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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200 省會長家書八（2015 年四月）

理智與宗教
親愛的青年、使命夥伴及慈幼家庭的兄弟姐妹：
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聖週快樂﹗主受難及復活的神聖逾越節三日慶典快
樂﹗復活節快樂﹗
DB200 四月份的「神恩雙詞」是取自著名的鮑思高神父預防教育法的三部曲，名為「理智、宗教、
仁愛」中的頭兩個名詞。在四月中讓我們集中反省這兩個名詞：「理智與宗教」，餘下三部曲中的第三
個名詞則留至下個月。
當鮑思高神父說「宗教」，他當然意味著基督徒的信仰及其所有的涵意。當其他宗教是人類渴望與
天主契合的產品時，基督徒的信仰是天主渴望與人類契合的結果。當其他宗教是自然時，基督徒的信仰
便是超自然。基督徒知道主動的是天主，並非人類。天主揭示了衪超性的神秘面紗給人類，而人類的回
應是接受這超性的禮物------ 信德。所以，照以上所說，我們可以這麼表達我們的 DB200 雙詞：「理
智及信德」。
表達至此，我們醒起了聖若望保祿二世怎樣開始他的「信德與理性」通諭：

「我向可敬的各位主教弟兄，致候與宗座祝福﹗信仰與理性像兩隻翅膀，使人精神飛揚，瞻仰
真理。是天主把這認識真理的渴望安置在人心中，使人終能認識祂，因認識而愛慕祂，並達到對人
自己的圓滿真理。﹝…﹞」
理智及信德是天主給我們的兩份禮物。理智是自然的，信德是超自然的。我們真的要好好地利用這
兩件禮物去認識天主及自己。為在我們生命中這麼重要的禮物，讓我們繼續閱讀這「信德與理性」通諭
的第一段：「略一回顧古代歷史，足可證明，在世界各地、文化儘管不同，但同時都發出一個基本問
題，表達出人類存在過程的特徵：我是誰？我從何而來又將何往？為何有惡？人死之後還有什麼？這些
問題存在於以色列的聖書中，也出現在婆羅門教的吠陀經及祅的火經中；我們在孔子、老子的著作中也
有所發現，而在蒂爾丹嘉拉（Tirthankara）及佛陀的講道中也同樣存在；在荷馬的詩歌，及希臘尤里
披蒂（Euripides）和沙孚克理斯（Sophocles）的悲劇中還是會碰到它們，而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的哲
學著作中也是一樣。同樣的問題來自同一根源，即永遠存在人心中的，對生命意義的追尋：事實上，對
這些問題的答覆，將決定你生活的方針。」
要回答這些基本的問題，起初是靠理智，最後是靠信德。
所以我們應同時依賴理智及信德來自我教育及教育別人，這是多麼的重要﹗祝大家透過理智與信
德，對天主的羔羊耶穌的神聖逾越奧蹟有一個深刻的體驗。
摯愛你們的

省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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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大家庭台灣區

慶祝會祖聖鮑思高瞻禮

【慈幼會通訊社－2015 年 2 月 9 日台灣訊息】：2015 年 1 月 31 日台北聖若望鮑思高
堂熱烈慶祝鮑聖瞻禮，作為紀念會祖誕生 200 週年慶典活動之一。該活動由台灣於
1959 年成立之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籌備及贊助。當日自上午至黃昏，約有 150 位參與
者，聚集於掛滿鮑聖生平及活動地方
的大型圖畫之聖堂內。該活動亦顯示
了鮑聖精神如何轉化我們在俗使徒合
作者。
歷時兩個半小時的早上工作坊，由慈
幼會東亞太平洋區議員賢明漢神父主
持，主題為「成為慈幼會會士、母佑
會修女、協進會會士或者慈幼會在俗
合作者後，你的人生如何受改變？」
該項慈幼大家庭有意義之活動，蒙台北狄剛榮休總主教(他亦是一位協進會會士)親臨主
持感恩祭，其他嘉賓有來自香港之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斐林豐神父、幾位來自香港之
協進會中華會省幹士，包括新任會
長林木容女士、十位來自三個台灣
慈幼會團體(台北、台南及高雄)的
會士，及數位來自兩個台灣母佑會
團體(台北及台南)的修女。
節日的尾聲是簡短的訓導、朝拜聖
鮑思高聖髑及感恩祭。當日除成年
人參與外，還有協進會會士及志願者的子女，而幼稚園的學生以其舞蹈及歌唱融入這歡
欣的慶典中。
2015 年 2 月 1 日，慶典續由慈幼會抵達台灣 51
週年之台北堂區教友舉辦。當日上午舉行建堂以
來首度聖鮑思高聖像出遊，約有 300 位堂區教友
及來自香港之慈幼大家庭成員參與。他們在堂區
周邊的街路遊行，沿途頌經、唱聖詩及奉香。
當日的感恩祭由台北洪山川總主教主禮。他在訓
詞中，鼓勵慈幼會在台灣加強對貧苦青年及聖召
的工作。
[鄭安然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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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樓祝聖

