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 校 鐸 聲 
 

 香港仔工業學校。聖類斯中學。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慈幼學校。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刊物 

 香港鄧鏡波書院。鄧鏡波學校。澳門慈幼留港。澳門粵華留港      一九三一年創刊  香港主教准 

 
 

                
 

【慈幼通訊社 ─ 2012 年 4 月 24 日羅馬慈幼總部訊】 ─ 國際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最

近慶祝創會百週年紀念。凡曾接受過慈幼會教育的人士，都可稱為「鮑思高舊

同學」，因此人數無法估計。他們當中很多是傑出人士，但卻以簡樸的日常生

活，實踐鮑思高格言：「做個良好的基督徒和正直的公民」。 

聯合會的會章第一條為：「舊同學是那些曾參與慶禮院、慈幼會學校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慈幼會教育，並

曾依據鮑思高預防教育法的原則接受培育準備將來的人。」 

聯合會的「歷史性記憶」，要說到 1870 年 6 月 24 日，鮑思高神父本名主保瞻禮日，一群舊同學本著孝

愛之情，向他送上一些咖啡杯。鮑思高神父希望延續這個傳統，為他們獻出一整天，並邀請他們共進晚

餐，為答謝他們的禮物。首次「兄弟的慶節」於 1874 年 7 月 19 日舉行，成為鮑思高舊生週年聚會的傳

統，並在慈幼會會院延續下去，直到今天。 

1884 年，這群舊同學──人數多於三百──成立首個組織。他們致力保存所接受的教育，繼續為貧苦無

告青少年工作，並在彼此間培育友誼與共融。首個會章於 1911 年 12 月 8 日都靈首屆國際大會中，在鮑

思高神父第三位繼承人真福李納德神父鼓勵下制定完成。 

一眾舊同學深願在都靈進教之佑大殿前竪立鮑思高神父紀念碑，1920 年 5 月 23 日，正式揭幕。他們在

這個場合，訂定組織的基本架構（至今仍適用）：地方校會、會省聯會、國際聯會（自 1954 年起稱為國

際鮑思高同學聯合會）。他們在會議中，決定把非基督宗教的舊生，也一併納入聯合會內，消除歧視與

隔離，建立會中兄弟友誼與共融意識的對會的優勢。 

六零年代大公會議期間把舊同學會帶進一個嶄新的、與慈幼會更緊密合作的具體模式中。聯會成了

O.M.A.A.E.E.C，一個涉及不同修會的舊生的團體，得到教會認可，成為國際公教組織（O.I.C.）中的一

員。 

國際鮑思高舊同學聯合會，集合各大洲的舊生，不分種族及宗教信仰；推動會員的持續培育及遵照鮑思

高教育法支援青少年教育，尤其貧苦無告者。舊同學也被召叫，

把他們從慈幼教育所得到的價值觀，予以宣揚及保護，並在生活

中實踐出來。 

近年，聯會注重未來領袖的培訓，在各大洲舉辦專門課程。同

時，他們亦彼此分享新的計劃，交流本地的議案，並籌辦國際大

會（歐洲區、亞澳區、拉丁美洲區及非洲區），每四年舉行一

次，以及每六年舉行一次的世界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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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Provincial for China －新任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 
 

(ANS – Rome) – The Rector Major, with the agreement of 

his Council in their summer plenary session has appointed 

Fr Lanfranco Fedrigotti as the new Superior of the “Mary 

Help of Christians” Province of China; he takes over from 

Fr Simon Lam. 

Fr Fedrigotti was born on 23 June 1949 at Tiarno di Sotto, 

in the north of Italy. He made his novitiate at Albarè, took 

his first vows on 16 August 1966 and his perpetual vows 

on 16 August 1972 at Albarè di Costermano. 

Ordained priest on 21 June 1977 in Hong Kong, he was 

Vice Rector and Rector in several of the Salesian houses in 

that city. At Province level he was a Councillor and 

Delegate for Formation. 

His installation will be on 11 August in the Salesian House of Studies in Hong Kong. 

