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丁文彌撒  
 

最近兩三年來，經常聽聞世界各地，甚至本港教區內幾處教堂，近來連澳門主教座堂，亦掀起拉丁彌撒禮

儀運動，也曾聽聞在九龍旺角厄瑪努爾中心，舉辦了拉丁禮儀講座。於是本人曾於去年十二月尾的週年避靜

中，公開向陳樞機查詢是否教會近年來才准許可以恢復梵二以前模式的拉丁彌撒 。他答說教會一直以來並沒有

取消梵二以前模式的拉丁彌撒，只是在梵二大公會議中決定，教會內所有的教堂，可以自由採取舉行彌撒的語

言，方便教友參與，使他們更明白及更投入其中祭獻的意義和祈禱的禮儀和早晚課、玫瑰經祈禱等。  

自去年(2010 年 1 月 9 月)我首次主持拉丁禮彌撒以來，至今剛好一年多。其中去年七月和八月我因要前往

美加而缺席，但我有幸能於接着的九月和十一月額外替代其他神長主持拉丁彌撒獻祭，以及另外一次擔當執事

品襄禮和主持拉丁文晚課大禮。我一直都自覺榮幸和興奮，尤其每次在禮儀中，都得到司儀陳柏丞和鄺加桓的

額外訓練，以及 Mario 陳天霖等的細心跟進和提點，另外還有數位熱心謹慎的輔祭，四位領唱輔祭，司琴者的服

務，Peter Chan 的指揮以及每次約有六十多位耐心和虔誠的信友參禮，其中包括幾位外籍信友。 

這種拉丁文古舊禮儀彌撒，雖然長達約九十分鐘，全場參禮者都一致虔誠參與，有唱有和，令到禮儀氣

氛，份外顯得神聖，尤其當我逐位派送聖體時深深感受到。 

雖然我只是一月一次主持這種古舊的拉丁文彌撒禮儀，但每次的感受使我在月中每天按照新禮儀安排的彌

撒祭獻中，更感受到彌撒各項環節的神聖意義，因而激發自己更認真舉行每天的獻祭。 

回想過去廾多年來我曾多次在香港大會堂，尖沙嘴香港文化中心，紅磡體育館音樂盛會，沙田大會堂，葵

芳大會堂，荃灣大會堂，香港理工大學等音樂廳….等，欣賞一些美妙絕倫的音樂歌劇和樂章演奏，每次都感到

非常震撼和興奮，與同場幾百幾千甚至上萬的觀眾，共同歡呼喝采，熱烈鼓掌，由衷讚賞。現在我嘗試比較一

下，既然人間籌辦的節目，可以如此震撼，我們亦可以想像，每次一台彌撒在聖母瑪利亞，天朝無數天使和聖

人聖女的浩瀚排場下，恭迎天主聖三，重溫十字架的祭獻，因為藉著受苦受死而復活的羔羊基督，救贖我們，

為我們施行各項奇工妙化，並慶祝基督救贖人類光榮的凱旋。因此，我們可以想像每次舉行的彌撒隆重實況，

與人間任何慶祝盛會比較，何止遠勝千千萬萬倍 !  而且，拉丁文古禮的彌撒儀式，遠比梵二禮儀改革以來的彌

撒程式，更為隆重和表達得具體多多。 

藉此香港拉丁彌撒團體慶祝籌辦十週年的大好機會，本人誠心祝賀各位籌辦者，各位神長，各位合作者，

各位團友繼續保持目前旺盛的氣勢，在主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寵中，在聖神的奇妙化育中，也在聖母瑪利亞的愛

護之下，百尺干頭，明年更進一步，積極招收多幾位熱心輔祭，唱經班及其他合作成員，務使香港教友，在參

與每主日的彌撒神工上，多一項極有意義的選擇。 

各位鮑思高慈幼會屬校六零年代以前的畢業舊生，還記得學生時代拉丁彌撒禮儀的隆重情節嗎 ? 我曾分別

向澳慈舊生鍾得利和蔡克綿唱起拉丁彌撒的光榮頌和信經片斷，他們便口若懸河地高聲接着誦唱起來，樂在其

中。事隔四十多年，他們唱起來仍然朗朗上口，而且欲罷不能，很了不起 ，令我大為驚奇，感謝天主。各位老

同學，相信你們各位現在也隱約記得當年在寄宿時代的拉丁彌撒祈禱禮儀情況。倘若你們有意重溫個中的感

受，也可以每主日中午 12 時半，在九龍鄧鏡波學校進教之佑堂，參加拉特朗拉丁大禮彌撒。尤其每月第二週由

我本人當值，歡迎各位前來參禮。願上主一一祝福你們和你們的家人。    

不忘為您們祈禱的基督的僕人 

張志誠神父 懇禱  

2011年  

 

