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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慶祝會祖誕辰二百週年預備階段之一 
 

重新認識鮑思高神父  
 
1815 年 8 月 16 日聖母升天節日期間，我們的會祖鮑思高

神父誕生於意大利杜林市一個名叫「碧基」的地方  (即現

在之鮑思高崗)。2015 年  為會祖誕生二百週年，慈幼會由

2009 年起，以鮑思高神父聖髑巡迴全球各會區作為預備慶典之開始。去年查偉思

總會長提議三年準備期，每年定下一主題：1. 認識鮑聖；  2. 了解預防教育法；3. 

效法會祖之靈修。現階段讓我們以本年主題，重新了解我們的會祖鮑思高神父。

以下為總會長信中提及慶典預備階段之第一主題：  

 

Three years of preparation for the Bicentenary of the birth of Don Bosco 
 

The preparation which I am proposing to you, takes the form of a process in three stages 

which begin respectively on 16 August 2011, 16 August 2012 and 16 August 2013, with 

each one ending on 15 August of the following year. Each stage is meant to focus on one 

aspect of the charism of Don Bosco. The theme for each of the three stages of preparation 

will coincide with the theme of the Strenna for that year. 
 

First year of preparation: Knowledge of Don Bosco’s history 
 

16 August 2011 - 15 August 2012 

The first stage concentrates on a knowledge of Don Bosco’s history and of his context, of 

Don Bosco as a person, of his experience of life and of his choic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new publications in this regard, the findings of which need to be assimilated 

systematically. During this first year of preparation we need to set ourselves a systematic 

plan for the study and assimilation of Don Bosco. The generations of those who knew 

Don Bosco or had come in contact with his first witnesses have now come to an end. 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to draw on the sources and on the studies about Don Bosco, in order 

to deepen our knowledge first of all about him as a person. The study of Don Bosco i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in order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his charism and propose his 

current relevance. Without knowledge there cannot be love, imitation or intercession; 

then only love can lead to greater knowledge. It is a question therefore of a knowledge 

which starts from love and leads to love: an affective knowledge.      …… 接下頁 
 

出版：香港鮑恩高同學聯合會  編輯：母校鐸聲編輯委員會   地址：九龍 天光道 十六號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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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若望鮑思高 生平年表                                

 

 
1815  (8月 16日) 若望鮑思高在意大利

北部碧基 (Becchi) 村出生。  

1817 小若望喪失父親。  

1825 小若望九歲奇夢。  

1835 若望穿神職長袍，進修院。  

1841 (6月 5日) 若望鮑思高領受司鐸聖

職，蒙受祝聖為神父。  

1841   (12月 8日) 鮑思高神父以教授教

理，開始他青年的使徒工作。  

1845 鮑思高神父開辦夜校。  

1846 鮑思高神父定居杜林 (Turin) 華道角 

(Valdocco)。  

1847 鮑思高神父在杜林新城門 (Porta 

Nuova) 區開辦第二間青少年中心。  

1851 (2月 2日) 鮑思高神父的首批修士

穿神職長袍。 

1852 (3月 31日) 鮑思高神父獲自己的

主教正式批准為杜林第三間青年中

心的首長。 

1853 鮑思高神父開辦寄宿工業學校，成

立第一支銀樂隊，出版大眾化的公

教讀物。 

1854 (1月 26日) 鮑思高神父稱他的助

手為沙雷氏人 (慈幼會士 

Salesian)。 

1854 (10月 2日) 鮑思高神父遇見道

明‧沙維豪 (Domenico Savio)。 

1855  (3月 25日) 慈幼會進入成熟階

段：盧華 (Rua)修士在鮑思高神父

前宣發聖願。 

1856 (11月 25日) 媽媽麗達 (Mamma 

Margherita) 去世。 

1857 (3月 9日) 道明‧沙維豪去世。 

1858 鮑思高神父首次晉謁教宗。  

1859 (12月 9日) 鮑思高神父告知自己

的助手，要創立慈幼會；(12月 18

日) 鮑思高神父召開慈幼會首次大

會。 

1860 (6月 12日) 26位慈幼會會士接受

會規。 

1860 鮑思高神父收錄首位非神職修士 

(輔理修士) 若瑟‧羅西 (Giuseppe 

Rossi) 入慈幼會。 

1864 慈幼會初步獲聖座承認。 

1864 (10月) 鮑思高神父在摩爾尼斯 

(莫乃才 Mornese) 遇見瑪利亞‧瑪

沙利羅。 

1868 (6月 9日) 杜林進教之佑大殿落

成，舉行祝聖典禮。 

1870 (6月) 華道角青少年中心同學會成

立，以後發展為鮑思高舊同學會。 

1872 (8月 5日) 在摩爾尼斯 (莫乃才) 

