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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思高神父誕辰二百周年： 

 確認為一項有益於意大利的事件 
 
【慈幼通訊社 ─ 2014 年 07 月 30 日羅馬慈幼總部訊】 ─ 以意大

利政府部長議會的主席名義成立的國家利益周年歷史與科學委員

會（Historical and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anniversaries of national 

interest），於 7月 18日召開由馬裡尼博士（Dr. Franco Marini）主持的會議中，確認了鮑

思高神父誕辰二百周年慶典，為一項對國家有益的事件。 

慈幼會懷著喜悅之心，歡迎這項決定。總會長范達民神父有以下的評語： 

親愛的慈幼會士及慈幼大家庭成員，親愛的鮑思高神恩友好及青年：昨天我們收到一份

附上新聞消息的稿件，新聞報導了國家利益周年歷史與科學委員會，於 7 月 18 日召開由

馬裡尼博士主持的會議，宣佈鮑思高神父誕辰二百周年慶典，為一項對國家有益的事件。 

當然，這消息令我們非常高興，我們深表滿意。文件確認了鮑思高神父在這國土中備受

愛戴，並成為一位有特殊重要性的人物。 

我希望這消息能傳遍世上慈幼神恩所在的地區，的確，我們敬愛的鮑思高神父，是聖神

賞給整個教會的禮物。他作為青年慈父及良師，屬於整個世界，是人類遺產的一部份。

所有慈幼會或慈幼大家庭事業的地方，這份祖產都是，且應是真實存在的，我們應勉力

活出這份祖產。 

我們已經表示，不願意這二百周年慶典，淪為一連串

徒具形式的慶祝活動，卻要成為一個契機，讓我們都

能活出鮑思高神父的神恩，一份時時刻刻適用於青年

的神恩。 

我們感謝意大利政府，對鮑思高神父予以肯定，並願

意以更新的精神，服務普世青年，包括這片屬於他的

美麗意大利國土。 

         親愛的 

總會長 范達民神父                                  

[資料來源:慈幼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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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慈幼會     中華會省省會長 

邀請出席八月十六日 DB200 揭幕禮 

 

親愛的院長、會士兄弟 / 姊妹，以及大家庭各單位負責人：  

事由：邀請出席八月十六日 DB200 揭幕禮 

 過去三年，我們鑽研過鮑思高神父的歷史、學習過他的教育法、加深了他的神修， 

贈言，把牧民主題定為「鮑聖心、心傳心－效法鮑思高，與青年同在，全心為青

年！」， 

竭力承擔會祖鮑思高神父的使命。 

 2012 年一月，我們舉行了隆重起步禮。經過三年各項活動的準備，我們將於八月 

十六日──紀念會祖誕生的日子，舉行慈幼大家庭 DB200 慶典揭幕禮。當日節目詳 

情如下： 

 

主題：鮑聖神恩，造福教會 

日期：2014年 8月 16日（星期六） 

時間 項目 活動內容 【舉行地點】 

2:00p.m. 探知館開幕禮 為重新裝修與更新的探知館開幕【李嘉堂】 

2:30p.m. DB200揭幕禮 
會士分享、青年分享；新書發佈、贈書儀式；DB200 

全年活動簡介；隆重揭幕【鄧鏡波學校禮堂】 

3:45p.m. 小息、茶點  

4:30p.m. 感恩聖祭 

會長斐林豐神父主禮，並且慶祝十三位神父修士修女 

發願或晉鐸特別周年紀念，以及十一位協進慈幼會士 

發願銀慶或金慶【進教之佑堂聖堂】 

7:00p.m. 家庭晚宴 土瓜灣囍慶酒樓（每位$250） 

 

 本人在此誠意邀請各位出席 DB200 慶典揭幕禮，投入未來一年各項慶典項目，確 

認慈幼會士身分，矢志承擔會祖使命，並在當天與眾位慶典主角同頌主恩。 

 
             主內  

省會長斐林豐神父 敬約 

2014/7/16 

 [註：各同學如欲參加家庭晚宴，請與所屬舊同學會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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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月 16日       慈幼大家庭慶典聚會 

慶祝會祖誕辰 暨 會士發願 / 晉鐸銀、金、鑽、白金慶感恩聖祭 

  