二零一一年 

七至九月號 

香港仔工業學校。香港鄧鏡波書院。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聖類斯中學。慈幼學校。鄧鏡波學校。澳門慈幼留港。澳門粵華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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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思高慈幼會        中   中華會省訊息 

 

 

鮑思高技術培訓中心的始末 
特約記者 

位於增城市石灘鎮之鮑思高技術培訓中心於 2000 年 3 月 1 日奠基，9

月 18 日開學。由香港鮑思高慈善基金會承辦，專門為當地貧苦的青少年，

尤其那些初中三畢業升不了高中的男女青年。給他們兩年的職業培訓，學

得一技之長，將來自已能謀生，並在社會上成為良好公民。 
 

我們的學習是採用小班制，即每班最多可容二十位學生。開始時我們

只開設了三個專業，文秘、電腦及電工。因為是慈善性質，當地的人起初

不太相信：「世界上那有這麼好免收學費。」所以，第一年，我們只能收

到 22 位學生。第二年，收到的學生就有 70 位。然後每年都在增長，直到

2004 年，學生人數已增長到 300 人，開設專業共有七個：文秘、電腦、電

工、印刷、機械、汽車維修及工業設計。 
 

學生在鮑思高技術培訓中心學習兩年畢業，我們頒發給他們本中心的

畢業證書，然後校長親自送他們去工廠工作，幸得港澳校友在大陸設廠的

原故，我們的就業率每年都是 100﹪。校長經常去學生就業的不同工廠探

望他們，一方面是想了解我們給他們的培訓是否符合時代的需求，另一方

面是想看看學生的適應能力。 
 

可惜，花不常好，月不常圓，於 2005 年增城市勞動局不再與我們續辦

學證，可告知我們的理由是：依據中國國務院新法規，外資不可獨資辦

學，必須中外合資。因此，香港鮑思高慈善基金會開始冗長的過程去找合

資的伙伴，幸好在三江的華立學院肯與我們合作。所以，我們又好像死灰

復燃一樣，懷著希望地復課。直到 2006 年 6 月，華立學院的董事長忽然單

方面提出終斷與我們合作的承諾。所以，我們鮑思高技術培訓中心，經運

作了六年並已有五屆畢業生，於 2006年 8月底正式完全停辦。 
 

但尋找合資辦學伙伴的努力仍然繼續。直到 2008 年，增城市石灘鎮政

府對鮑思高技術培訓中心這塊地很有興趣，作為鎮政府未來的發展。所

以，香港慈善基金會為了配合石灘鎮政府的發展計劃，最後於 2011 年 8 月

14 日讓石灘鎮政府有償地把鮑思高技術培訓中心這塊地收回，並正式結束

了十一年的主辦權。 
 
 
[編者註：各同學向來對石灘鮑思高中心甚表關注，現特刊此文，敬告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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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台南南  聖聖母母進進教教之之佑佑堂堂 4455 週週年年堂堂慶慶  暨暨  