母佑會成立。 

1874  (4月 3日) 聖座批准慈幼會會憲。 

1875 (11月 11日) 首批慈幼會傳教士出

發到美洲去。 

1876  (五月九日) 聖座批准慈幼協進會

成立。 

1877  (8月) 鮑思高神父出版慈幼會會刊

創刊號。 

1877 (9月 5日) 慈幼會首屆全會大會。 

1879  慈幼會傳教士首次與印第安人接

觸。 

1881  (5月 14日) 母佑會同創會祖瑪利

亞‧瑪沙利羅逝世。 

1883 鮑思高神父出訪法國。 

1884  (12月 7日) 慈幼會第一位主教 

(若望‧賈烈勞 Giovanni 

Cagliero)。 

1887 (5月 14日) 耶穌聖心大殿落成，

舉行祝聖典禮。  

1888  (1月 31日) 鮑思高神父逝世 (當

時慈幼會會士 773 人，母佑會修女 

393 人)。 

1890 進行辦理鮑思高神父列聖品手續。 

1929  鮑思高神父獲宣福。 

1934 鮑思高神父獲宣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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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陳日君樞機八十大壽 

 暨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新常委就職禮 

 
  節目由進教之佑堂開始 

  
 
  

   

 

 

 
 

           慈幼大家庭聆聽陳樞機之分享   祈禱 及 聖體降福 

 
 

 

 

 

 

 

 

 

 
         上屆參與同學聯合會工作之同學           聯歡晚宴設於囍慶酒樓

         由樞機手中接受宗座降福相架       
              

 
 

 

 

 

 

 

 

 
      吳新豪神父專程由台灣來港賀壽       陳樞機和斐院長連同修生也來高歌一曲 

      師徒二人以牧童笛奏出動聽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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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 Denis Martin Memorial Fund 

 
Dear all,  

For the last six years since our beloved Fr. Martin returned to the House of the Father in his 

sleep, we had been commemorating his anniversary for who he was and what he made us - a 

time when gratitude came to life. 

The FMMF Committee initially set a target of HK$10,000,000 to be raised as financial aid of 
the needy students at the Salesian schools and institutions in HK, Macao,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past pupils, over HK$5,500,000 was raised in the last six years. 
With diligent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terests and dividends were put into 
good use as financial aid to the qualified applicants which we are proud to report amounts to a 
total of HK$1,397,000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Memorial Fund. (see the attached account 
summary for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status of 
the Memorial Fund) 
At a time when the tall order of HK$10,000,000 
seems beyond reach, Divine Providence lends a 
helping hand. 
The FMMF Committee is happy to announce 
that on 20th April this year, an ATS past pupil 
generously donated HK$7,800,000 for the 
purpose of showing gratitude to Fr. Martin and 
the work of the Salesians. 
So, let us pause a moment and give our heartfelt 
thanks to this benefactor (who wants to remain 
anonymous).  May the Almighty bestows His 
blessings on him and his family  for making it 
possible to breach the HK$10,000,000 mark to 
a current grand donation total of 
HK$13,327,458. 
      

ATS alumni had separately sponsored 5 
qualified students from the Shek Tan 
Orphanage to university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Let's follow the banner of 
our anonymous donor and continue this 
meaningful effort, by helping those under-
privileged to achieve their dreams, as Fr. 
Martin and the Salesians once offered us. 

        

Account summary of Fr. Martin's Memorial Fund 
 

Total donation incomes from 2006 to beginning 2012         HK$5,527,458 
Additional donation on 20th April, 2012          7,800,000   
Grand total of donations collected         13,327,458   

Total interest income from 2006 to 2011                      932,480 
Total distribution from 2006 to 2011                                              (1,397,000) 
Net current balance as at 28th April, 2012                            HK$12,862,938  
    

Fr. Denis Martin Memorial Fund Committee 

Note: Please refer to donor’s letter to FMMF committe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r. Kemmler Thomas (from Swiss, they call him 

馬哥, at present looking after the Orphanage) with 

a group of potential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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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華近禮神父紀念基金執行委員會 