發願七十周年紀念 

 慈幼會：孔志剛修士  Br. Arnold de Groot 

發願六十周年紀念 

 慈幼會：馮天駿神父  Fr. John Bosco Fung Tin-chun 

 慈幼會：龔廣權修士  Br. Emanuel Kung Kwong-kuen 

 慈幼會：吳新琦修士  Br. John Bosco Ng Sun-kei 

 慈幼會：潘厚均修士  Br. Marius Poon Hau-kwan 

 母佑會：畢德勵修女  Sr. Teresa Birolini 

發願五十周年紀念 

 慈幼會：張冠榮修士  Br. Joseph Cheung Koon-wing 

 顯主會：關餘安修女  Sr. Florentina Kwan 

 顯主會：戴振容修女  Sr. Mary Gertrude Tai 

發願二十五周年紀念 

 母佑會：王芳萍修女  Sr. Rosemary Wang Fong Ping 

晉鐸二十五周年紀念 

 慈幼會：吳志源神父  Fr. Joseph Ng Chi-yuen 

 慈幼會：吳多祿神父  Fr. Peter Ng Dor-lok 

 慈幼會：龐秉輝神父 Fr. Peter Pong Ping-fai 

協進慈幼會士 

 發願五十周年紀念： 梁美霞 

 發願二十五周年紀念：葉瑞碧、劉翠霞、胡偉盛、鄭黃漪薇、歐陽潔庸、李燕芳、 

 關甜芝、趙玉珍、葉永強、王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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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慈幼會中華會省 
 

DB200慶祝活動日期 

 

  2014 年  

DB200 教區神父研討會（台） 

2014 年 08 月 04 日（星期四） 

鮑思高之夜（TKP） 

2014 年 08 月 15 日（星期五） 

慈幼大家庭慶祝活動 

2014年 08月 16日（星期六） 

-  揭幕典禮（港） 

- 倒數計時器啟動禮（台） 

DB200 國際歷史研討會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鮑聖神恩的發展」 

2014年 11月 19 - 23日（星期三、日） 

  2015年 

DB200 慈幼大家庭神修日 

（會長、神師、院長、所有成員） 

2015年 01月 11日（星期日） 

DB200 中學競技運動日（港） 

2015年 01月 29日（星期四） 

DB200 小學競技運動日（港） 

2015年 01月 30日（星期五） 

 

DB200 慈幼家庭日（台） 

2015年 01月 31日（星期六） 

DB200 聖母樓啟用祝聖典禮 

2015年 02月 25日（星期三） 

DB200 慈幼日：會士家人同慶祝（港澳） 

2015年 02月 25日（星期三） 

DB200 慈幼日：會士家人同慶祝（台） 

2015年 03月 10日（星期二） 

DB200 鮑思高青年營（港、澳、台） 

2015年 08月 12 - 15日（星期三至六） 

DB200 守夜祈禱 

2015年 08月 15日（星期六） 

DB200 堂區慶祝 

2015年 08月 16日（星期日） 

DB200 成果分享會（澳） 

2015年 08月 16日（星期日） 

DB200 慈幼大家庭慶祝（港鄧鏡波學校） 

（青年活動、經驗分享會、彌撒、自助餐） 

2015年 08月 2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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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慈幼學校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6月8日探訪日 