Published 27/06/2012 

 

 

斐林豐神父   Fr. Lanfranco Fedrigotti  
 

1949 年 6 月 23 日 

1959 – 1965 年 

1965 – 1966 年 

1966 年 08 月 16 日 

1966 年 10 月 23 日 

1966 – 1969 年 

1969 – 1971 年 

1971 – 1972 年 

1972 – 1977 年 

  
1977 年 6 月 21 日 

1977 – 1980 年 

1980 – 1981 年 

1981 – 1984 年 

1984 – 1985 年 

1985 – 1998 年 

1998 – 1999 年 

1999 – 2001 年 

2001 – 2004 年  

2004 – 2012 年 

2012 年 6 月 

生於意大利 Tiarno di  so t to 

於慈幼會學校讀書，獲藝術證書 

於意大利讀初學 

發初願加入慈幼會 

來華傳教 

於香港長洲讀書，獲倫大入學試文憑 

於台北讀中文，獲中文證書 

到長洲當哲學生指導員 

在筲箕灣修院讀書，1973 年獲倫大校外學位，主修文學和哲

學，1977 年獲香港聖神修院神學學士 

晉升鐸品 

在台南慈幼高工任宗教主任 

於九龍鄧鏡波學校任宗教主任 

到羅馬宗座聖經學院進修，獲聖經碩士 

重返台南慈幼高工任宗教主任 

在筲箕灣慈幼會修院任副院長兼教師 

在羅馬進修 (San Tarc isio) 

在羅馬進修 (Testacc io)，獲聖經博士 

於香港慈幼中學任院長 

任慈幼會修院院長，同時出任會省議員 

獲慈幼會總會長任命為中華會省第十四任省會長  

 

斐神父通曉意大利文、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中文，七種

語言；曾任教聖經、宗教知識、哲學和英文；他喜愛的運動是足球和籃球，嗜

好包括爬山和露營；他特別關懷貧窮和被遺棄的青年，願意為他們服務。他的

特點是虔誠事主，仰慕鮑思高神父，和熱愛中國的文化。 

[資料來源：中華會省會省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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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輝會士晉鐸慶典 

 慈幼會會士黃家輝，於 2012 年 6 月 23 日

在澳門大堂前地主教座堂領受司鐸聖職，30 多

位主教及神父參與了聖事。 

 授予司鐸聖秩感恩祭由澳門黎鴻昇主教主

禮，陳日君樞機襄禮，林仲偉省會長及澳門教

區、各修會、慈幼會士等 30 多位神父共祭。教

友更是踴躍參禮，未到三時，主教座堂已是座

無虛席。 

 感恩祭在恭讀福音後，由林仲偉會長推薦黃家輝會士領受鐸品，黎鴻昇主教

經考慮，宣佈揀選他領受司鐸聖秩，並向他闡明司鐸職務的意義，及給予訓勉。

黃家輝會士跟著在主教和信友面前宣誓，表明接受司鐸職務的意願，並願意在鐸

職上，作主教忠誠的合作者，在聖神帶領下，牧養上主的羊群，恆心不懈地善盡

司鐸的職務。黃執事宣誓後，全體信友詠唱「諸聖禱文」，祈求上主祝福這位將

領受鐸職的執事。透過「覆手禮」和「祝聖儀式」，黃執事被祝聖成為司鐸。當

其穿上司鐸祭衣，全堂掌聲熱烈。接著是傅油和授予聖爵禮，最後主教及在場之

司鐸團，以和平禮歡迎新司鐸。至此，授予司鐸聖職典禮完成。 

 慈幼青年在典禮中，演出禮儀韻律舞

"Action Song"為這「青年慈父鮑思高」

的神子送上祝賀及鼓勵。而黃家輝新司鐸

致詞時，感謝黎主教主禮，陳樞機襄禮，

林省會長及多位司鐸共祭，主內弟兄姊妹

的參禮。又向在其聖召道路上支持他的一

切人士、及籌備禮儀的弟兄姊妹等，致以

萬分謝意。亦呼籲青年朋友要積極反思和

回應天主的召叫，並懇請信眾為澳門的聖

召祈禱。 

 禮儀後，新鐸與主禮神長團、嘉賓及親友等拍照留念。晚上七時，假富豪酒

店舉行慶祝新鐸聯歡晚宴，氣氛非常熱鬧。 

 