  各位執行委員， 
 

捐助「華近禮神父紀念基金」及有關款項之安排 
 

「華近禮神父紀念基金」成立已超過六年，每年均能保持資助數十位慈系機構內之

清貧學生，實有賴各委員之英明策劃所至。 

當年華神父對家境貧苦的同學，除在經濟上幫助外，還時常關注同學之家庭狀

況，鼓勵同學努力學業，畢業後藉此改善家境。對剛畢業的同學，華神父更不遺餘力地

介紹工作。現雖事隔多年，但曾受恩惠的同學，對華神父感激之心，絲毫未減。眾人皆

認同華神父的工作必須延續，使更多中華青少年能接受教育，脫離貧窮。支持「華近禮

神父紀念基金」，實為對華神父的回報。 

於中、港、澳、台各助學金受惠學校之中，以石灘慈幼中心兒童院之學生，特別

是想繼續入讀國內大學/中專之學生最需要幫助。他們大多從外地特殊家庭轉來石灘兒

童院，入讀大學/中專須付高昂之學費。此亦正是當年華神父伸出援手的對象之一。 

為使華神父對青少年之精神能繼續發揚，幫助更多貧苦之青少年完成學業，並增

強在國內慈系機構之服務，本人現捐助「華近禮神父紀念基金」款項 HK$7,800,000

元正。 此款項 (下稱「新基金」) 及每年之收益，本人希望能增強慈幼會在中國國內

指定的教育服務 (現為石灘慈幼中心兒童院)，本人有意作如下之分配： 

1. 增加每年資助香港仔工業學校之助學人數，數目為其他學校受惠人數最多者之一倍。 

2. 助廣州增城石灘慈幼中心兒童院和將來可能在國內新增之同類慈系機構; 

每年幫助能夠入讀中國境內各省市正規大學/中專之學生，提供學費及生活費之全數

資助。除大學/中專之常規學科外，亦包括神學及學費較高之醫科在內。受助人必須

為在兒童院內完成三年高中或職中課程之寄宿學生，並由院長推薦，名額不限。 

基金會應承諾‧‧‧‧‧‧ 

希望各位基金執行委員能按照本人的意願，作出適當的安排，使「華近禮神父紀

念基金」能更妥善運用，令更多青少年受惠。 
 

香港仔工業學校舊生敬上 

2012年 4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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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攝影、栽花樣樣皆精的顧志明神父 
特約記者 

 

顧志明神父自 1957 年起，曾於香港仔工

業學校、澳門慈幼和香港慈幼學校服務多

年，桃李滿天下，現在和其他年長會士居

於筲箕灣慈幼修院相連的「少懷之家」。

早前機緣巧合筆者有幸與顧神父傾談，順

便請他介紹生平和近況，在這裡和眾校友

分享。 

 

1926 年 1 月 30 日顧神父出生於上海浦

東，正值農歷歲晚十二月十七日屬牛，當

年浦東是郊區農村，跟今天高樓林立的環

境相比簡直是天淵之別。據查考顧神父可

能原藉淅江，祖先三百多年前移徙上海，

祖屋後面的墳地可找到幾百年前所立的石

碑。然而家族已定居上海歷十代之久，大

家早已成為地道的上海人了。顧神父家族

皈依天主教已有四代，母親更是非常熱心

的教友，他出生第三天便給他付洗，奉宗

徒瑪弟亞（Matthias）為主保。父母育有

子女六人，顧神父排行第四，在他之先都

是姊姊，他是長子，另有兩位弟弟。他最

初在浦東本堂讀經，等於接受幼兒教學學

認字，其後在本堂附設學校開始小學課

程，兩年後入政府開辦的小學念書，一年

後再轉到總鐸區張家樓堂區附設學校讀四

和五年級課程。 

 

話說姚維禮神父的父親正是顧神父外祖父

的兄弟，姚神父即他的堂舅父，比他年長

並已加入慈幼會晉昇神父了。就在顧神父

完成小五課程年屆十四歲的時候，他收到

姚神父一封信，給他介紹慈幼會並邀請他

考慮加入行列。這位熱心拓展天國事業的

堂舅父(姚神父)，想必早早看中了這位堂

外甥的聖召潛質，抓緊適當時機向他推

介。雖然事過已近七十年，顧神父仍清晰

記得那封信的內容，怎樣令他的心非常感

動。姚神父解釋流動的水是清潔的(流水

不腐) ，而慈幼會會士都是充滿活力，非

常樂觀並時常喜樂的，因為生活時常有不

間斷的事工活動，各人就像流動的水常是

清潔的一樣。姚神父這封信深深吸引着十

四歲的他，但當時正是日本侵華兵荒馬亂

之時，大家意識到亦諒解父親希望長子留

下來共渡困境，但父親卻從沒有表示反對

他離家修道，慈父慷慨寬宏的心實在令人

敬佩。既得熱心虔誠的母親全力支持，顧

神父便於 1940-41 年間進入上海南市慈幼

會入修院當保守生，並於修院旁大慈善家

陸伯鴻先生斥資開辦的一心小學「紅房

子」繼續小學課程。 

 