在千億萬人中你我的相識，已是緣份。我們還能在一起生活，共同學習，豈不應更為

珍惜嗎？我們澳慈留港同學會的同學大部份都曾接受學校的寄宿生活，每天接受神長

的照顧，過著有規律的生活，相信我們曾寄宿的同學是不會遺忘的。但現時澳慈留港

同學會的同學大多都年過六十，踏入花甲之年，故每年的相聚使我們更覺得珍惜。可

惜近年有很多老同學由於年老及身體差了，無法參加同學會的聚會，故我們的探訪小

組每年都盡量探訪一些年老體弱的同學。 

我們的財爺陳乃棟學兄擔任同學會財政幾十年，在去年退休後，身體比較以前差了很

多，血壓非常之不穩定並不時覺得頭暈。故現時棟哥的家人都不贊成他獨自一人外

出，而棟嫂亦希望我們盡量能同棟哥出街或飲茶，以增強他的活動能力，所以今次的

探訪就由和棟哥飲茶開始。6月8日探訪小組（包括區華昌，陳定文，鄭廣榮夫婦，馮

志耀，黃民強夫婦及梁耀強夫婦聯同棟哥及棟嫂）在北角聯邦酒樓集合及早茶。 早

茶後一同坐地鐵前往探望周考將夫婦。周太非常客氣，知道我們的到訪，一早在她家

附近的酒樓預留座位並邀請我們食午飯。周兄一向喜歡飲酒及打麻雀，可惜我們當天

要探望多位校友，未能抽空同他打牌，祇好陪他食飯飲酒，在酒樓共渡一個愉快的午

飯。午飯後我們分別乘坐的士由牛頭角去彩虹邨，探訪前會長趙忠文學長。前些日子

趙太因病離世，因趙兄沒有告訴我們趙太離世的消息，故我們並未有詳細查問，祇希

望他能放開心情，能好好地生活。趙兄心身狀態未如理想，看起來比較疲倦，臨離開

時同學會送上利是及祝福，並告之同學會將為趙太及已亡神長奉獻追思彌撒及祈禱。 

離開彩虹邨後，我們再坐的士去樂富探望李堯兄，印象中李兄是位非常執着及壞脾氣

的人，但今次覺得李兄完全改變了，變得非常和善及好客，一早冲好了功夫茶和預備

茶點等待我們。在交談中每說到他的喜好時就更為高興，並給我們看他的收藏品，如

十多把不同類型的刀，不同款式的茶壼，可以看得出他對我們的探望真是非常歡迎

的。李兄現時行動無以往敏捷及肚有些脹，並不時需要到醫院覆診，但仍未找出病

因，同學會祗好送上利是及祝福。 

最後我們去聖德肋撒醫院探望盧榮德修

士，他在護養院裡已住了一段長時間，非

常適應該院生活，雖然要倚賴拐杖行動，

但閒時亦會自己外出，不需人陪伴。他雖

然有病但非常樂觀，對我們講述當年在澳

門教書的生活，怎樣鼓勵當年學生讀書及

學位的重要性，並勸導同學中學畢業後必

需繼續升學，考取相關專業，在 70 年代

頗為前瞻呢。我們在醫院結束當天的探訪

活動並祝願各學長及神長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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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鄧鏡波書院鮑思高同學會 

足球同樂日 
梁曉暉 (2013/6B) 

2014 年 5 月 3 日那天，剛考完文憑試的我如常行經「合和」，到達我的

「家」，參與由舊生會舉辦的西瓜波足球比賽 。我亦與不同屆別的同學組了

隊名為「友聯」的隊伍出戰。 

到了我在學校陪伴著我的球技成長的地方－－地下足球場，相信任何屆別的

「波記仔」都與這個足球場十分熟悉。這個足球比賽不但可以令告別了學校多

年的師兄，回校再次在足球場上重拾在中學時期的一點一滴，亦可以以足球交

流一下師兄弟的足球技術，確令人興奮起來！在球場上，不可缺少的便是公正

嚴明的球證，當日我亦有幸擔當此角色。能夠在細小的球場上仔細地欣賞球賽

之餘，也可以在眾師兄前為球賽定下重要的判決，何樂而不為呢？經過每場艱

辛而「有血有汗」的比賽，慢慢就以不敗之身攀登到冠軍的寶座。在「主場」

上受各師兄的支持和讚賞，令我感受到「家」所帶給我的無比溫暖。 

所有賽事完結後，不少師兄們都攜著自己的妻兒眾首一堂，再次分享少時在學

校讀書的趣事趣聞。我看見此場景，不禁令我想著，日後我也會否好像師兄們

一樣，做著同樣的事情在我的二、三十年後。此時，我看到桌上有一紙一筆，

紙張的內容是加入舊生會的表格，我二話不說

便走過去填寫了。 

噢～哥老了，才離開了「波記」數個月便成為

了舊生，感覺就像與香港鄧鏡波書院永不分離

的。這次西瓜波足球比賽確實令我獲益良多！ 

 

[各舊同學可於以下連結參閱 2014年 5月 3日

活動的更多相片:- 

http://picasaweb.google.com/HKTKPCDBPPA ] 

 
 
 
 

 

http://picasaweb.google.com/HKTKPCDB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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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成立「港澳關懷神長小組」 