            陳陳興興翼翼神神父父八八十十壽壽辰辰  
 

他熱情洋溢、豪邁積極；他剛正不阿、正義凜然；他待人溫和、人情濃厚，他忠於教

會、熱愛聖母和鮑思高神父；他是慈幼會士的典範，他是中華會省慈幼大家庭的瑰寶 。

這號人物到底是誰？他就是我們所敬愛的陳興翼神父。 

今年適逢他的八十大壽，我們連同母佑堂 45 週年堂慶一併慶祝。慶典活動訂於 5 月

29 日下午三時半在慈幼工商大禮堂舉行 ，先有玫瑰經序幕，繼而是聖母進教之佑大禮彌

撒，由台南教區大家長林吉男主教主禮，嘉義教區鍾安住主教及林仲偉省會長襄禮，參與

共祭的神父有 20 餘位，分別來自台南、嘉義、高雄各堂區及修會團體。嘉賓當中以嘉義

教區鍾安住主教最為特殊，因為他是「不請自來」 的。這次的喜慶，由於陳興翼神父十

分低調，連一個熟人也不通知，而鍾安住主教則是在喜慶前一天 ，才由他人口中獲悉此

消息，遂立即變更行程，特地南下前來祝壽。原來鍾安住主教是慈幼中學校友，與慈幼會

關係密切，而且與陳興翼神父私交甚篤。至於其他前來賀喜的男女修會會士，他們與陳興

翼神父 也交情匪淺。在所有來賓中，最遠道而來的是台東縣加拿村落的原住民族人、台

北聖鮑思高堂的教友及屏東縣潮州鎮少年城的小朋友們，他們都誠心誠意，懷著感激之情

前來與陳興翼神父一起謳歌讚頌上主的恩

惠。彌撒就在一片頌禱及融和的歌聲中溫馨

地進行，參禮者約有 400人。 

彌撒快接近尾聲時，感性的時刻終於臨

現，好幾位嘉賓先後致詞祝賀堂慶，並給陳

興翼神父祝壽。他們都言簡意賅，但對陳興

翼神父的為人卻是讚譽有嘉，最後輪到主角

陳興翼神父上場，但見他中氣十足、記憶特

強，多年來生活上的點滴 都能如數家珍地一

一道來，令人折服欽佩。從他的感言中，充

分感受到他對聖母瑪利亞那份孝愛的感激之

情。終於彌撒結束，全體教友齊聚聖母像前，同聲誦唸教宗本篤十六世親撰的佘山聖母禱

文，把中國毫無保留地獻給聖母，並把它完全交托在慈母仁慈大能的庇蔭之下。 

彌撒畢，共融晚宴正式開始，席開 50 桌，有教友及教外人士參加，其中人數較多的

是慈幼工商的教職員，他們特來向陳興翼神父──他們的執行董事祝賀，因為他們都很 

欣賞他的溫文儒雅，感念他的親切關懷。為增添晚宴的熱鬧氣氛，不少前來賀壽的團隊都

準備了節目，有太鼓表演、熱歌勁舞、歌詠團的

天籟之音、小朋友和青年人的浪漫舞姿、歌手們

的卡拉 OK 演唱，整個會場頓時沈浸在溫馨融和

的歡樂氣氛中 ，席間不少嘉賓更頻頻前來向壽

星敬酒致意。就在意猶未盡之際，四位教區重量

級神父連袂上台，為陳興翼神父高歌一曲。他們

四位都是慈幼中學的校友，與陳興翼神父素有交

往。就這樣，餐宴在一片融和歡樂及歌舞聲中接

近尾聲，臨行時與會嘉賓無不彼此祝福，互道珍

重，臉上泛露喜悅的笑容。  [資料取自中華會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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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仔工業學校     鮑思高同學會 

 
賀黃建國神父七十壽辰  

思定  

由本校 1965-68 年同學發起為黃建國神父祝壽之晚宴，於 9 月 24 日在德福花園

商場平台，德藝會舉行。當晚約有六十位同學參與，筵開五席，除六十年付同

學及部份家眷外，還邀請了同學聯合會梁家強會長、本會劉鏡成會長出席，幾

位「魯仲衡」成員亦有參加此盛會。列席之同學，橫跨五、六、七十年付，歡

聚一堂，儼如同學會聯歡大會。席間黃神父先介紹他最新出版的著作 ─『春風

化語』一書，因有熱心人士贊助出版，故免費贈送給同學及教友，其後略述他

的近況及離開石灘之事，亦提到將於下年首次擔任本堂神父之職。是晚佳餚當

前，各同學談笑風生，頻頻舉杯暢飲，氣氛甚為融洽。散席後各同學均獲贈

『春風化語』一套。 

 

 

慶祝聖母升天瞻禮 

 
慈幼大家庭多年來均於八月十五日前後，慶祝會祖誕辰暨會士、修女發願及

晉鐸紀念，適逢世青節在西班牙舉行，多位神父隨團出發。本會有鑑於此，

決定於八月十三日回校舉行聖母升天瞻禮。是日正午，多位「魯仲衡」學長

相約在香港仔中心一酒樓午膳，一

時三十分起程步行回校，沿途瀏覽

香港仔的景色，驚嘆數十年間改變

之大。感恩祭於下午二時三十開

始，在耗資一百萬元重新裝飾之母

校聖堂舉行，由校監黃光照神父主

禮。彌撒中，各同學均熱心參與，

高聲詠唱聖歌，誦讀經文，彷彿回

到在學時的情景。彌撒後，眾人稍

作逗留，才各自離去。 部份參加同學於彌撒後在校門入口處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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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仔工業學校     鮑思高同學會 

 
香港仔工業學校 

續辦寄宿部計畫 
背景 

自創校以來，香港仔工業學校一直秉承鮑聖獻身服務青年的精神，為青年，特別是家境

清貧、身處弱勢環境的青年，提供安全和健康的校園環境，務求使他們在充滿愛的團體

中生活，建立良好的品格，懂得追求聖德，成為良好公民。寄宿生活是慈幼會會祖聖若

望鮑思高，成功培養青年的重要部份。現在我們見到社會上問題湧現，青年身處困境，

經過多番考慮，決心續辦寄宿部，為有需要的青年提供促進全面的成長和學習的機會。 

 

目的 

1. 為學生在課餘時間提供更強效的學習和成長支援。 

2. 為居住在較遠的學生減省用在交通的時間，使他們更能專注於學習和個人成長發展。 

3. 為學生提供穩定和安全的學習和生活環境。 

4. 幫助在校留宿的學生，建立有規律的生活習慣，和良好的品格；並透過團體生活，

學會與人相處。 

 