1946 年完成中學之後，顧神父便離滬來

港，自此一別三十多年，直至 1980 年才

有機會重回上海探望年邁病危的母親，顧

老太得見兒子一面三週之後便安然逝世。

顧神父最初來港只是過路而已，暫住筲箕

灣慈幼修院一個月後，便往澳門開始「初

學」培育，之後在澳門無原罪學校教書並

管理學生「實習」三年。至 1951 年赴意

大利都靈市東北小城市的神學院讀神學，

完成神學課程後便於 1957 年 7 月 1 日由

歐彌格主教祝聖為神父，並在當地堂區服

務了幾個月，然後從意大利回港開始在香

港仔工業學校教書並打理寄宿生，同時修

習福傳和牧民的事工。一年後顧神父往澳

門慈幼學校教書並管理學生五年，至

1963 年調派到香港慈幼中學教書和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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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會，同時負責課外活動，特別創辦攝

影、天文、電器、化學等興趣小組，新奇

的科技令學生趨之若鶩，廣受歡迎。直至

1969 年顧神父重返香港仔工業學校，在

ATS 再服務八年之久，是慈系學校中服務

時間最長的會院，其間與學生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並留下了美好的回憶。顧神父起

初負責教書和輔導善會，後來打理病房 

(當年全盛時期 ATS 寄宿生超過五百

人) ，並開辦天文和攝影學會，教授各人

製造觀星望遠鏡和黑房沖晒技術，極受這

羣科技迷學生歡迎。七十年代中的 ATS 學

生大概都知道顧神父栽種花卉甚有心得，

培植了一株罕見的曇花，每年只在夏季開

花一次，由綻放至凋謝前後不過四至六小

時。筆者當年某夜曾親眼目睹「曇花一

現」盛開的美態，第二天已不可復見，自

此卅多年仍未嘗得見第二朶曇花。 

 

1977 年顧神父到了筲箕灣慈幼修院，運

用他攝影和視覺藝術專長，編排要理問答

材料，尤其是加插攝錄片段或照片製作幻

燈片，同時負責翻譯多部宗教電影如鮑思

高傳和多明我沙維豪傳等，配上中文字

幕，至 1996 年顧神父工作才逐步減少。

到了 2002 年省會長韓大輝神父(現已晉昇

總主教任宗座萬民福音部秘書長)請年過

七十五歲的顧神父到隔壁的「少懷之家」

幫忙，負責開彌撒、領經和幫忙前台接聽

電話等事工，這才漸漸進入現今全面退休

的狀態。而顧志明神父仍然思路清晰伶

俐，頭髮依然濃密，一點也看不出是位八

十五歲高齡的老人家。 

 

回想 1941 年入小修院，47 年發願加入慈

幼會至今近六十五年，顧神父一生隨從上

主的安排，彷如他的主保聖人瑪弟亞，他

也多次順應當時需要接替他人騰出的職務

(註: 瑪弟亞填補了出賣耶穌後自盡的猶

達斯成為宗徒)。由年青的小伙子至今全

面退休，年月轉瞬飛逝，顧神父生命非常

充實，盡是歡樂的時光，心中沒有絲毫遺

憾或感慨。最難忘的還是當年的學生，覺

得打理學生最令他開心。尤記得當年他示

範化學和物理實驗或沖晒照片，又或於聖

誕節率領學生蓋搭馬糟及製作壁報，以至

教導天文學會成員製造長筒望遠鏡等等，

全都記憶猶新。學生們既好學又純樸，聽

教聽話卻不阻他們全情投入，實驗或制品

成功時學生所現的欣喜和滿足的表情仍歷

歷在目，可見天主藉此肯定他的工作。而

舊學生的感恩心最令顧神父感動，移民加

拿大的慈系舊生十年前成立「關懷神長小

組」，每年以實際行動，向多位發願金禧

年長的慈幼神長表示敬意，邀請他們到美

加探訪舊生和遊覧。直接参與或支持「關

懷神長小組」者不乏離校多年本身已是長

者之人，但一直懷着惦念尊敬神長那份赤

子之心，旅程中盛情招待，照顧神長無微

不至，實不枉當年神長們廢寢忘餐、悉心

培育眾人的苦心。 

 

