念的司鐸襄禮。斐神父在講道

提到耶穌給予門徒施洗的權柄，讓今天

我們可以因傳揚福音，天天與耶穌在一

起。慈幼會士也因著陪同青少年，就能

與耶穌天天在一起。雖然會士傳福音是

有代價，因為放棄了婚姻家庭生活，但

卻能體驗整個教會團體的家庭生活。斐

神父也講述了發願八十週年胡子義神父

的發願經過及晉鐸後進入內地為癩病人

服務。講道後，兩位修生終身奉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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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與會友行平安禮，並在主禮手中領

授永願之信物。領主後經後，慈幼會會

士、母佑會修女、顯主會修女及協進會

會士重宣誓願。兩位修生在彌撒後感謝

父母及家人的支持，也感激啟蒙及帶領

他們的慈幼會士。 

緊接是歡樂晚宴，由斐神父帶領頌唱

《感謝主》作為飯前經，之後邀請兩位

宣發終身聖願的修生及發願/晉鐸珍珠、

白金、鑽、金、銀禧紀念的會士及修女

上台切蛋糕，並由鮑思高舊生會會長劉鏡

成先生及梁家強先生致送紀念品及禮物給

各位主角。 

梁廣榕教育基金及慈幼會中華會省舉辦的

鮑思高神父獎，由陳日君樞機、會長斐林

豐神父及梁廣榕夫人頒發，今年有八位同

學得獎，均具備品學兼優、富有服務精

神，還受到鮑思高神父的啟迪，傳承和發

揚鮑思高神父的美德和神恩。他們得到二

萬元獎學金及慈幼會總會長簽名的獎狀。

另外，雷嗚道主教獎是頒發給雷嗚道主教

紀念學校的優異生，今年有三位同學得

獎，並由梁廣榕先生頒發。 

其後，一眾慈青以歌舞唱出 17-18 年度慈

青主題曲「這一家」，而協進會成員與陳

鴻基神父唱歌表演，帶動晚宴熱烈氣氛。

最後，斐神父再帶領大家唱《感謝主》，

以感謝天主的心情結束全日的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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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樞機 2017北美巡迴訪問溫哥華站記述 

