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鮑思高同學會歡迎陳鴻基神父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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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陳鴻基神父七十壽辰
思定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暨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
六，為神師陳鴻基神父七十歲壽辰舉行慶典。活動分三部份：（一）聖詠獻唱
（二）感恩祭暨夫婦婚慶降福（三）晚宴。
聖詠獻唱及感恩祭於聖安多尼堂舉行。下午
四時由知音好友合唱團及聖鮑思高慈幼協進
會先後獻唱多首聖詠，陳神父亦有演出。
感恩祭於下午五時開始，彌撒中，特別為婚
慶鑽、金及銀等舉行隆重祝福，約有二十餘
對夫婦參加。
晚宴於上環信德中心地庫美心皇宮酒樓舉
行，筵開十八席。當晚出席者有陳神父的家
人、會士、好友、協進會會友、慈幼學校同
學、澳門慈幼學校同學及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同學等濟濟一堂。
眾所周知，陳神父熱愛歌唱，並擁有一副悅
耳動聽的嗓子。當晚節目除了備有生日大蛋
糕祝壽、播放神父生平點滴及拍照留念外，籌
備小組更請得音樂製作人校友鄧志和兄弟連同
名拉丁結他手 Arnold Lau、校友梁志強與陳
神父一齊組成樂隊，落力演出多首動聽的民
歌。期中更加插陳配芝老師及陳神父 90 多歲
的表哥潘文翰先生之清唱，展示了洪亮的歌
喉，還有慈幼協進會的合唱。全晚充滿音樂表
演，可算是一個小型音樂會，高潮應是全體參
與的大合唱，由鄧志和特別為晚宴而重新編排的 Rock 版「青年慈父鮑思高」，節
奏輕快，將眾人情緒帶領至最高點。當晚氣氛熱鬧，各人帶著愉快心情結束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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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GEX animation in the EAO region started in Hong Kong
EAO 2018 Animation of DB Alumni (part I - Hong Kong)
(part II: Macau, part III: Manila, part IV: Cebu, part V: Tokyo)
國際同學會青年組副會長 Angel Gudina(歐洲)及青年
組亞洲大洋洲理事 Alberto Piedade(東帝汶)，於 7 月
20 - 22 日來港訪問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推動青年
舊同學參與會務。
－編者

GEX (Giovani Exallievi) stands for
'Young Past Pupils of Don Bosco)

By Mr Alberto Piedade
(GEX Councilor for Asia - Oceania)

Two World Confederation Councilors - Alberto (Region of Asia-Oceania) and Angel (VicePresident for the GEX) arrived in Hong Kong on 21 July 2018 for a two-day visit. The objectives
of the visit are to meet with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Don Bosco past pupils and their SDB
Delegate, also to pay a visit to the mission of Salesian of Don Bosco sites.
On the first day, the two councilor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Federation of
PPDB Hong Kong, Mr. John Lau to three schools: Salesian School (Primary School) & English
School, located close to Braga House of the Salesians where we visited the Senior confreres who
were having a meeting with Salesian Cooperators and Aberdeen Technical School – ATS.
Unfortunately, we did not get to meet with the students due to the school summer holiday. During
the visit, both of us had the pleasure of the company from Mr. Austen Wong and Mr. Joseph S H
law - both are "old boys" from ATS and Mrs. Lily (spouse of John Lau). In the Salesian House,
we were introduced to Fr. Paul Fong who is now 99 years old together with some senior SDBs,
including Fr. Francis (86 years old) and Bro. Dong (87 years old) - such inspiration to the spirit
of Salesian and youth.
On the second day (22/07), the President took us to the Tang King Po School for a Sunday Mass
service then to St. Louis School where we managed to witness Oratory for the young children in
primary school (grade 1 - 4). We did not get to meet with many of the Salesians as they were on
the retreat - and the Salesian Delegate, Fr. Matthew Chan was also away in Canada.
Nonetheless, the Federation organized the meeting with 11 members (including 4 young past
pupils - GEX) that we presented the Strategic Plan of Past Pupils of Don Bosco, GEX, Business
platform, networking (database) and other worldwide initiatives.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has
9 associated member schools (2 of them made of Past Pupils from Macau living in Hong Kong) we managed to visit five of them. Other two, Salesian College and Tak King Po College, we were
not able to visit, due to time constraint.
We were able to meet
four great GEX (Young
Alumni, Young Past
Pupils) with potential
and enthusiasm. Looking
forward to be supporting
them in near future with
GEX programs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Viva Don B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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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卑詩省鮑思高同學會
接待慈幼會神長訪問溫哥華
陳鴻基神父應加拿
大卑詩省鮑思高同
學會關懷神長小組
邀請於 7 月 20 號至
8 月 9 號期間到訪
溫哥華，接受當地
舊同學為其預賀晉
鐸金禧。