另外顧神父 ATS 服務多年，在不同活動和

慶節拍攝了大量高水準的照片，於病房旁

闢有黑房親自精心沖晒，並把照片妥為保

存井井有條。今顧神父慷慨借出珍貴相冊

予筆者掃瞄，可令香港仔工業學校檔案更

加豐富。以下即顧神父為相冊所撰寫的序

言。 

 

 

 

 

 

 

 

 

……下續第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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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鄧鏡波學校為新豎立的聖若瑟像舉行祝聖儀式，約 100 名師生參

加了活動。禮儀由慈幼會聖母進教之佑會院院長孔智剛神父主持。  

新添置的大聖若瑟像，豎立在學校工科實習室附近，舊鳥籠位置，是鄧鏡波學

校慶祝六十週年校慶的重要項目之一。大聖若瑟是勞工和修士的主保聖人，學

校祈求聖若瑟為學校及學校的工科轉求，以獲天主降福。同時也藉此向為學校

服務多年、已故的陳炎墀修士致敬。恩人黃浩明先生代表舊生出席了祝聖儀式。 

   
接上第７頁 

   前言 
我自小就特別喜歡天文地理，樹木花草等

等的大自然萬物，以及中國歷史故事。毫

無疑問，我這種愛好，一定是受了我父母

及外祖父的影響而促成的。因為我的父

母，特別是母親，常給我講天文地理，歷

史和神話故事；外祖父，則給我講樹木花

草的事，又教我怎樣種花等等，因為他是

喜歡種花的，他家裡有一個相當大的花園

和一個玻璃屋 (俗稱暖棚) 以及一個很大

的白色荷花池… … … 。 

當我開始教書時，也就很自然地喜歡教天

文地理及樹木花草等自然科學了。教學生

課外活動時，也就是教這類東西。我很想

利用這種經驗，去吸引他們，並教育他們

成材。經驗告訴我，大多數學生是喜歡這

類東西的，不分種族膚色，他們都有好奇

心，而且都很大。給學生們做理化實驗的

時候，就是他們最專心學習之時。 

1970 年，我在 ATS 開始組織攝影組（中

三、四級）時，給他們做了一個相紙的感

光反應實驗。不消 30 秒，相紙由雪白變成

漆黑。結果如我所料，中三的同學，覺得

很神奇。對天文組（中一、二級）的小學

生，最好的吸引力，莫過於用一支中型的

望遠鏡，領他們去觀看初八、九日的月

亮，原來月亮上沒有樹木花草的，只有凹

凸不平的荒蕪山地，實在難以置信。後來

申請加入這兩組的學生非常踴躍，人數之

多，大超特超所預計的。 

1976 年開放日 (也許是 1977 年 ，但不早

於 1976 年) 攝影組的《攝影天地》吸引了

許多參觀的人士欣賞。這無疑是因為他們

看到了一些不常見的，而一見就被吸引住

的相片，看了又看。事實上，彗星、月

亮、曇花、以及兇湧的大水相和用魚眼鏡

拍的相片，都有欣賞的價值。 

因此之故，我準備了兩本 A4 大的簿夾，一

本屬黑白舊相，另一本放較新的彩相，與

各位分享天主造物的奇妙。同時也請各位

指教。有什麼意見也歡迎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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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慈幼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歲月沖不淡的友誼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舊時代一般讀書人交朋友的一句老話，此時此地