黃家輝會士簡歷：廣東三水人，一九六二年生於香港。九一年

發初願，於九九年矢發永願。在慈幼會修會的培育中，黃執事

完成了哲學及神學課程；其後亦完成有關學生輔導、有關中國

語文碩士課程。曾先後在慈幼會屬校：澳門雷鳴道主教紀念學

校、九龍鄧鏡波中學等校；分別任職教師、宗教教育主任。現

任為澳門慈幼中學教師，及「慈幼．粵華」會院財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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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鮑思高神父獎 

 

為紀念鮑思高聖髑於 2011 年來華、慈幼會創立 150 週年、以及

慶祝 2015 年鮑思高 200 週年誕辰，慈幼會中華會省日前設立了一項名為

「聖鮑思高神父獎」，由鄧鏡波學校校友梁廣榕先生，於其私人的「梁廣

榕教育基金」內每年撥款贊助，頒發給慈幼會、母佑會及顯主會於港、

澳、台屬下各中學之優秀學生，以發揚鮑思高神父對青年的關愛，亦鼓勵

慈幼大家庭的學生效法鮑聖無私的精神。 

  各中學每年可推薦三位同學申請，他們不但品學兼優，富有服務精

神，還受到鮑思高神父的啓迪，傳承和發揚鮑思高神父的美德和神恩。 

 今年有 30 多位優秀的中學生參選，由慈幼會、母佑會、顯主會、校

長及基金會代表所組成的評審小組，嚴格挑選了 5 位，獲得首屆「聖鮑思

高神父奬」，每人不但得到梁廣榕教育基金的兩萬元奬學金，而且還有精

美的奬狀，更榮幸獲得慈幼會總會長查偉思神父的親筆簽名，可謂彌足珍

貴、意義重大。 

 頒獎禮於 8 月 16 日慈幼大家庭慶祝 發願/晉鐸鑽/金/銀 慶及修生

作終身奉獻宣誓的晚宴中舉行。獲獎學生都非常高興及感到很大的鼓勵。

慈幼會總會長覺得如果得到「梁廣榕教育基金」的支持，希望將這項活動

推廣到亞澳等地區。 
 

 今年獲獎之同學芳名如后：（排名不分先後）－ 

第一位是來自台灣慈幼工商的謝宛真同學 

第二位是香港聖母玫瑰書院的楊加希同學。 

第三位是香港聖母書院的馮冬怡同學。 

第四位是香港聖類斯中學的蔡力為同學。 

第五位是九龍鄧鏡波學校的許基誠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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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鄧鏡波書院第 44屆畢業典禮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莘莘學子乘風飛揚」 