緣起 

慈幼會在各地，教育基層青少年，栽培了不少人才，令人讚許。慈幼會會士甘於淡

薄，過著獨身生活，一生致力教會及教育工作，使人敬佩。他們遠離家鄉，來到我們

成長之地，全心全意教導我們。現今我們的長上，大多年事已高，親友不多，且健康

欠佳，退休後留在修會院舍安老，過着平淡的生活。留港的外省或外籍神長，親友在

外地，尤其需要我們多點關懷！飲水思源，知恩圖報，是理所當然。鮑思高同學聯合

會最近成立了港澳關懷神長小組，喚起同學們的關注，設立平台齊向恩師致敬，表達

感恩，分享歡樂！ 

 

成立小組 

2012 年尾，數位加拿大慈系舊同學回港，到少懷之家探望年長之會士，關心他們的

需要。其後由杜港勝、李文彥同學發起募捐運載輪椅之“關懷之車”一事（詳情見

「母校鐸聲」2012 年 10-12 月號第 7 頁），向海外及本港舊同學們募捐，亦已經於

短期內完成此善舉。所購得之運載輪椅汽車，亦已投入服務，為行動不便的神長提供

更安全和更方便的照顧。是次募捐，超額完成，所得之款項，除購買汽車外，尚有約

十萬港元盈餘。有見及此，發起人及多位居港之熱心同學，皆認為有需要在本港成立

「關懷神長小組」，將捐款餘數，用作小組的起步基金，為神長提供更便捷及貼身的

服務；籌劃工作隨即展開。 

2013 年 3 月，於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週年大會上，通過成立「港澳關懷神長小

組」。主要為聯絡各舊同學會，方便開展工作，並作為聯合會經常活動之一。其後經

多方奔走，成功以「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名義，在中國工商銀行(亞洲)開設獨立

戶口，專門處理小組的營運收支。2014 年 2 月下旬小組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探討及

計劃初期工作。 

 

宗旨 

  集結港澳，以至旅居各地同學之人力物力，為神長提供服務，使感受到其一生努

力，貢獻社會、造福學生，得到學生的讚賞、肯定！ 期望可以為桃李滿天下，

但親人不多的神長帶來慰藉，有較舒適和愉快的晚年，分享今昔師生情誼不變的

喜樂。 

  宣揚小組服務，藉關懷神長行動以感染港澳區慈系各校同學，參與敬愛神長行

列，使小組服務得以薪火相傳，並傳承及廣揚我國重視孝行的精神。 

 
小組成員 

馮志耀(聯合會會長)  劉鏡成(聯合會副會長)  李文彥(香港仔工業)   林兆熊(粵華留港)   

黃民強(澳慈留港)    黃子康(香港仔工業)    梁國波(香港仔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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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大綱 

  定期組織探訪“少懷之家”及與神長聚會、慶祝，緊密接觸分駐各校團體的高齡

會士。 

  每年派發新年利是予“少懷之家”神長。 

  送上利是祝賀神長七、八、九十等壽辰。 

  送上利是祝賀發願／晉鐸銀、金、鑽、白金慶典之神長。 

  與加拿大關懷神長小組合作。安排被邀請的神長到加拿大觀光，慶祝發願或晉鐸

重要周年，以表揚他們的貢獻！ 

  籌募經費：為使小組工作得以持續，有須要定期進行募捐活動。 

 
財務安排 

小組以 "關懷之車" 餘款作為基礎，因簽發可免稅的捐款收據問題，款項存放在中華

會省財務部。首期從會省財務部撥款港幣伍萬元注入小組之獨立戶口，此伍萬元為小

組營運款項之基數。每年小組之全部支出結算一次，同時亦核對小組與會省財務部所

收到的捐款總數，向各同學作出匯報。當小組戶口結餘少於伍萬元時，可向會省財務

部申請，從 "關懷之車” 戶口撥款補足。 

 

捐款方法 

支票捐款  請背書捐助 [關懷神長小組]  

1. 支票抬頭：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地址：九龍 天光道 16號 

2. 支票抬頭：鮑思高慈幼會 PROCURATOR IN HK OF THE SALESIAN SOCIETY   

           [可發捐款免稅收條] 

               地址：會省財務長 梁熾才神父 

               鮑思高慈幼會  中華會省辦事處  香港 薄扶林道 69 號 B 

直接存入小組戶口 

 ICBC 工銀亞洲    戶口名稱：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戶口號碼：882-520-00348-8 