的實際生活環境，容許或此風雅，但也不能完全抹煞這句話仍涵蓋一定的現

實意義。近年海外每一個慈幼會、校友會之組織，都以聯絡同窗舊雨、增進

情感、互助團結，宣揚聖鮑思高神父宗徒教育事業為宗旨，為目的。兼有提

高層次來說，就有發揚我中華民族固有文化，萬古常新的傳統美德之意義。 
 

     澳門慈幼中學，即前身無原罪工藝學校，創立迄今，已屆百年多歷史。

她不獨是澳門歷史最悠久之學府，也是澳門埠內規模最大、最完美的一間學

府哩﹗ 
 

     在這世紀以來，在全球鮑思高慈幼會教育發展過程中，澳門慈幼中學一

直擔當扮演重要角色；她培育了不少澳門優秀子弟，造就成千上萬國家社會

有用人材，也培育不少神父、修士。這數十年來，校友遍佈全球，尤其北

美、歐洲、香港，各行各業都有，其中還有來加、美後，繼續深造，成為科

學家、工程師、醫生等職位的尖端人材。 
 

     於一九五九年至六十年代其間，經陳基慈神父會長授權下，邀請我與幾

位熱心熱情的舊同學，經本人與謝維導神父指導下，發起籌組今日的澳慈留港

鮑思高同學會。在這其間，多次舉行每年一度的同學節、新年團拜、懇親晚

會、旅行及探訪有病的神長與同學。 
 

    由於有了澳慈留港鮑思高同學會的組成，我們這輩大多數同學，正在二、

三十年前離開母校的老一輩舊同學及師長、神父及近期畢業應屆的年青一輩的

新同學，便能藉此共歡聚一堂，我們老一輩這把年紀，可說是久經風霜，或已

成功的人士。 
 

     現在屈指一算，澳慈留港鮑思高同學會，已創立了五十餘載，在其間

遂使導演和創造了傳奇的業績，堪以告慰的。 
 

     每年同學節聚會時，我們聚別話舊，有着特殊的情感，尤以少年期，

記憶最強，故數十年前，中學時代的往事，印象仍深，記憶猷新，一些老同

學，相談起來，憶舊思情，不禁興緻勃勃，萬言難盡，因為回憶青少年時期

的往事，是最甜美的啊﹗ 
 

澳門慈幼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永遠名譽會長 

周甲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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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華中學校友會 

 

   記林文瑞神父生日會 
吳澤衡 

 

好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日，四月一日愚人節，在筲箕灣少懷之家這裏

聚集了二十餘粵華留港的舊生，他們並非受人愚弄到此靜養之地打擾

神長們，而是出席一個為 99 歲生日的林文瑞神父的慶祝會。他們包

括專程由澳門搭船過來的胡漢賢老師、何惠馨老師、袁妙蓉老師及劉

沛民老師，舊同學有忠社的劉錫鴻、趙廣堯、譚廣庭，燦社的呂永

煒、梁炳光、戴國光、霍錦柱和陳知吾， Busy Bees 社的蘇雨霖，

Vanguard 社的唐銘，另外尚有莫國興、林兆熊、黎民傑、吳啟斌、

朱潤生、霍錦就、蔡華智及陳子聰等。 

大家首先齊集小聖堂出席由梁熾材神父(前校長)主禮，龐秉輝神父(現

校監)和斐林豐神父襄禮的彌撤後，跟着就往修院的飯堂，連同所有的

神長和備修生，在李東彪修士的安排下大家先為林神父唱生日歌祝賀

他生日快樂，並為他預備了生日蛋糕，然後各人在熱鬧的氣氛中分享

了蛋糕和豐富的自助餐。有些同學趁機和林神父影相留念，又有一些

同學發現了陳日君樞機亦出席生日會，當然不會放過此機會便同他一

起拍照留念。大家盡情爭取和各神長的短聚，場面非常熱鬧，各人都

飲飽食醉了，最後大家就帶着愉快的心情歡散。  

 

 

後記︰此次活動的相片由劉錫鴻提供，請點擊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406751561083444453/FrRescalli99thBirthday?au

thkey=Gv1sRgCO2D_aj74aXeXg&feat=email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406751561083444453/FrRescalli99thBirthday?authkey=Gv1sRgCO2D_aj74aXeXg&feat=email
https://picasaweb.google.com/104406751561083444453/FrRescalli99thBirthday?authkey=Gv1sRgCO2D_aj74aXeXg&feat=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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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2 011年度週年大會活動概況 

 
劉鏡成 

2012年3月24日 (星期六 )午後，香港

仔工業學校開始人羣聚集；一些人

在母校禮堂旁的籃球場內閑談，一

些在母校右側的足球場上等候。他

們的目的都是一樣，為一年一度的

同學會週年大會而回校進行聯誼比

賽。約一時半左右，足球比賽正式

開始，四隊年青力壯的球員在熟識

的球場上施展渾身解數，希望能奪

得第五屆同學會杯的榮譽。另一邊

廂，籃球比賽卻遲遲未能展開，原

來參賽人數比預計為少，以致最終

變成校友隊與在校學生們的一場友

誼賽。雖然比賽只得一場，但當中

不乏精彩的攻守場面，節奏明快，

甚具娛樂性。下午五時左右，又見

另一班校友出現，為的是參與在小

聖堂舉行的聖體降福禮儀。今年我

們有幸邀得省會長林仲偉神父在百

忙中抽  空為我們主持該聖體降福及

為重開寄宿部向各校友作出呼籲，

希望校友支持 ,延續慈幼使命。聖

體降福除了一班熱心的校友參與

外，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會長馮志耀

同學亦應邀出席，還有一位  慕名

而來的慈幼小學舊生，這位同學因

在「母校鐸聲」得悉本會在母校舉

辦週年活動，為了可以和久未見面

的黃光照神父和馮天駿神父會面，

便報名參加，我們亦樂意成人之

美。  

 