 母校於六月二十二日在學校禮堂舉行第四

十四屆畢業典禮，邀請了 1979 年中七畢業同

學懲教署副署長邱子昭先生主禮及授憑頒

獎。160 名中六及中七的同學，在慈幼會信

仰、仁愛與理智的薰陶下，完成中學階段的

學業，邁向人生另一段旅程。當天，畢業同

學在嘉賓、家長、舊同學和師生共同見證

下，領取畢業證書，與摯愛師長和親友分享

箇中的喜悅及成就。  

 家長及畢業同學甫坐下，禮堂已開始播放

畢業花絮，收錄了畢業生在校生活剪影的點

點滴滴以及同學們初進校園時和畢業的對

比，為這場典禮拉開了溫馨的序幕，有些家

長看見孩子的轉變及成長，甚至流出喜悅的

淚。  

 典禮進場莊嚴，同學齊聲頌唱「青年慈父

鮑思高」，以祈禱及歌詠團頌唱聖詩正式掀

開序幕。林仲偉校監在致歡迎詞中，感謝母

校舊同學邱子昭學兄蒞臨授憑、陳永堅校長

（1979 年，中七畢業）﹑校董會及家長的帶

領，讓本屆畢業同學有一個難忘而莊嚴的畢

業禮。他更寄語畢業同學置身光怪陸離的社

會要堅持做一個正直的人，更要有承擔，不

要怕吃虧。陳永堅校長則作校務報告，告訴

大家港鄧在本年度各關注事項上的發展和成

就，包括優化閱讀，展開義工服務及強化學

生學習效能方面。當然也回應林校監對畢業

同學的期望，陳校長表示，希望畢業的同學

緊記：要有出路，必先有思路；要有魅力，

先要有實力；要有境界，首要是眼界，扼要

的概括他對畢業同學的期許和叮囑。 

 接著由主禮嘉賓邱子昭作勉辭﹑頒發証

書﹑獎項及授憑。其勉辭更是動之以情，輔

之以理，既懷緬三十多年前的中學生涯；也

多謝學校神長和老師營造了一個溫暖的大家

庭；更勉勵畢業同學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有獨

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方能辨清真偽對錯。

他更盼望同學要抱著包容，好學不倦的態度

自我增值，一如校徽中表達的「在廣闊無垠

的知識海洋中遠航」。 

 緊接著的是中七及中六代表分別以中文及

英文致謝辭，中七的賴興鵬同學之「聲、

情」兼備，他的一句豪情壯語：「我以作為

香港鄧鏡波的學生感到自豪」，鼓動了畢業

同學的情緒，大家都以掌聲表示喝采。中六

的蔣逸俊同學不徐不疾以字正腔圓的英文向

學校及師長致謝，他更為學校在校際足球比

賽取得驕人成績而感到光榮，他提到學校除

教導知識禮儀外，更重要的是在過程中大家

都感到難以言喻的快樂。 

 母校鮑思高同學會會長鄺寶賢先生（1976

年，中五畢業）致送一面書有「樹苗育根」

的牌匾予在港鄧服務三十七年後退休的黃樹

根副校長，以表示他多年來作育不少英才的

謝意；也致送禮物予服務達十七年的黃川洺

老師。 

 典禮在全體頌唱校歌及林仲偉神父的祝福

中，圓滿結束。深信母校師生秉承慈幼會的

精神，堅持追尋夢想，努力不懈，終能開創

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節錄自香港鄧鏡波書院網頁報導。 ]

   主禮嘉賓邱子昭（左一）與畢業同學合照。
（左起）同學會會長鄺寶賢、校長陳永堅、黃樹根 

副校長、林仲偉省會長、邱子昭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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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慶祝聖母進教之佑瞻禮 

