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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Don Bosco Past Pupils 

 
「先生， 請給我這水罷！讓我們培養聆聽及陪同的藝術。」 

           總會長范達民神父（2018） 

 

2018－2020 年常務委員會名單 

總指導神師 : 陳鴻基神父 

會長 : 劉鏡成 (香港仔) 

副會長 : 葉家明 (港鄧) 

秘書 : 黃麒展 (港鄧) 

  張宏宇 (伍少梅) 

財政 : 梁耀強 (澳慈留港) 

宗教 : 黃民強 (澳慈留港) 

  杜懿朗 (香港仔)  

活動 : 溤志耀 (澳慈留港) 

  李智傑 (香港仔) 

聯絡 : 梁家強 (香港仔) 

  林兆熊 (粵華留港) 

  李偉群 (慈中) 

總務 : 吳澤衡 (粵華留港) 

《 母校鐸聲 》 : 黃子康 (香港仔) 

 

Annual General Meeting for the Year of 2017 

二零一七年度週年大會 

2017 年度週年大會，已於 2018 年 4 月 8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葵涌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

中學舉行。當日亦為新一屆常務委員會就任。今年大會討論主題為「承傳」，由前聯合

會會長鄭安然同學講述聯會的歷史及架構，使與會的同學加深對聯合會的認識，繼往開

來，令會務有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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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Louis School 90th Anniversary Dinner 

聖類斯中學九十週年校慶晚宴 
Dr. Stanley Lo 

四月二十二日，晴，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內出現奇景，大量穿著整齊聖類斯中學校

服的紳士向宴會廳方向出發，為出席我校九十週年校慶晚宴。下午五時，會場內

外，早已逼滿師生和舊生。設置的校歌歌詞和課室大型背景板，亦成熱門 ＂打

卡＂地點，快門聲混上喧鬧。 

隨大會司儀發號，二百席，近二千五百位的來賓、師生及舊生隨即安座。宴會由

陳鴻基神父致辭打開序幕，更有幸邀請慈幼會中華會省會長斐林豐神父、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任主禮嘉賓。當晚節目緊湊：有回顧歷年神父逸事、展望學

校及同學會的發展、亦有田惠民神父成就獎、耶魯體驗計畫的同學分享等等。一

一細訴我校迄立西城，育樹育人的故事。當晚亦有由舊生、老師及學生所組成樂

隊的演出，歌酒皆醉。 

＂All Hail! All Hail! Salesian School to thee!＂ 

沉實有力的歌聲滿遍整個會展宴會廳，歌聲穿越空間，更穿越時間，舊生橫跨六

十二年，兄弟們穿著校服整齊站立，把歌聲與共鳴獻給九十歲的母校。生於斯，

長於斯，歷盡歲月，仍繫聖類斯，九十、一百、一百五十。。。仍舊不忘。 

Saint Louis School, guide of our youth, we are loyal to you in faith and truth. All H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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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Federation of Don Bosco Past Pupils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港澳關懷神長小組第五次探訪  
 

本年度關懷神長小組探訪的日子，因各種原因要延至 7 月 14 日才舉行。下午一時半，各

人於北角某酒樓集合茶聚後，先往購買精美西餅作手信，然後驅車前往少懷之家。於三

時十五分，神長下午茶時間到達。得到唐修士及孔神父在場歡迎，送上手信後與各神長

問好及閒談。其間，一班西灣河聖十字架堂的教友，亦帶備生果前來探訪。經孔神父介

紹互相認識後，各人與在座神長暢談歡聚。 

今年 4 月，小組收到由香港仔工業學校 1965 年畢業同學捐款 5000 元，用於在少懷之家的

大電視機加裝設施，讓神長們能觀看收費電視的足球賽事，特別是今屆的世界杯。經一

番探討、測試及得到一位熱心舊同學的幫助，終能成事，各神長亦十分高興。 

當天參與探訪活動的有聯合會會長劉鏡成、前會長羅錫雄、小組成員馮志耀、林兆熊、

梁國波及黃子康、澳慈留港同學區華昌及梁少豐。少懷之家的神長，特別高興舊同學前

往探望，希望各位舊同學多些前往探訪。只要是慈幼會的神長，都值得我們的關心。離

開時有一小插曲，可能與神長們談得慶高采烈，竟忘記給神長們送上利是。發覺時只有

立即折返，向各神長一一遞上，於一片歡笑聲中結束這次探訪。 

  