由於今年並不是改選年 (舊生會是每

兩年舉行一次改選的 )，週年大會會

議在通過簡單的議程及去年的會議

記錄，再經過事項及財政報告後便

告 完 成 。 隨 即 在 禮 堂 內 舉 行 盆 菜

宴。在一位於飲食界工作的校友協

助下，當晚的菜色可謂價廉物美，

既豐富又美味。加上校方送出大量

精緻紀念品，令人愛不釋手。晚宴

當中還安排大抽獎及新網頁介紹，

原本也安排了 Bingo 遊戲娛賓，卻

因時間有限而未能進行，惟有等待

下一次吧！  

 

今次週年活動能夠得以順利舉行，

除了得到校方、老師們及學弟們全

力合作外，亦有賴幾位學長及年青

的委員們負責統籌及聯絡校友等，

大家可謂合作無間，本會藉此謹向

各人致謝。  

母校余立勳校長頒發足球比賽獎予冠軍隊代表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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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們： 

我們尊敬的學長吳子明同學，是母校(首任校長)聖雷鳴道主教最後一位學生，

他於2012年3月5日蒙主寵召，終年102歲。本會已於2012年3月16日晚上八

時，在九龍天光道鄧鏡波學校進教之佑堂為他舉行追思彌撒，主禮由謝家賢神

父、本會神師何英俠神父、劉戩雄神父及慈幼會修院院長斐林豐神父襄禮。並

於3月30日晚上八時由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林仲偉神父主持守夜彌撒。3月31日早上十時半由

陳日君樞機主持告別彌撒。吳子明學長簡歷如下：聖名：馬弟亞。廣東開平縣人。生於1 9 1 0 年

農曆6 月1 4日。1922-28年在澳門無原罪職業學校（即現今慈幼學校）就讀，聖雷鳴道主教任職

校長時，他是縫紉部的學生，喜愛足球運動、是母校銀樂隊代表。畢業後首先往香港某報館工

作，其後在香港仔工業學校服務。在1936至1937年間，應武幼安神父之邀往國內韶關勵群學校

任教，與陳基慈神父亦師亦友共事工作，感情甚佳。吳子明學長是學校足球隊活躍分子，球技了

得，課餘後與學生組織足球隊，並獲得廣東省全省運動大會足球冠軍。他對人和靄可親，甚得師

生們愛戴。後因國內戰事發生，便返回香港工作，其後加入香港政府監獄處任職縫紉部導師，教

導獄中囚犯裁縫工作，70年初退休。2000年初入住安老院，其間我們經常探望他，與他交談

中，獲悉母校初期創立時的珍貴歷史而認識良多。他處事低調，慈善為懷，常為他人著想，一生

熱愛母校及慈幼會，他曾慷慨贊助母校及協助香港慈幼會會省中華歷史檔案，甚得多位任職省會

長讚許。他真是做到鮑聖對學生的祈望，一個社會好公民及教會熱心的教友，是我們同學會的好

表樣，故此我們封他為「澳慈典範」。現他回歸天父懷抱，我們將會永遠懷念他，以他作我們學習

榜樣，祈求天父賜他安息，在天國上與神長們共享光榮。 

澳門慈幼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鍾吉輝學長，聖名若瑟，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二十一日清晨四時三刻，在上水北區醫院逝世，安息於天父懷中，

享年九十。 

一九四二年畢業於香港仔工業學校，畢業後曾於母校任教繪圖及機械

科，直至六十年代初離職。鍾學長為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第三

任會長(1955-1960)，致力聯繫舊同學事宜。 

離開教職後投身工業界，曾與數位舊同學合力創辦本港第一間發泡膠飯盒製造廠。 

一生秉承慈幼會教導，忠於信仰，克盡己職，樂於助人。學長說話溫文爾雅，從不疾言厲

色，實為好好先生一名。 

學長育有二子四女，二子亦是香港仔工業學校學生，其中一女為安貧小姊妹修女，一生致力

服侍長者，另有一女為嘉諾撒修女，被派往非洲協助難民重拾信心面對將來挑戰。 

走到了人生最後的一年許，健康逐漸轉差，但對母校鐸聲仍然愛不惜手，關注神長、校友及

母校之情懷，盡顯於此！ 

敬 請 通 功 

敬 請 通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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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海晏修士 (Bro. Joseph AO) 聖名若瑟 