曾  然 

年初有同學從港歸來透露，年屆 85 歲的陳日君樞機，決定今年八、九月到北美作巡迴訪

問，探探老朋友，見見教友們，會會舊同學，且順道和旅居溫哥華的胞弟陳日華，參加為期一

周來回阿拉斯加郵輪之旅，籍此休息充電。 

不久便收到香港慈幼會吳志源神父親自來電，告知陳日君樞機於今年 8 月 17 號開始從香港

飛抵美國三蕃市(17/24)，然後順序到訪羅省(24/28)，溫哥華(28/12)和卡城(12/14)，多倫多

(14/20)和滿地可(20/22)，波士頓(22/26)和 DC 華府(26/30)，最後轉訪紐約(30/4)，10 月 4 號返

回香港，並請溫哥華同學會安排在當地的接待。身為卑詩省鮑思高同學會關懷神長組成員的個

人，除即通知此間同學會外，便與卡城及多倫多的同學會聯絡，請其轉知其他地區同學展開籌

備接待事項，更於溫哥華四出聯絡，擬定今回陳樞機訪溫的主要行程。 

8 月 28 號星期一，晚上近 9 時，個人與卑詩省鮑思高同學會會長黃啟照同學，到機場會同

陳樞機胞弟列隊歡迎。不久陳樞機在年輕有為的張心銳神父陪同步出機場入境處，祇見陳樞機

精神奕奕滿面笑容。送抵加殉堂司鐸樓時，便見該堂主任司鐸區建明神父歡迎接待，由於眾人

尚未晚膳，於是到通宵營業的「九記」享用粥粉飯麵。 

    
8 月 29 號星期二，早上 8 時半陳樞機主祭加殉堂彌撒，和會見修女和教友後，便由胞弟家

人接往品茶共鈙天倫。同學會則由會長黃啟照同學領導，先帶首次到訪溫哥華的張心銳神父，

到附近新開業的「麗麗茶餐廳」品嘗香港兩大早餐特產「駌鴦和波籮油」後，再到列治文參觀

漁人碼頭及觀音廟，然後到市中參觀聖方濟天主堂並拜會本堂司鐸李志雄神父。午後應杜廣勝

同學邀請，到市中高塔「海港中心」旋轉餐廳，一邊享用午膳一邊俯視溫哥華 360 度市景，然

後到附近 Costco 超市，杜同學為張神父購備多量手信；加拿大特產鮮製及燻製三文魚等，並

托張神父帶返港轉送其他部份神長。晚上陳樞機胞弟設宴款待張神父。 

8 月 30 號星期三，早上彌撒和早餐後，陳日君樞機在黃啟照會長陪同下，到機場歡送為新

學年備課的張心銳神父啟程返港。中午陳樞機於加殉堂內，接見數位專程拜訪的神修初學士。 

8 月 31 號星期四，午後同學會接送陳樞機，前往西 33 街新遷的主教府拜會溫哥華總主教

Michael Miller。晚間應前加殉堂主任司鐸朱達章神父邀請，出席華人牧民社區成員所設的歡迎

晚宴，籍此鈙舊和交流。 

       
9月 1號星期五，午後陳樞機於住所加殉堂司鐸樓內，接見加拿大聯邦政府國會列治文選區蘇立

道議員。晚間同學會由精通滬語(上海話)的前溫市校務委員會主席鄭可達同學接待，陳樞機連同胞

弟陳日華，應邀出席鄭同學於正宗京滬菜的「源」京菜館晚宴，閒話家鄉及了解溫市的教育情況。 

9 月 2 號星期六早上 8 時，陳日君樞機特地到溫市華埠，隸屬聖方濟天主堂的怡園耆英中心

主持彌撒，事後便與出席的耆英大合照。然後應聖方濟堂核心成員前港府懲教官李文榮的邀

請，到唐人街「金石餐廳」享用港式早餐。下午 3 時是今次陳日君樞機北美作巡迴訪問，溫哥

華站重中之重「與君共聚加殉堂」的戲肉：主講中梵新關係。當日由加殉堂騎衛團安排及佈置



 

9 

 