計劃重點 

1. 寄宿部重開日期：2012年 9月 

2. 宿舍地點：學校校舍 A座 2樓西面，即在學校聖堂上面的一層。 

宿舍提供學生宿位約 60個。 
 

3. 宿舍工作人員： 

甲、 舍監： 由慈幼會資深會士擔任。舍監為宿舍的負責人，處理宿位和宿舍生活

的安排、督導管理員的工作，和為管理員安排適當培訓。 

乙、 管理員：全職三名 (每天工作由下午五時半至翌晨七時半，須留宿)、 

        半職兩名 (每天工作由下午六時半至晚上十時半，不須留宿)。 

        管理員按舍監的指示，負責日常照顧宿生的工作。 

丙、 工友：兩名。(不留宿) 
 

4. 宿舍收生安排： 

甲、 在 2012-2013年，約 30個宿位會留給中一學生，其餘的宿位則予中二和中三的

學生申請。 

乙、 2012-2013年中一新生宿位申請跟學校收生同步進行。 

丙、 2012-2013年中二和中三的學生可在 2012年 5月提出宿位申請。 

丁、 選擇宿生考慮： i. 居住地點 

ii. 家庭環境及收入 

iii. 學生的誠意 

iv. 學生在學習上需獲得支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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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寄宿生活 
 

甲、 日常作息時間表： 
 

時間  活動    負責人員   

6:30  起床        舍監及全職管理員 

 7:15  早餐        舍監及全職管理員 

 8:00 ~ 3:45 上課        教師 

 3:45 ~ 5:00 課外活動或自修      教師及教學助理 

 5:00 ~ 5:45 活動時間       教師及教學助理 

 5:45 ~ 6:30 洗澡        舍監及全職管理員 

 6:30 ~ 7:30 晚飯、休息       舍監及全職和半職管理員 

 7:30 ~ 8:30 自修        舍監及全職和半職管理員 

 8:30 ~ 9:15 團體活動、休閒活動      舍監及全職和半職管理員 

 9:15 ~ 9:40 靈修及晚禱       舍監及會士 

 9:40 ~ 10:20 自修        舍監及全職和半職管理員 

 10:20  睡覺或個別自修      舍監及全職管理員 

(宿生必須在十一時前上床睡覺) 
 

乙、 宿生須分擔宿舍內如整理床舖、洗碗、清潔起居地方等的日常簡單工作。 

丙、 學生在每個假期後的第一天上課日的前一個晚上六時前回宿舍，假期前的最後

一個上課日課後回家。 

丁、 學生在學校假期日子必須回家。若遇特殊情況，學生希望在假日留在宿舍，應

預先以書面向舍監提出申請。 

 

收費 
 

1. 2012-2013年全年宿費暫定為$36,000，分十期繳交。 

2. 家境有困難的宿生可申請宿費減免。 

 
續辦寄宿部，是希望延續鮑聖的工作，為有需要的青年服務。計畫自蘊釀、策劃、遞

交、確定，至現時開始實現的階段，一直仰賴上主的祝福，和媽媽瑪利亞的帶領，同時

亦需要適時出現，各方有共同願景的有心人的仗義支持。請為在這項工作上協助和支持

我們的恩人祈禱！在為青年建構這個家，讓青年學子感受上主對他們的愛的路途上，我

們仍然面對很多困難，亦請為我們祈禱！ 

 

余立勳校長 

2011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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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慈留港 鮑思高同學會訊息 

        