於 3 月 9 日晚上十時半在香港東區尤德夫人醫院逝世，安息

於天父的懷抱，享年 86 歲。  

 

區海晏修士生平簡介 ： 

1926 年 03 月 09 日  於澳門出生 

1946 年 08 月 16 日  於澳門矢發初願 

1952 年 08 月 14 日 矢發永願於意大利基愛理 

2012 年 03 月 09 日 在香港逝世 

 

接受培育和工作的地方和時間：  

1945 – 1946   澳門慈幼會初學院（初學生） 

1946 – 1949   澳門鮑思高中學（管理員、印刷教師）   

1949 – 1953   意大利鮑思高崗（深造藝術科柯式及印刷）   

1953 – 1954   澳門慈幼中學（印刷工房副主任） 

1954 – 1981   九龍鄧鏡波學校（印刷工房主任） 

1981 – 1984   路環兒童教養院（負責人） 

1983 – 1984   路環聖方濟各學校（負責人） 

1984 – 1989   台北聖若望鮑思高堂(財務主任) 

1989 – 1996   香港慈幼會修院（財務主任） 

           其間曾有三年到上海幫助「明愛」負責印刷部 

1996 – 2007   香港慈幼會修院 

2007 – 2012          香港慈幼會少懷之家 

 

區修士曾任慈幼會中華會省議員，又長期出任九龍鄧鏡波學校印刷部主任，對中華會

省貢獻良多。區修士才能出眾，多才多藝，尤擅長音樂及繪畫。他指揮的學校銀樂隊

及堂區歌詠團門生眾多，水準極高。 

區修士待人誠懇有禮，樂於助人，廣受會士、老師、學生及教友愛戴。他一生忠於鮑

聖，勤謹事主，祈求天主仁慈地接納他，並賜他永遠的賞報。 

敬 請 通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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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澳慈留港同學   李沾美  2,000 元 

  黃國定    500 元 

香港仔工業學校同學   羅文光 (香港)    200 元 

  黃文道 (安大略省)        790元 

  劉文達    500 元 

 
 
 
 

 

 
                                                  
 
 
 

 
 
 

14-15/F., The Bank of East Asia Building, 10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Website : www.onc.hk E-mail : ludwig.ng@onc.hk  

Tel : (852) 2810 1212 Fax : (852) 2804 6311 

 
 

Ludwig Ng Siu Wing 

1980 Tang King Po School, 1982 St. Louis School 

 

Is pleased to offer 

Free initial consultation to all fellow Don Bosco old boys 

 

  Direct line: 2107 0315 E-mail: Ludwig.ng@onc.hk 

http://www.onc.hk/
mailto:ludwig.ng@onc.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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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既然與基督一同復活了，就該追求天上的事， 

在那裡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邊。（哥 3：1） 

 

聖保祿指出我們不但被召叫進入耶穌的這個國度， 

而且我們已經屬於這個國度。  

信德告訴我們，藉着聖洗，我們與耶穌已結合為一，並因此分享著祂的 

生命、祂的恩典、祂的產業、祂戰勝了罪惡和黑暗勢力的成果； 

事實上我們已與祂一同復活了。  

可是我們與那些已成功達到聖德的人不同，我們還未圓滿、明顯、穩定 

和絕對地屬於基督這個國度。  

我們一天還生存在這個世上，就仍需面對著無數的危機、困難和誘惑， 

它們會使我們猶豫不決，甚至能使我們半途而廢或誤入歧途。  

那麼我們該如何實踐這句生活聖言呢？  

它激勵我不要滿足於一份平庸的、祇是馬馬虎虎和苟且妥協的生活， 

而是應該藉著天主的聖寵，按照基督的法律去生活。  

這句聖言推動我們在自己的環境中努力生活出耶穌帶到世上來的人生價值及

作出見證，例如和諧共處的精神、和平、服務弟兄、諒解和寬恕、忠誠、正

義、在我們的工作中盡忠職守、信實、純潔、尊重生命等。  

 

 

選用《母校鐸聲》彩色電子版 

《母校鐸聲》現備有彩色 PDF 版，供同學上網查閱或由電郵接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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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由電郵接收，亦可發電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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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為加強對同學之服務，同學如想查詢或聯繫某神長、某同學，請電郵上

址，鮑思高同學聯合會定必盡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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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angkingpo.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