的大禮堂，密密麻麻坐滿 3 佰多人，連走廊通道亦被佔用，場面之盛多年罕見。祇見陳樞機中

氣十足，60 分鐘的主講連續 45 分鐘的答問，非但暢流不斷，且字字鏗鏘滔滔不絕，難怪樞機

自諷；揸著個咪講話，就會唔記得自己幾多歲。隨著薄暮彌撒後，便出席同一大禮堂內近 2 佰

人的歡宴晚會。 

   
9 月 3 號星期日早上 9 時半，陳日君樞機在溫市聖方濟堂主持主日感恩聖祭後，便應邀在該

堂教區中心，與一眾教友合照和共享堂區為其而設的豐富早餐。中午過後陳樞機便與胞弟陳日

華先生，到市中「五帆」郵輪中心，登上 9 萬多吨的精英 Infinity 號郵輪，享受 7 日北上阿拉

斯加沿岸觀光旅遊。 

9月 10號星期日精英 Infinity 號郵輪返抵溫哥華，陳樞機與胞弟由家人接返列治文家中休息。

聯同從港飛來的吳志源神父午餐後，3時便到溫市東區的 Corpus Christi 天主堂，舉行主日感恩

彌撒。當陳樞機和吳志源神父和何廷耀神父即將開始聖祭時，一位不知名的長者突然衝上祭

台，激進地面斥陳樞機不應參與香港 「佔中」等事，除個人即趨前阻止外，更得該堂的工作

人員及時將其拉離現場，彌撒聖祭才得按時順利進行。彌撒後陳樞機在同學會成員陪伴下，出

席該堂主辦的「中梵關係答問大會」。90 分鐘的答問大會，充份顯現出問者的關懷和答者的詳

盡，固令當場其他人仕頗為受落。當晚陳樞機與吳神父齊齊出席同學會和教友在珠城酒樓的晚宴。 

     
9 月 11 號星期一，早上 8 時半陳樞機在加殉堂的司鐸樓內，接受此間龍祥電視台錄映，由

名時事評論員姚永安的「香港政教新情況」獨家訪問。之後便應邀出席 Mission 市 Westminster 

Abbey 備修院的師生午宴和講話。當晚接受加殉堂主任司鐸區建明神父的送行宴後，7 時主持

彌撒，8 時舉行一個「911 靈修」講座；苦難和真理。當時雖不是深夜但算是接近夜深，應是

在家開始為明天上班或活動的休息時間，但出席者境高達三佰多人，此外當晚還將該講座全程

作網上 Facebook 現場直播，方便其他不在場人士同時收看。 

  
9 月 12 號星期二早上，彌撒完畢早餐後，陳日華先生與家人到加殉堂司鐸樓，接載陳樞機

和吳神父到機場飛往卡城，個人和同學會會長黃啟照同學，亦在此代表同學會與兩位神長握

別，並祝他們以後的行程順利和愉快。 

最後個人謹代表加拿大卑詩省鮑思高同學會仝仁，衷心鳴謝今次陳日君樞機北美巡迴訪問

溫哥華站的所有堂區和教友，同學和有關人士，他們慷慨的方便和熱誠的協助，主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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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澳門鮑思高同學聯合會之香港朝聖 
 

九月十六日早上在香港上環信德中心

港澳碼頭的入境大堂，已經熱熱鬧鬧，事

因之一是澳門鮑思高同學聯合會來港朝

聖。由周伯輝神父領隊、監事長梁官漢、

陳東、吳志安夫婦、黃振雄夫婦、鄭鐵城

夫婦、巫顯祥夫婦、張利加、李裕隆、李

榮昌、李恩榮、羅鉅明、王耀榮、梁樹榮

多人，吵鬧過後，即坐上大旅遊巴士。第

一個地點是前往黃竹坑聖神修院。到達後

步上小山丘，古色古香而又寬敞中國宮廷

式的建築物，令人心曠神怡，亦感受到天

主的臨在。他們安排了兩位修生為我們作

嚮導，先介紹聖神修院的歷史及背景，在

主樓側面有一石碑見証它的成立，其後帶

我們參觀大聖堂。該聖堂於十九世紀中建

成，內裡一事一物都富中國味道，簡約、

一枱一椅都用上紅木做成。我們對聖燭

台、風管琴鐘等都感興趣。祈禱後離開聖

堂前去聖母岩，之後再到對面參觀大壁

畫，大壁畫已換上新裝，不再是圓形，而

是聖神化身白鴿為主體，下方有社會中不

同人物代表，背景加上香港一些建築物線

條，少不了在下面影張全家福，而領隊周

伯輝神父更特意叫我們到千手接觸十架的

金屬製品前拍照留念，那兒也是聖神修院

地標之一。 

接著即到香港仔工業學校參觀，那裡

已有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指導神師陳鴻

基神父，會長劉鏡城同學，委員黃子康及

張錦鴻迎接。由張心銳神父講解學校寄宿

部成立及近年的發展，澳門鮑思高同學聯

合會送了一些澳門手信給寄宿生享用，而

校監林仲偉神父特意回校，及告之我們，

寄宿學校生活可以改變青少年習性，令他

們更自律。我們趁人齊，特別唱了一首生

日歌祝福陳鴻基神父。午膳於香港仔中心

之百樂門宴會廳，同時由澳門趕來會合的

鄭霆鋒同學。 

飯後前往少懷之家，我們先在三樓小

聖堂祈禱。孔智剛神父告之小聖堂內有很

多已故神長的相片，他們都是曾住在少懷

之家，其後離世的神長。之後步向大廳，

與我們敬愛的神長閒談，前香港鮑思高同

學聯合會會長羅錫鴻亦到來參與，每位神

長都各自提到他們過往工作模式，不感有

些唏噓，我們各人除享用茶點，澳門鮑思

高同學聯合會也為各神長送上一點心意--

--利是。 

最後一站前往聖安多尼堂，並與劉戩

雄和梁啟光神父暢談，他們亦提及在澳門

慈幼中學服務時所遇到的一些趣聞。其後

大隊人馬操落美心皇宮晚膳。 

同時多謝梁耀強會長、郭志副會長、

陳定文、丁其華、林兆熊全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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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 

ATS65 校友教育基金 

特約記者 

9 月 1 日開學日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日子，事緣 ATS 獲 1965 年畢業的陳永錕先生捐贈港幣 150 萬