祝賀本會神師「何英俠神父 80壽辰暨發願鑽禧」 

感恩晚宴紀盛 
 梁頌祺 

萬眾期待，由本同學會精心策劃的「非

一般的生日會」，在 2011 年 9 月 3 日於灣仔

合和中心八樓帝廷皇宮舉行。是日各方友

好，神長、修女及校友們薈萃於帝廷皇宮，

合共筵開 41 席。塲面非常熱鬧。 

大約七時半，主席兼司儀黃民強同學及

進教之佑堂代表林嘉興先生宣佈宴會開始，

序幕是慈幼會中華會省副省會長馮定華神父

致詞及祝福，接著是主角 80 大壽英明俠義的

何英俠神父出塲致謝各人蒞臨。 

何神父更把他前半生皈依天主的旅程，

融滙於幻燈片中，一頁一頁像故事書般展示

出來。何神父敍述他兒時體弱多病艱辛的往

事，由一個頑皮街童入讀慈幼母校、在晉鐸

路途中得到家兄及神長的鼓勵下克服病魔，

幾經艱苦才能完成晉鐸的願望，娓娓道來令

人感動。數十年來，何神父身體遺和，因為

天主的寵愛，令他能奇蹟地一一克服過來。

聖經說：「若我們活在世上，是為主而活」。

在何神父身上見證著這句話。 

看過聽過這啟迪人生銘感旅程後，接著

下來就是齊齊唱生日歌及由壽星公何神父手

舞大刀切蛋糕，別開生面。每枱賓客需要委

派一位代表向兩位同日壽辰的何英俠神父及

譚澤琦修士說出祝褔句子，樂得兩位壽星公

及眾人開懷大笑，滿堂吉慶。旋即何神父帶

領飯前祈禱，晚宴隨著開始。上文說及這是

一個「非一般的生日會」，願聞其詳？且容我

道來吧！ 

（一)是晚賓客約 500 多人，可以說是桃李滿

門。各人都抱著共同的心願向主人翁何神父

祝壽。 

（二)各位嘉賓及校友們來自各方，也有由外

埠不遠千里而來參與，大家開心不亦樂乎。 

（三)壽星公用幻燈片敍述他的人生及晉鐸旅

程，抱負和理想，為生日會生息不少。 

（四)參與的來賓團體；除了何神父的同袍及

親友外，還有多個團體參與，他們是(排名不

分先後)： 

- 進教之佑堂、祈禱宗會、鮑思高協進會、

煉靈之友、慕導班、司鐸之友研經班、港

鄧之友、九鄧之友、香港慈幼彌撒中心、

信友聯會、及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鮑

思高服務中心、澳門慈幼校友會、澳慈留

港鮑思高同學會等等。 

這些團體各有自己宗旨及抱負，團友及校友

們年紀從 20 後至 90 後均有，是一個沒有代

溝的聚會，各團體均有自己的歷史價值觀。 

（五)本會誠意邀請校友鄧志和，鄧志廣、鄧

志新昆仲的樂隊現塲演奏。還有歌王陳配芝

老師、歌神陳鴻基神父、區志雄校友合唱

義大利名歌助慶。還有插曲表演：是何神

父與歌王、歌神三人合唱由他自己填詞之

「病中朌望」，場面令人感動。當然還少

不了煉靈之友合唱團傾力演出，為晚會添

上歡樂氣氛。 

（六)歌王，歌神合唱的當然是「非一般的

歌」啦！是平日我們難得一聽悅耳動聽的意

大利藝術歌曲，可真是繞樑三日，賺得全場

讚賞。激昂過後，煉靈之友合唱團唱出溫柔

婉雅的「愛是沒保留」，歌聲清脆，有如大珠

小珠落玉盤。牡丹雖好，都要綠葉扶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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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葉便是鄧志和昆仲們無懈可擊的音樂伴

奏。 

（七)大會安排了拍照留念的環節，也把生日

會帶出高潮。司儀指示各賓客「按部就班」

和壽星公拍照，接受各賓客賀

禮。台下各人有條不紊地魚貫上

台，相信那天晚上何神父拍照笑

到牙較都緊了。     

綜合上述七宗特色，各位都同

意這是一個「非一般的生日會」

吧。當將來慶祝「何英俠神父 90

大壽時」職委會可否考慮申請健

力士紀錄大全！最後壓軸是由本

會會長馮志耀同學致謝詞，及宣

佈派給每位來賓記念禮物及何神

父 80 壽辰暨發願鑽禧特刊。是日

感恩晚宴約 10 時半，在何神父及

大家愉快中落幕。 

後記：際遇把我們處於不同的團體，但是

緣份卻把我們拉在一貣，共享何神父感恩的

喜悅。憑藉天主的恩賜，我們這天晚上就齊

齊整整開開心心地聚守一堂。 

 

    

  澳門慈幼學校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同學節通告  

親愛的同學: 

本年度的同學節將於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假座 土瓜灣 馬頭圍道 209 號海

悅廣場二字 囍慶藝廚酒家舉行。敬希 閣下能抽空並攜眷出席，席前有麻雀耍樂

及卡拉 O K，四時恭候，八時入席。費用每位二佰元正，小童及學生減半。 
 

敬請盡早報名，以便安排酒席。 

謹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澳門慈幼留港鮑思高同學會敬約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備註 : 請各同學穿著本會 50週年 T恤及風褸出席是晚活動。 

報名請聯絡: 何神父 9049 1053 

 馮志耀 9496 1145 黃飛烈 9025 8186 梁耀強 9279 9648 

 郭  志 9186 2629 區華昌 9194 0628 黃民強 9432 4003 

 陳乃棟 9075 8987  鄧繼騰 9833 4537 鄭廣榮 9026 6157 

  

活動預告 : 返校日──定於十二月三至四日舉行。 活動細節，將另函通知，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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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鏡波學校   鮑思高同學會 

 

  

1971 工業部畢業生聚餐 
Re-union dinner of the graduates of 1971 Technical Section 

 

 

1971 工業部畢業生 畢業四十年聚餐 定於 2011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

晚上 6 時 30 分至 10 時，假尖沙咀九龍華美達酒店咖啡廳舉行。詳情請細

閱籌委會成員鍾小俊的邀請信。 
 

www.tkp-dbpp.org.hk/upload_files/1972reunion_dinner_invitation_letter.pdf 

 

 
1971 TKP Graduate 40 Years Re-Union Dinner is to be held on Fri, Nov 

25,2011, at Coffee Shop in Ramada Hotel Kowloon . Please read the 

Invitation Letter by Joseph Chung of the Organize Committee. 