捐款後，請知會小組成員或電郵下列人士，以便核對並發出收條 

捐款不拘多少，只着重對神長表達一點心意。 

 
查詢 

請聯絡：黃子康  9048 7097  austwong@gmail.com 

梁國波  9519 3200  johnleungkp@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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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重逢是另一種緣分        

- 63ATS336 – 

相逢是一種緣分，而重逢更是另一種緣分。在「香港仔工業學校」(香工)1963 年畢業

後，有很多師長都失去聯絡，或沒有機會再次會面；而在五十多年後竟然能夠再次見

面，真是一種特殊的緣分。 

 
梁澤民老師篇 

相信大家對梁老師都不會陌生，他是筆者

在校時的監學，對學生管教非常嚴厲。因

為他經常配戴一副又大又厚的

「黑超」，所以贏得「盲公」的

渾名。 

畢業後，雖然從多方面都知道

他的去向，但始終並沒有與他

再次見面。在去年籌備畢業金

禧慶典時，有一位同學提起是

否可以邀請他參加我們的活

動。於是筆者便四處打探，希

望知道他的消息。無獨有偶，

在某次場合中，獲梁家強學兄

的協助，知道他是在澳門伯大

尼安老院頤養天年。由於他不是在香港，

所以籌委會認為不太方便邀請他。 

筆者很少過江，所以遲遲都沒有「的起心

肝」去探他。直至今年七月十二日，因為

要赴澳門參加一位好友的晉鐸禮，於是便

抽一些時間到安老院探望他。 

在會客室與他見面時，他初時尚未記起筆

者是誰，後來他才漸漸憶起筆者是那一

位。他雖然年屆八十九，但思維仍然尚算

OK；雖然行動緩慢，但仍然不需使用枴

仗輔助。在附近的酒家進午餐時，他的胃

口非常好，比筆者吃得更多。 

午餐後返回院舍後，他帶筆者到處參觀， 

 

並在禮堂/會客室再次詳談。筆者忘記了

是甚麼話題帶起，我們居然引吭高歌，唱

起多首梵二前的額我略拉

丁聖曲。他告訴筆者，他

是在院舍的小堂負責領唱

聖歌的。 

縱使尚有很多話題要傾

談，但筆者因要趕往主教

座堂觀禮，所以雖然捨不

得，仍然要與他道別。他

雖然行動不太靈活，仍然

堅持要送筆者到大門才肯

返回宿舍。筆者望著他的

背影，默然離開院舍，步

行往對面的巴士站．．．．．。 

梁老師托筆者向各位問候，並希望認識他

的舊同學，如果往澳門時，歡迎與他一

聚。他的地址是： 

伯大尼安老院地址：澳門青洲大馬路 

     Asilo De Betania 
Address: Avenida do Conselheiro Borja, Ilha 
   Verde, MACAU 

電話 Tel:(853)2823-4379,2822-2582   

傳真 Fax: (853)2823-4677 

電郵 Email: jmsa@macau.ctm.net 

可在碼頭乘坐 28B或 28BX巴士，在青洲大

馬路的「美居廣場」下車，再向前步行三

分鐘便可到達。如若邀請他出外午膳或晚

膳，請預先與院方聯絡，以便作出安排。 

 

https://hk-mg61.mail.yahoo.com/compose?to=jmsa@macau.ct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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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棣芝老師篇 

陳老師是一位音樂及繪畫設計人才，他在「香工」從未教過筆者，但是當過筆者的管理

員。畢業後，從來都沒有與他再次見面，亦不知道他的去向。筆者仍然記得，他是名口

琴家梁日超老師的表弟，並多次安排梁老師到學校義務任教。跟過梁老師學習的同學，

相信一定仍然尚會記得他們。  

在一次教會的聚會中，筆者偶然提起是「香工」的舊同學；其中一對夫婦，便問筆者是

否認識陳棣芝先生？筆者告訴他們，陳老師是本人在學校的管理員，並拜托他們代為找

尋他的聯絡資料。一等就等了好幾年都沒有消息，亦漸漸忘記了再去追問他們，到最近

突然接到陳老師的電話，才恢復再次聯絡，於是便約他茶聚。 

終於在七月初與他在酒樓會面，雖然多年未有見面，但仍然立即記得起對方，不須像

「粵語殘片」中的你眼望我眼一段時間才相認的重逢場面。多年沒有見面，當然有很多

說話要講：五十多年來彼此的經歷。結果，由上午十一時半一直坐到下午三時才離開。

幸而陳老師與該酒家非常稔熟，才不致出現不好意思的場面。 

陳老師托筆者代他向各位認識他的舊同學問安，並希望能夠與多些舊同學會面。 

 