 
莫次麟

 秉承多年的優良傳統，香港仔工業學

校鮑思高同學會每年於五月二十四日聖母

進教之佑瞻禮，在九龍鄧鏡波學校內之進

教之佑堂慶祝聚會，今年也不例外如期舉

行。上午十時許廿多位 ATS 舊生陸續到

達，當中以資深舊同學出席居多。彌撒準

於十時半開始，由劉戩雄神父主禮，周豫

康執事襄禮，莫德源當輔祭，何兆泉負責

領經。其中劉戩雄神父曾於 80-86 及

89-95 任 ATS 院長，對舊同學自然有一

份特別關愛的感情，而周豫康執事卻是

63 年於母校畢業，是三位 ATS 舊生終身

執事之一，由他襄禮至為合適，另外輔祭

和領經都由資深學長担當，實在是 ATS

強勁的組合，雖然各人都已遠超六十之

齡，卻不減當年青少年在學時的虔敬與熱

忱。 

 聖母進教之佑瞻禮選讀若望福音記載

「加納婚宴」的故事(若 2:1-12) ，劉神

父講道中指出聖史若望尊稱聖母為「耶穌

的母親」，強調聖母超然的地位。而聖母告

訴僕役 (也勸告所有人 ) 一句極為重要和

有力的說話：「衪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

就作什麼」，聖母對耶穌那超凡的信德促成

了衪公開傳教的第一個神蹟，使這對新人

的窘境變成極大的喜樂。鮑思高神父也特

別重視這段福音的深遠意義，他深明聖母

轉禱的效力，耶穌豈能拒絕自己母親的祈

求，所以鮑思高神父也勸勉我們全心投靠

我們天上的媽媽，明認我們極之需要「耶

穌的母親」，以懇切、恒久和信心去求聖母

的助佑。彌撒尾段由劉神父率領大家跪在

主台前恭念習練善終禱文，為各人臨終時

靈魂的得救祈禱。其後黃子康學長代當日

因事未能出席的宋雲龍執事作報告，首先

通知大家金忠偉同學突於上週逝世，請大

家通功祈禱，並盡量抽時間出席 5 月 30

和 31 日的追思和安所禮儀。當宋雲龍學

長於 2003 年獲祝聖為終身執事，深感主

耶穌訓示我們「死亡如盜賊」的真理，每

隔一段時間便有舊同學去世，其中雖以年

長者居多，卻不乏沒有先兆猝然離世的，

家人傷痛之餘更因不懂怎去處理後事而加

倍傍徨。宋執事便推動成立了「善別小

組」協助亡者家屬打點後事，並在哀悼期

作同行者給予精神上或其他事上的支持，

更可按個別需要延長支援期。總之有需要

者無需顧忌或見外，儘管聯絡宋執事、黃

子康或其他善別小組成員尋求協助。唯按

照教區規定，教友去世應通知所屬本堂神

父。如要安葬於聖地，則要向本堂神父申

請。若家屬意願由「小組」安排宗教儀

式，得本堂神父同意後，我們定必盡力協

助，務求安排妥善。本著服務大眾的精

神，「小組」樂意將這項義務的工作，推廣

致鮑思高大家庭各成員，如有需要，歡迎

向「小組」要求協助。 

 報告完畢及拍照後，大夥兒同往就近的

酒樓茶敍，跨越 50、60 和 70 年代畢業的

舊生共聚一堂，齊享美食，大家無分先後

暢快交談。最近連任母校同學會會長劉鏡

成亦百忙中從中環趕到酒樓，使茶敍更添

喜樂，至近二時大家才盡興而回，期待下

次聚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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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慈留港鮑思高同學會探訪少懷之家 
黃民強 

 我們一群澳慈留港的舊同學又再聚會

了，這次選擇在七月八日星期天，到筲箕灣

慈幼會修院，那天的太陽特別猛烈，舊同學

們大多都是四十後、五十後之精英部隊，一

步又一拐地行上徙斜的小山坡，汗流浹背，

但掩蓋不了興奮的心情，還比預定的時間早

到達，廿多位舊同學及其家眷，擠在聖鮑思

高像下的入口處，人人都帶著思念與關懷地

口沬橫飛而舊事重提，每人的心境又再一次

踏入昔日校園。 

    第一站我們先到小聖堂，由鄧繼騰同學

帶領大家頌唸《習練善終》經文，又齊唱

《青年慈父》，接著由聯合會及本會之會長

馮志耀同學講述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將由

本修院院長斐林豐神父接任，並呼籲各同學

抽空出席新省會長的宣誓就職祈禱會，之後

我們在小聖堂內拍照留念。 

    第二站我們更上一層樓，在少懐之家的

餐房，與神長們共晉下午茶，同學會為神長

們準備了豐富點心，並特別為李文德修士慶

祝生日，送上生

日蛋糕，又大唱

生日歌，人人都

分享這個生曰蛋

糕之餘，又可與

方廷忠神父、蔡

國祥神父、袁鶴

清神父、顧志明神父、龔廣權修士、陳廷仕

修士、李東彪修士等暢所欲言，論古談今，

近至五時，才不捨地與各神長告別。 

   最後有部份舊同學到訪住在附近的周甲慶

同學，並順道到老人院拜會他的夫人，她往

年因行動不便而需入住，我們一班老友記與

她在大堂見面，都被她一一認出來，她面色

紅潤，話語中常帶趣味，面頰上時掛笑容，

暢談了大半個小時，亦是時候說再會了。 

 
 

梁澤民先生近況 
 

梁澤民又名梁福全，現居於澳門青州大馬路伯大尼安老院，自 1970 年 8 月離開香港仔

工業學校後，移居台灣，並在台南與現任太太結婚，現育有一女，曾在台灣工作，二十

多年前在孔智剛神父邀請下到澳門粵華小學工作，梁先生近

年身體違和，數年前做過前列腺手術後，正式退休並入住伯

大尼安老院。在安老院內，院友都稱他為〝老師〞，因為在院

內 代 寫 家 書 ， 時

刻 以 教 友 身 份 傳

福音。 

 

梁家強 (香港仔工

業學校 1978) 

 秋日 

 
 

 梁先生與筆者一家人攝於伯大尼安老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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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多尼堂台灣朝聖旅遊簡記 
 

前言：壬辰立秋行, 建國領朝聖, 龍群台灣行, 18賢仕誓隨. 