 

www.tkp-dbpp.org.hk/upload_files/1972reunion_dinner_invitation_letter.pdf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鮑思高同學會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創校四十週年聚餐晚會 

 
為慶祝母校創校四十週年，校友會與學校定 2011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 合

辦慶祝聚餐晚會。當日下午五時恭候，參加者可自由參觀母校/工場，晚上七

點三十分於學校上操場正式舉行聚餐晚會。敬請積極參加，並廣邀同學一齊

出席。 
 

附款辦法：費用每位 HK$250 - 存入滙豐支票戶口：634-250435-001，收據傳

真至 24890921 (附上姓名/畢業屆別/聯絡電話)，或以支票寄回母校，抬頭

寫"S.D.B.N.S.M. SECONDARY SCHOOL OLD-BOYS ASSOCIATION"，信封面

請註明『慶祝創校 40週年』。(截止報名日期 : 30-11-2011) 
 

註：如有疑問可聯絡 葉偉就(電 97226325)， 

亦可留意 facebook 群組：sdbnsm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http://www.tkp-dbpp.org.hk/upload_files/1972reunion_dinner_invitation_letter.pdf
http://www.tkp-dbpp.org.hk/upload_files/1972reunion_dinner_invitation_letter.pdf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835704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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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請 通 功 

我們敬愛的姚維義神父 (Fr. Lucas YAO Wei-I)，聖名路

加，於 2011年8月22日(聖母元后紀念日)下午 2 時 26 分，

在台灣屏東潮州鎮安泰醫院逝世，安息主懷，享年 95歲。 

 

 
     姚維義神父生平簡介 ： 

 

 接受培育和工作的地方和時間： 

1941 – 1944 上海慈幼會神哲學院 (哲學生) 

1944 – 1947 上海南翔明我小學 (指導員兼教師) 

1947 – 1948 上海慈幼會神哲學院 (神學生) 

1948 – 1951 香港慈幼會修院 (神學生) 

1951 – 1953 澳門路環聖家農場 (指導員兼教師) 

1953 – 1963 澳門慈幼學校 (訓導主任) 

1963 – 1964 九龍鄧鏡學校 (母佑會神師) 

1964 – 1966 香港仔工業學校 (神師) 

1966 – 1967 台北鮑思高會院 (副本堂) 

1967 – 1980 台南會院 (堂區主任) 

1980 – 1981 香港仔工業學校 (神師) 

1981 – 1985 台南會院 (副本堂) 

1985 – 1996 潮州天主教少年城 

(神師 / 萬巒堂區主任) 

1996 – 2011 潮州天主教少年 (神師) 

 
姚神父在港、澳、台服務達 60 年之久，深獲學生、家長、教師及會士

尊敬和愛戴。他一生忠於鮑聖，勤謹事主，求天主仁慈地接納他，並賜

他永遠的賞報。 

 

1916 年 10 月 25 日 出生於上海 

1941 年 08 月 16 日 矢發初願於香港 

1947 年 08 月 23 日 矢發永願於上海 

1951 年 06 月 29 日 在香港晉鐸 

2011 年 08 月 22 日 在台灣逝世 
姚維義神父 

Fr. Lucas YAO Wei-I 

191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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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敬愛的胡德賢修士 (Bro. John WU)，聖名若望，

於 2011 年 9 月 28 日早上 8 時 15 分在香港聖保祿醫院

病逝，安息於天父的懷抱，享年 62 歲。  

 

胡德賢修士的生平簡錄如下：  

一些他修道生活的重要日子：  

1949 年 03 月 19 日 出生於廣東省順德 

1967 年 08 月 25 日 矢發初願於香港 

1973 年 08 月 15 日 矢發永願於香港 

2011  年 09 月 28 日 在香港逝世 

 

接受培育和工作的地方和時間： 

1966 – 1967  香港長洲初學院 （初學生） 

1967 – 1969 香港長洲哲學院 （初學後培訓） 

1969 – 1971  香港維豪備修院 （進修及教學）  

1971 – 1975  澳門慈幼中學 （管理寄宿、協助印刷部及食物部）  

1975 – 1980  香港仔工業學校 （管理寄宿、教工科） 

1980 – 1984  美國 Don Bosco Technical Institute 及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進修） 

1984 – 1995  香港仔工業學校 (管理寄宿、教書(84-85)、校長(85-95)) 

1995 – 2006  伍少梅中學（校長、會省議員(95-98)） 

 （香港天主教教育委員會、修會學校聯會） 

2006 – 2007  澳門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設計課程、改善教學） 

2007 – 2011  台灣潮州少年城（財務主任） 

 
胡修士曾任慈幼會中華會省議員，又長期出任香港仔工業學校及伍少梅中

學校長，對中華會省及香港的教育貢獻良多。胡修士的性格溫和踏實，樂

意幫助別人，因此他廣受會士、老師、學生及香港教育界人士的歡迎和愛

戴。胡修士一生忠於鮑聖，勤謹事主，求仁慈的天主仁慈地接納他，並賜

他永遠的賞報。 

 
 