 

港澳關懷神長小組  2017年財務報告表  

收入

由2016年結餘轉來 57,016.74

利息 4.21

57,020.95

開支

資助譚修士部份花地瑪朝聖旅費 16,500.00

第四次探訪少懷之家(2016/3/18)

致送100元利是給10位神長 1,000.00

手信食品支出 285.30

17,785.30

結餘 : 39,2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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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Michael McKenna’s 80th Birthday 

麥謹行神父八十大壽 

聖類斯中學及香港仔工業學校舊同學前往祝賀 

 

2018 年 6 月 2 日是 Fr. Mckenna 的八十大壽。麥神父的家人原本計劃在該日

替他老人家舉辨一個家庭式的生日聚會。由於與麥神父稔熟的香港仔工業學校舊

同學招漢相、楊錦來、黃昭明夫婦，與及聖類斯中學的同事／學生洪炳耀老師、

管惠遠、黃永光和陳天富一行八人，從香港、加拿大、紐西蘭和英國出發，飛往

愛爾蘭探望他，所以麥神父的家人把那個家庭式的生日聚會，改為在當地一家酒

店的宴會廳，安排了一個别開生面的生日晚宴。 

 

麥神父數年前曾經做過腦血管手術，亦曾經一次輕微中風。他老人家的健康日漸

衰退。於去年回到他在愛爾蘭 Monaghan 的家鄉。自從回鄉休養之後，健康

平定了，體重增了…。但願他能在家鄉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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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舊同學    

慶祝黃光照神父八十歲大壽舉辦晚宴 

今年ㄧ月二十六日，一班於六、七十年代在香港仔工業學校畢業的舊同學，在九龍城富

豪東方酒樓為黃光照神父舉辦八十歲大壽晚宴。一位 1965 年畢業的舊生為當晚的酒席

買單，其他出席校友向黃神父送上心意利是、唱生日歌及切生日蛋糕。壽宴慶祝簡單而

隆重。     

  

 

香港仔工業學校李慶堯老師榮休晚宴  
 

2018 年 07 月 13 日，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和鮑思高同學會一同為香工服務多

年的李慶堯老師舉行榮休晚宴。 

當晚有不少的舊生和家長前來道賀，校監林仲偉神父亦有到來一同參與晚宴。另外，

同學會與家教會在當日送上紀念禮品給李老師，以答謝他多年來為香工付出的努力。 

最後，謹代表同學會感謝李老師多年來為學校、同學會、家長教師會及聯合會的工

作付出無施的支持及協助。 

 
 

葉銳濂 (Francis Ip) 1946 – 2018                 敬 請 通 功 

我們親愛的校友，「香工」1963 年畢業生葉銳濂 (Francis Ip 學號 305) 同學，

於 2018 年 7 月 3 日，在多倫多 North York 的寓所內，返回天父的懷抱，享年

72 歲。Requiescat in pace！ 葉學兄育有一子一女，均在加拿大服務。他生前

曾在港府服務多年，任職工程部門。他後來移民加拿大，並曾在中東多處和加

拿大工作。他學問非常淵博，精通電腦、工程及時事。近十多年，他飽受多種病痛折磨；但他以

堅毅的意志和永不言敗的精神，向病魔挑戰，繼續活下去，實在是「長期病患者」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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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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澳慈留港同學 劉文達  200 元 

  譚雅達      1,000 元 

  謝哲民     500 元     

 黃國定     500 元 

香港仔工業同學 潘焯耀     200 元     

 無名氏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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