 

 
第一天：鮑聖台事業, 造福青少年, 到訪少年城, 蘇姐作導遊; 

 泰琪詳解說, 道明交慈幼, 努力默耕耘, 事主愛牧民. 

 
 
第二天：萬金聖母殿,  台灣首聖殿,  

 夜訪零食街, 懇丁歡樂遊. 

  

 

 

 第三天: 玫瑰聖母堂, 劉總獻聖祭, 

     台港頌主恩,   福酌共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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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聖母升天日,  母佑堂感恩, 建軍工校迎, 興翼祝福眾; 

 伯偉備聖祭, 母佑事興隆, 修女導幼園, 同謝福傳果. 
 

 
 

 

第五天： 啟德擦身過, 炎夏購手信,  

 魚子甘香美, 團友滿載歸; 
 台遊五天行, 堂友歡暢遊,  

 謝主事順利, 承諾廣福傳. 
 

   

 

 

團友 梁家強 筆於壬辰年 爭秋奪暑日 

 

 

 

 

 

    

註：此石刻豎立於台南少年城    

內之鮑思高像側。從內文之叙

述，讓我們對慈幼會在台灣的 

工作，有進一步認識。   

 

 

 

台灣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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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Don Bosco Past Pupils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第一屆高爾夫球邀請賽 

 
日期：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二） 

地點：西貢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南場） 

日程： 上午8點30分   集合兼開球禮(地點：推桿練習場) 

上午9時正   開球(開球洞視乎當日球會安排) 

下午2時半至4時半      自助餐及頒獎禮 

 

名額：四十名（先報先得） 

收費：每位港幣＄1500.00（須於十月十四日或之前繳付） 
 ＊扣除相關開支後所餘費用，將留作各校會（80%）及聯合會（20%）營運資金。 

 
比賽規則： 

（１）男士：白 TEE 開球  女士：紅 TEE 開球 

（２）球賽根據國際規則及球例進行。每洞盡量以推球入洞作準，罰桿必需計算清楚，若有爭議，

請詳細記綠，待完成比賽後由主辦單位定奪。每洞最高桿數為 Double Par＋１。 

（３）請各組隊員自行記錄每洞桿數，比賽完結後，由組員互相簽名作實，並交回計分處。 

（４）差點計算方法：新新貝利亞（New New Peoria），上限為30桿。 

計算差點方法：完成比賽後，主辦單位從18個洞中以抽籤形式抽出其中12洞，將該12洞之桿

數以2、3、4制計算總和（即計算超桿數目，3桿洞最高計5桿，4桿洞最高計7桿，5桿洞最高

計9桿），將該總和乘以1.5，然後減去18洞所打之總桿數，以此數乘以0.8即為當日個人之差

點。最後，以當日各球友所打18洞之總桿數，減去當日差點，便得出淨桿分數。當日差點上

限為30桿。淨桿分數相同者，則以差點較少者為勝，但如差點都相同，就要計算單數球洞

（1、3、5、7、9、11、13、15、17）所得總桿數，低者為勝。 

（５）獎項：   總桿數冠、亞、季軍 

  淨桿數冠、亞、季軍 

  最遠發球獎 

最近洞口獎 

 
（６）獎品： 各獎得主皆可獲獎盃一座 

   

 

熱烈呼籲大家鼎力支持，讓這第一次籌款活動延續下去。 
報名請與各校會會長、校會代表聯絡，齊來分享高球樂。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第一屆高爾夫球邀請賽籌委會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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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華中學恆社、火箭社 

         慶祝畢業五十周年活動安排 
 

1. 設立畢業五十周年獎學金暫定名為：「1962畢業金禧紀念獎學金」 

獎勵項目，由學校決定，歡迎同學提出建議。 

2. 感恩祭：2012 年 10 月 28 日 10:00am於男校聖堂舉行彌撒。(林兆熊負責) 