香港仔工業學校 黃 熙 同 學 (1953) 於今年

八月二日因病去世。黃同學在母校木工部畢業，

離校後一直從事裝修工程，繼而創立了自己的公

司，至數年前才正式退休。他在今年 5 月時出現胃痛，經檢查後發覺患有腸

癌，於 8 月初離世，眾同學均感惋惜。 請大家為他祈禱。 

胡德賢修士 

Bro. John WU  

1949-2011 

敬 請 通 功 

敬 請 通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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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倫多 同學來鴻  
 

 

陳日君樞機到訪多倫多 -- 鮑聖與教宗 
                                                                         潘國榮(澳慈) 

 

2010 至 2011 年，海外的慈幼舊同學，有兩個大

喜訊，能參予慈幼大家庭的活動： 

 

(一)是聖鮑思高聖髑環球巡迴之旅： 

百年樹人，鮑聖事業，廣泛全球，在鮑思高家庭

通訊(221 期)張默石神父的「今日的慈幼會」，已

很詳盡的報道了。不論主教、會士、神職人員或

在俗兼職人仕；大學、學校、堂區、慶禮院多不

勝數。所有會士學生都抱著鮑聖的精神，延續他

的理念：[Da mihi animas, coetera tolle] [予

我靈，取其餘]。 

 

(二)是慈幼會士陳日君樞機蒞臨加拿大多倫多

市，由 7 月 19 - 25 日，在短短的一週，榮休的

樞機，撲撲風塵，馬不停蹄，川梭多市的教區，

華人堂區，修院，傳媒等。因為加國是多元文化

的地方，樞機的講座：英、粵、國語都難不了

他。他的言詞，層次分明，秉著基督的真理正

義，無畏無懼，冒天下之大不韙，要言不煩，坦

然相告，且語帶幽默，引起哄堂大笑，可惜今天

在世戰爭的教會，備受排斥，對著幹，忍受窘

難，令教宗非常擔憂中國教會。 

 

樞機臨別

在即，最

後一晚，

剩下僅餘

的時間留

給鮑聖至

愛的弟子

會面，共

敘家庭式

的晚讌，

心想疲憊

的樞機，

精神煥然一新，心情開朗，容貌寬容如返母校一

樣。筵開十八席,列席的神父，分別偕同校友共敘

天倫之樂：計有慈幼會士林建漢神父(美國羅

省)、吳志源神父(香港)、何國漳神父(多倫多)及

陳思定神父(澳慈舊同學,英語堂區本堂神父)、崔

偉生神父(加國天主教電視「生命恩泉」福傳神

師)、和遠道而來的黃礎健神父(港鄧舊同學，渥

太華英語堂區本堂神父) ，經過五小時的溫馨歡

聚，大家都有點依依不捨，真有點何日再相

聚！？ 

 

這次陳樞機到訪美加，美其名祝 80 高壽，晉鐸

50 金慶；其實是盡忠牧職，重提 2007 年教宗本

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

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牧函。和敘述分析目

前國內教會的實際情況。他的講座持平言論，耐

人尋味，堅定立場，並喚醒聖鮑思高的慈幼精

神。我還記得鮑聖遺觸到訪，有一件記念品，上

刻著：「善盡本份、敬禮聖體、孝愛聖母、擁護教

宗」四句鮑聖明訓。恍然大悟。 

 

聖鮑思高神父的慈幼事業，最大影響的兩位教

宗，是庇護九世(1846-1878)及良十三世(1878-

1903)。 庇護九世在位統治教會 32 年，正值鮑思

高神父壯年時，初時鮑聖和他的母親瑪加利大，

和要照顧一班孩童沒有固定的居所，教宗在位那

一年能在畢納地茅舍定居下來，事業才安定展

開。庇護九世對鮑思高神父慷慨大方，屢加指

導，廣施恩賜，又勸他創立贊助會，又賜給鮑思

高神父能到處聽告解的特恩。常惦紀他貧困的處

境，於是送錢給他來興建聖母進教之佑大殿，也

幫助他的第一批傳教仕和一些以備不時之需。教

宗還委派他周旋於教會和政府之間，請他提名百

餘位主教填補各地教區的空缺。鮑思高神父奉命

行事，委婉其辭，使宗座的建議為政府採納。庇

護九世逝世時，鮑思高神父年高 63 歲，因工作過

勞，己是風燭殘年。但他的事業卻在篷勃中，在

教會內己奠定了基礎。良十三繼庇護九世為教

宗。開始時新教宗和鮑思高神父的關係是頗為隔

膜的。良第十三是個重視權威的人，令人望而生

畏，但不久被鮑思高這位司鐸所吸引。他奇怪這

位司鐸雖窮，但每天卻養活成千上萬的孩子。這

一件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教宗就如此決定要召見

鮑思高神父。其時教宗正需要大量金錢來完成羅

馬的聖心大殿。大殿奠基後，工程便耽擱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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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誰比這位窮司鐸更易找到金錢呢？良第十三就