 

 

粵華中學校友會 

慶祝林文瑞神父 101歲生日會簡記 
林兆熊 

 

粵華中學校友會於本年五月十八日補祝林神父 101 歲生日慶祝會，當天出

席校友共三十多位；上午十時三十分由梁熾才神父於慈幼會修院聖堂主持

感恩聖祭。彌撒後在少懷之家舉行簡單的生日會，其間林神父以意大利文

高歌一曲『聖母頌』，中氣十足，顯出林神父寶刀未老，全場鼓掌。由於

該月亦為陳延仕修士之

生日，故此校友會特別

訂了兩個生日蛋糕，由

兩 位 神 長 主 持 切 餅 儀

式。慶祝會後會長區宗

傑同學請港、澳兩地之

理事於東成酒家午膳，

並商議校友會來年的工

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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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Don Bosco Past Pupils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第三屆高爾夫球友誼賽 
 
 

活動目的：增進慈幼會屬下各校校友間的友誼 

         [如有餘款，將撥作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的經費。] 
 

日期：2014年 10月 10日(星期五) 

 

地點：廣東省惠州市惠東縣大岭鎮十二托候鳥高爾夫球場 
 

集合地點及時間：皇崗口岸早上七時四十五分 
 

收費：每位港幣$1,500元正 
             

名額：60名 

 
 

詳情請向各聯合會代表或籌委會委員查詢； 

亦可聯絡籌委會召集人劉鏡成 (uheart2007jl@gmail.com) 

 

 

 

聖若望鮑思高神父：『你們要彼此認識、關懷、互助和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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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羅格       500 元 

   黃國定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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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       鮑思高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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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天主忠僕畢少懷神父 

【慈幼通訊社 ─ 2014 年 05 月 02 日意大利 Tirano 訊】 ─ 5 月 23 日，在意

大利 Sondrio 附近的 Tirano，舉行天主忠僕畢少懷神父 (1889-1971) 誕辰 125 

周年暨晉鐸百周年紀念（他於 1914 年 4 月 16

日在都靈晉鐸）。慈幼會中國及菲律賓傳教士

畢少懷神父的列品案教區程序，已於 1 月 30 日

在菲律賓 Pampanga 會省的聖費南多展開。 

有賴母佑會修女的殷勤款待，以及慈幼大家庭

和堂區團體的踴躍參與，這位偉大慈幼會士的紀念活動得以順利舉行。列品案

慈幼會代理人 Pierluigi Cameroni 神父，簡介了列真福品所需要的程序。他提到

有一些事情，有助推動這位天主忠僕，進

入下一步的列品程序，並指出已有一些藉

著畢少懷神父轉禱而得到的恩典。他亦展

示了一本小冊子及一份單張，用以介紹這

位天主忠僕畢少懷神父，以及鼓勵人們呼

求他轉禱。 

大禮彌撒於畢少懷神父受洗的 Tirano 堂區聖堂舉行，由所羅門群島 Gizo 島主

教暨慈幼會士 Luciano Capelli 主持。他是畢少懷神父的門生。他的講道著重這

位天主忠僕適合時代的一面。他講及畢少懷神父的家庭歷史，充滿考驗和痛

苦，並憶及他如何努力維護及推廣家庭。他特別透過實踐慈愛與屬神的父道，

把預防教育法深深植根於中國和菲律賓。他的榜樣鼓勵我們在不同時代及環境

中，把鮑思高神父神恩的遺產和教育的風格現代化。畢神父的努力以及福傳熱

忱，是他人性及靈修生活的特點，這些特點必須成為每個基督徒團體的特質，

使能結出豐碩的果實，並產生福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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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樓內貌 

 

 

 
 

《母校鐸聲》由今期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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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http://www.dbpp.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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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同學於下期郵寄寄出後(8 月中)，想收取而又斷收《母校鐸聲》的

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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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