隨後參觀學校。中午品嚐葡國餐。  

3. 五十周年晚宴：於澳門富豪酒店舉行。 校監、校長及一位副校長將會出席晚宴。 

助興節目：火箭社、男校恆社、女校恆社各預備一個項目。  

同學如有興趣，也可抒發畢業感言。  

當晚司儀：鄭德鏐、張錫鈞、鄭永健。 

部份師長因年事已高或行動不便，不便邀請他們，同學們可自行相約前往拜候。 

4. 韓國旅遊：2012 年 10月 29 日 參加韓國旅遊者，約於下午乘船往香港出發。 

2012 年 10 月 30 日—11月 3 日韓國首爾五天遊。 

 
  紀念 DVD 已接近完成. 如同學仍有相片願意分享, 歡迎寄給羅惠湄處理. 

電郵: vmchuilo@yahoo.com.hk 

  五十周年紀念獎學基金: 基金的基數為 HK$25,000. 現已獲捐 HK$10,000.  

其餘數目請同學慷慨解囊認捐. 如數目超出, 可成立另外一個基金.  

基金戶口為: 283-2-184002 香港恒生銀行;  

如寄支票, 抬頭為: 澳門粵華中學校友會  

(男校:林兆熊，女校:梁月玲，英文部:楊玉麟負責收集)如有疑問，請聯絡各負責人。 

  製作紀念 T-shirt (加大、大、中碼) T-shirt上印木棉花及 1962-2012 

以上各項活動, 認購及認捐, 請同學盡量於 2012年 9月 15日前回覆 

  回條： 

姓名 T-shirt 

XL,L,M 

HK$60 

懷舊 DVD 

HK$25 

28 Oct 

10:00am 

彌撒 

28 Oct 

11:30am 

參觀 

28 Oct 

12:30pm 

午餐 

28 Oct 

5:00pm 

晚餐 

HK$600-700 

認捐  

獎學金 

        

mailto:vmchuilo@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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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忠偉同學 於 1949 年偕同兩位慈幼會士由

上海來港，本想進入慈幼修院，但後來入讀

香港仔工業學校木工部。因他來自上海，故

同學間稱之為「上海仔」。金學長於 1953 年

畢業，一如當年大多數木工科畢業同學一

樣，投身學校教師行列。他在福德學校任教超過三十年，為該校訓導

主任。 

  在母校所學的木工手藝，從未放棄。家中的大小傢俬、書枱書

櫃，全部都是他親手打造的。在子女眼中，他不只是個巧手的工匠，

更是個很愛錫子女的好爸爸。他對兒子很嚴格，但對女兒卻是十分愛

護。金學長不善詞令，但對人以心相待，亦很注重禮儀規矩，是個絕

對奉公守法的人。 

  當太太離世了不久之後，他便退休了，開始人生的另一階段。他

沒有再找另一半，而把情感時間投入在喜歡做的事上：到長者中心參

予義工活動，和搭車時認識的車長叔叔們去行山，回上海探親，參加

母校「魯仲衡」同學們的聚會，去圖書館探求養生之道等等。三年前

兒子因急病逝世，對全家的打擊很大，但他還是敖了過去。直到去年

十月因肺積水入院而確診擴散性癌症，對女兒說：他不怕死，但怕

痛。雖然如此，也寧願多捱一陣痛也不想太快死，就是捨不得女兒。

在他臨終的時間，天主一直都眷顧了他們一家，讓女兒有充足的時間

和機會去跟他說出想說的話；去讓他見他想見的人，好讓他能安然的

放開心中的掛牽。最後他於 2012 年 5 月 16 日辭世，回到天主的身

邊。他的骨灰將會安放於長沙灣天主教墳場。請大家繼續為金忠偉同

學祈禱。 

敬  請  通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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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恩洪修士 
Bro. CHEUNG Yan 

Hung Thomas, S.D.B. 