請他負起完成聖殿的任務。鮑思高神父雖已年老

多病，卻不猶疑接受這任命。教宗的一言一語，

他無不惟命是從。他因此特別到法國去，他的

言詞和儀容感動了法國人的心，令他們紛紛慷

慨解囊，所得結果真是出人意表。教宗告訴他

說：[親愛的鮑思高神父,教會需要你...我願

盡我所能幫助慈幼會...天主親自指導和維持

你的修會...你該寫下來,並在講道時向人宣

佈。] 

慈幼會士的陳樞機秉承會祖的聖訓，鼓勵慈

幼會士、學生,忠於聖鮑思高的訓導，擁護

教宗，即是愛護教會--擁護看得見的教會元

首--耶穌基督，從宗徒傳下來的教宗。 

因為將來天主追究我們的不是在世的職權業

績，而是[忠諴]和[盡責]予否。所以聖鮑思高

教導我們的第一句是[善盡本份]。 

 

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澳慈留港同學     

      李沾美 2,500.00   

      潘合來 1,000.00 

      李晨曦 500.00 

      鄭顯章 500.00 

    一位慈幼仔 500.00 

 

親愛的慈幼大家庭成員： 

追 思 感 恩 祭 

   每年十一月是慈幼大家庭為已故的神長、修士、修女、老師、親友、大家庭成員及

我們已故的父母，恩人等獻上感恩祭的月份，以表示感恩及懷念之情，並祈求天父接納

他們的靈魂，賜他們永遠的安息。 

誠意邀請大家庭成員出席此感恩祭，時間及地點如下： 

 日 期：2011年 11月 25日 (星期五) 

 時 間：晚上 7時正  

 地 點：九龍進教之佑堂 (天光道 16號) 

 

     會省秘書  

張冠榮修士 

                 2011 年 10 月 21 日 

* 慈幼大家庭追思感恩祭 

  大家庭各神長一起共祭 

    (請共祭神父自備長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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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思高慈幼        大家庭訊息  
 
各位鮑思高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鈞鑒： 

 

2011及2012年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值得紀念的兩年。2011年九月，全球鮑思高同

學聯合會在慈幼會查偉思總會長所領導下，於羅馬慈幼會總部舉行了百週年大會；又將

於2012年三月在都靈舉行踏出百年新領域會議。  

 

在香港，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亦將於2011年十二月中旬，舉行常務委員會選舉大

會，選出新一屆任期三年之執委會。 

 

2012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五) 正是我們尊敬的陳日君樞機爺爺兪十華誕，爺爺既是

我們的大家庭的上長，又是慈幼舊同學、我們大家庭的一份子，我們希望在當天為他祝

壽。同時亦邀請他為屆滿的同學聯合會委員頒送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宗座降祝福狀，以感

謝他們為同學會之付出和努力，並見證新一屆執委會就職。  

 

是次大家庭聚會詳情如下: 

日期: 2012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五) 下午六時 

地點: 九龍天光道進教之佑堂聖堂 聖體降福 

 

日期: 2012年一月十三日 壽宴下午七時入席,準七時卅分開始 

地點: 土瓜灣喜慶酒樓 

席金: 每位二佰兪十元 

 

聯絡人： 張錦鴻   852-94158341  jb_cheung@hotmail.com 

陳基宏    852-25461154  secrcina@netvigator.com 

 

截止報名日期：2012年 一月五日中午 

欲免向隅, 敬早報名.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會長 梁家強  暨全體委員敬約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兪日 
 

 
選用「母校鐸聲」彩色電子版 

 

「母校鐸聲」多年來均以黑白印刷，用郵寄方式送給各校會已登記的同學。自 2009 年起

已同時增加彩色 PDF 版，用電郵發放給各同學，為數約三百餘人，亦有某些校會將彩色

PDF 版放在網頁內，供同學上網查閱。若有同學認為毋須再收黑白郵寄之「母校鐸聲」，

請用電郵通知編輯部，詳列中文姓名、所屬校會及郵寄編號，以便跟進，多謝合作。 
 

電郵地址："Austen Wong" <austwong@gmail.com> 
 

「母校鐸聲」彩色電子版已於下列網頁刊登，請各同學上網查看： 

http://oba.ats.edu.hk,    http://www.ssshk.edu.hk/ssoba/,    http://tangkingpo.edu.hk 

mailto:jb_cheung@hotmail.com
mailto:secrcina@netvigator.com
http://oba.ats.edu.hk/
http://www.ssshk.edu.hk/ssoba/
http://tangkingpo.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