元，以 65 年校友名義成立了教育基金，表達對母校的愛戴和鼎力支持。其中 100 萬用於寄宿部經

費，其餘 50 萬用於支持和鼓勵同學和老師，先撥備不多於 20 萬元添置或升級 IT 教學器材，在授

課時可增強師生互動和學習趣味，其餘 30 萬元撥作資助同學參加校外比賽與交流活動，當晉身國

際級的比賽或活動時，用以補助出席的同學與指導老師到海外的旅費，讓同學擴闊視野，掌握機會

發揮潛能，藉寶貴的交流經驗大大增強他們的自信心。以前曾因沒法承擔高昂的旅費，被迫削減團

隊人數，甚至無奈放棄出席，錯過了難得的機會，從此這遺憾應得以避免。 

 

話說五年前 ATS 重開寄宿部，承蒙劉鳴煒先生每年從慈善基金撥款捐助 100 萬元，歷時有三年之

久，使寄宿部順利重新起步，再次發揮香工悠久的優良傳統，惠及極有需要的多位宿生，劉先生居

功至偉，我們也銘感於心。接着幸賴陳永錕學長慨然接棒每年捐贈一百萬元，寄宿部才可穩健地運

作和繼續發展，這已是陳學長的第 2 筆捐款，至今累積超過 250 萬元了。 

 

其實陳學長並非生於富裕家庭，年青時家境清貧與同期同學沒

有多大分別。他畢業後日間全職在明愛教書糊口，晚上仍在工

專(理工大學前身)進修，憑着不屈不撓的毅力苦幹多年，並持

續不斷進修，才成為電子科技界的專才。及後以獨到的眼光和

拓荒者的勇氣，把握香港電子工業起飛及中國改革開放的黃金

機遇，以無比的拼勁拓展業務，最終成為大中華區電路板科技

行業的翹楚，其成功之路沒有半點僥倖，值得同學們借鏡。 

 

而謙厚的陳永錕學長多年來一直關心慈善事業，歷任保良局總理和副主席，出錢出力回饋社會。而

夫人陳黎惠蓮女士也同樣熱心公益，並於 2011 年從陳學長手中接棒出任保良局總理至今，繼續為

社會公益服務。另外他們也非常關心國內的教育發展，資助和改善國內多間學校的配套，受益人遍

及兩地。行事低調的陳學長捐助 ATS 寄宿部經費已有多年，寄宿部帶給香工美好的初果已開始進入

收成期，陳永錕伉儷今年更主動提出，研究母校在那方面更能激勵老師和同學，提升教學質素和拓

展視野及豐富經歷。經校方仔細探討後議定計劃，商議妥當後陳學長便慷慨解囊加碼 50 萬元贊助

教育基金。他們主動關懷母校的心令人感動，願天主豐厚地賞報他和夫人的善心，亦誠心祝願香工

各位教職員和同學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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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香港鄧鏡波書院同學   M r.  C h a n  C h u n  S u n  20,000 元 

 澳門慈幼校友會同學  黃德忠      500 元 

 澳慈留港同學 黃崇堅     800 元     

 無名氏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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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2017 

 

戴振容修女  顯主女修會 

(Sr. Gertrude TAI) 
 

我們敬愛的顯主女修會戴振容修女 Sr. Gertrude TAI（聖

名：瑪利亞日多達）於八月十日在聖德肋撒醫院安息主

懷，享年七十七歲。 

       

1940 年 5 月 25 日     於澳門出生 

1961 年 8 月 26 日     於香港入會 

1962 年 8 月 13 日     入初學 

1964 年 8 月 13 日     宣發初願 

1970 年 7 月 29 日     矢發永願 

2017 年 8 月 10 日     主懷安息 

 

曾服務於：庇護十二世小學、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德雅小學、德雅中學。 

        曾任：修院院長、修會參議員、修會秘書、修會財務、會長。 

 

顯主女修會籲請眾信徒為戴修女之靈魂安息祈禱。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路 1：46-47） 

 
 

 

 

慈幼家庭追思感恩祭 
 

依照我們一向的傳統，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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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定於十一月廿四日（星期五），下午七時三十分，在九龍鄧鏡波進教之

佑堂舉行。 

敬請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熱誠地為我們的亡者祈禱，俾能早登天鄉，安息主懷。 

詳情請留意稍後中華區慈幼會之公佈 

敬 請 通 功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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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