素里市慈幼中心與慈系成員合照

陳神父到大溫市主教座堂祈禱後留映

2017 年發願金禧梁熾才
神父，於 2018 年 8 月 19
號期間到訪溫哥華，與
當地舊同學共賀金禧。

慈幼會范達文
總 會長 於 2018
年 9 月 4 號，親
臨北美專訪大
溫哥華素里市
慈幼中心。
與黃啟照會長合照

與卑詩省鮑思高同學會出席成員合照

張志誠神父於 2018 年
9 月 23 號與親友重訪
溫哥華。

張神父和門生何庭耀神父(左 2)
93 港鄧舊生與教友鈙舊

於高貴林市花蒂瑪聖堂主持感
恩祭後與潔心修會兩修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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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大家庭慶祝會祖誕辰
2018 年 8 月 16 日，慈幼家庭相聚於九龍鄧鏡波學校聖母進教之佑堂同頌主恩，慶祝會
祖聖鮑思高神父的誕辰， 24 位神父、修士和修女的晉鐸發願白金、鑽、金、銀慶，同時
也有 5 位協進慈幼會士慶祝許諾廿五週年紀念。
是日活動以與新任省會長吳志源神父對話開
始，他分享了接受會長職務的感受和港澳台三
地的情況與機遇。接著，趁剛出版了《無所
拒，無所求》聖方濟各沙雷氏小傳的中譯本，
斐林豐神父介紹聖人的生平與神修。
感恩聖祭由香港教區榮任主教慈幼會士陳日君
樞機主持。總部東亞澳區議員賢明漢神父於講
道中向慈幼家庭提出三個挑戰︰
一、聆聽︰總會長范達民神父 2018 年的贈
言，呼讑慈幼家庭聆聽和陪伴青年，每日
廿四小時把他們放在心中，讓他們成為我
們的中心。
二、細語福音︰當我們真的與青年交往，便向他們細話福音，並非大聲地宣講，而是首
先以生活的見證，默默地工作，潛移物化地傳遞信仰。
三、成聖︰如此，也使我們一步步走上成聖的路，終有一天，我們也加入百多位慈幼家
庭的聖者，當中有神職、男女修道人和信徒。
晚宴中，8 位來自慈幼會、母佑會和顯主會的
學生領受聖鮑思高神父獎，另 5 位學生則領受
聖雷鳴道獎，兩份表揚品德和學業的獎學金
皆由梁廣榕教育基金捐出。一班慈幼青年運
動的青年、慈幼協進會士和慈幼修院的年輕
修士修生，以歌舞為晚宴添上不少活力和歡
樂的氣氛。
[資料來源：慈幼會中華會省網頁]

11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獲頒 2018-19 年「伍少梅大學獎學金」的部份學生及師生校友多人，於 2018 年 8 月 11 日，
在校董梁家強先生家中舉行午間飯聚，以示慶祝。出席嘉賓：李建文校長、梁穎媛副校
長、葉偉就師兄、校友張宏宇、林以帆、方厚霖、林崇恩、蔡榮賢、陳浩賢及 Sister
Nancy Mak，Francis Lam，Annie Leung， Kenneth and Alic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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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及慈幼大
家庭已亡成員及恩人。
今年定於十一月廿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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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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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通功

譚澤琦修士

（Br. Aloysius TAM Chaik-kei）
我們敬愛的譚澤琦修士(Br. Aloysius TAM Chaik Kei, SDB)，
已於 2018 年 8 月 27 日晚上 11 時 50 分在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安息主懷，享年 83 歲。
生平簡介 ：
1936 年 09 月 05 日 於廣東樂昌縣出生
1958 年 08 月 16 日 於香港矢發初願
1964 年 08 月 01 日 於香港矢發永願
2018 年 08 月 27 日 於香港逝世
培育和工作的時間和地方︰
1957 – 1958 香港慈幼會修院（初學）
1958 – 1959 香港仔工業學校（管理員、教師）
1959 – 1960 香港長洲靜修院（總管)
1960 – 1981 香港仔工業學校（管理員、教師）
1981 – 1983 美國 Rosemead Don Bosco Technical Institute（進修)
1983 – 1995 澳門慈幼學校（管理員、教師、工房主任；93-95 財務主任）
1995 – 2002 香港慈幼學校（石灘財務主任）
2002 – 2004 香港慈幼修院 少懷之家（總務）
2004 – 2018 九龍鄧鏡學校（學校及堂區牧民工作）
譚修士一生愛主愛人，孝愛聖母，熱愛修會；他最後服務於九龍鄧鏡波學校長
達 14 年之久，多年來為青年、學子工作，深受學生們的愛戴﹗

譚修士近年致力為家鄉（樂昌） 興建一所新的天主堂而
四出籌募款項，並親自採購堂內物品，勞心勞力。該天
主堂於本年中完工，並於短期內舉行落成典禮。雖然譚
修士未能參與慶典，但對於能夠在生時為故鄉作出貢
獻，亦總算了結多年來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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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衷心感謝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香港仔工業同學

1977 年畢業同學

6,000 元
300 元

李智傑
梁煜寧、馮炎強、劉松江、
莫瑞麟、王小梅女士、
張建民伉儷 ＠380

2,660 元

澳慈同學

黃德忠

500 元

澳慈留港同學

余羅格

500 元

李占美
海外同學

2,000 元

Domingos W Ho
USD100 扣除手續費後

722.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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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幼英文學校鮑思高同學會：http://sesob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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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