1925-2012 

(逝世日期：七月 十六日) 

 

  

 

我們敬愛的張恩洪修士 (Bro. CHEUNG Yan Hung Thomas)，聖

名多默，於 2012 年 7 月 16 日下午 1 時 22 分於東區尤德夫人醫

院安然病逝，回歸天父的懷抱，享年 88 歲。 

張恩洪修士生平簡介 ： 

1925 年 04 月 03 日  於廣州出生 

1948 年 08 月 16 日  於香港矢發初願 

1954 年 08 月 16 日 矢發永願於香港 

2012 年 07 月 16 日 在香港逝世 
 

接受培育和工作的地方和時間： 

1938 – 1943   澳門慈幼中學（排字印刷） 

1947 – 1948   澳門慈幼中學（初學） 

1948 – 1951   醫院 （養病） 

1951 – 1952   澳門慈幼中學（翻譯及撰稿） 

1953 – 1954   慈幼印書館 

1954 – 1955   九龍鄧鏡波學校（印刷工場）， 聖類斯中學（寄宿部指導員） 

1955 – 1957   澳門慈幼中學 (負責指導修士保守生) 

1957 – 1960   慈幼修院備修院 （輔助副院長及撰稿）  

1956 – 1960   澳門私立華僑大學（中國文學） 

1961 – 1962   香港教區教理教授訓練班 

1960 – 1967  聖類斯中學 （輔助教務主任、擔任初小主任） 

1965 – 1967   羅富國教育學院 （在職師訓、檢定教員） 

1967 – 1975   香港鄧鏡波書院（教員） 

1975 – 2009   香港仔工業學校 

1975 – 1991   擔任指導員和圖書館主任 

1981 – 1982   修讀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課程 

1992     協助成立鮑思高大家庭服務中心 

1995 – 1996   任會省辦事處文員及 協助鮑思高大家庭服務中心 

1996 – 1998   協助鮑思高大家庭服務中心 

1998 – 2009   從事翻譯工作 

2009 – 2012   少懷之家（休養） 
  

張修士一生獻身修道，追隨鮑思高神父。然而他遭受很多困難，初有惡疾纏身，多年備受

困擾，後來讀書進修又遇上種種障礙。幸好他全心信賴上主，以不屈不撓的毅力克服各種

艱辛，終於得遇雨過天晴的美好景象。 張修士宅心仁厚，關心後輩修士的福祉，對學生

則細心指 導，循循善誘，恩澤眾多莘莘學子，成為他們的良師益友。 在他的服務生涯

中，以領導香港仔工業學校足球隊最為突出，當年曾獲全港冠軍，成績驕人；後來在鮑思

高服務中心的工作，則盡顯他的愛心、恆心和堅毅；年老時，仍孜孜不倦翻譯「慈幼修

士」一書，將生命的餘暉獻給修會。 現在他息勞歸主，將生命的高低起伏、勞苦與喜樂

盡獻於天主台前。我們與他一起感謝天主，因為他在一生中，堅貞地持守了自己的慈幼奉

獻聖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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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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慈幼學校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謹定於 2012 年 10 月 28 日， 

假座灣仔合和中心七字樓薈軒大酒樓 

舉行周年聚餐，五時恭候，七時入席。 

敬請留意本會通告 

 

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澳慈留港同學  譚雅達   500 元 

慈幼學校  麥德榮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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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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修 篇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時 

我並不是在叫喊著 "我是得救的”， 而是在低聲的說 "我曾經迷失過” 

“所以我選擇了這條路"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時 

並不是因為我覺得比你高一等，而是承認我一直在蹣跚而行 

所以我需要一位生命中的嚮導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時 

我並不是在顯示自己很強壯，而是在承認自己的軟弱 

並祈禱尋求繼續前進的力量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時 

我 我並不是在吹噓我的成功，而是承認自己的失敗 

並且沒有能力償還所背負的債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時 

我並不是在自我宣稱我是完美的，而是讓你看到我生命中的瑕疵是這麼的明顯 

但天主相信我是有價值的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時 

我還是會感到痛如針刺般，但我有天主來分擔我的心痛 

所以我會繼續尋求祂的名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時 

我並不是在評價你，因為我沒有那樣的權柄 

我只知道我是被愛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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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bpp.hk ,   http://ats.edu.hk ,    http://tangkingpo.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