暨揭幕典禮
編輯組

慈幼會中華會省特定於二月廿五日，聖類斯雷鳴道主教和聖加里斯多高惠黎神父瞻禮，在
香港筲箕灣慈幼修院，舉行聖母樓祝聖暨揭幕典禮。中華會省蒙前慈幼會總會長查偉思神
父蒞臨主持祝聖儀式，並由省會長斐林豐神父及修院院長吳志源神父陪同。揭幕禮則由全
力支持整項建築計劃的舊同學羅守輝先生主持。當天出席典禮人數約 150 位，有慈幼會東
亞太平洋區議員賢明漢神父、全體修院神職人
員、來自港澳台之慈幼會會士、慈幼會恩人及
各校舊同學等。
查偉思神父致詞祝賀聖母樓的建成，表示這塊
土地是慈幼會中華會省的聖地，是聖雷明道揀
選的。藉此，中華會省事務將創造新的一頁。
省會長斐林豐神父對大家講述這塊土地的來歷：1927-29 年間，當雷明道主教在香港時，
常與教區恩理覺主教一起遠足，行至筲箕灣時，被小山上兩座小屋吸引，見到清幽的環
境，認為確是靈修好地方，雷主教決意買下該處，開辦修院，培育慈幼會士。可惜雷主教
於 1930 初，在國內因保護三名女子而為主殉道。其後由當時省會長，天主忠僕畢少懷神父
接手負責購買及建設。
新大樓擴建委員會召集人林仲偉神父，亦與眾人分享籌建過程：眼見修院舊樓日益擠迫，
地方不敷應用，多年來已有意加建新樓，無奈所費非輕。但天主巧妙的安排，使他遇到一
位舊生，而對方亦樂意為慈幼會效力，協助新聖母樓的興建，其後更得到一位校友建築師
的支持。
修院院長吳神父致詞：誠意邀請舊生多來聖母樓，帶
同年輕家人參與，使認識鮑聖事業的成果，以鼓勵下
一代熱心支持慈幼會事工，使中華會省的慈幼教育事
業，加快地發揚光大。聖母樓落成後，可培育更多會
士，包括來自東南亞的修生。
揭幕典禮嘉賓羅守輝同學致詞：感謝當年恩師的栽培，樂意協助慈幼會，使更多青年受
惠：百多年來，慈幼神長及修士們一直跟從鮑思高神父的教訓，造福無數的青少年，現謹
藉這個機會代表所有受惠的青少年，再三向各位神長及修士們致最衷心的感謝。
聖母樓包括一所青年神修中心，及
為年青會士及傳教士提供住宿的地
方。神修中心可作宗教活動、退省
及神修培育之用。該中心設有 26 個
宿位，並設有神修項目的多用途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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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
八十周年感恩彌撒及開放日
【 慈幼通訊社 ─ 2015 年 3 月 23 日中

國香港訊】 ─ 香港仔工業學校為慶祝
建校八十周年，特別邀請曾於 1986 至
1989 年擔任院長的陳日君樞機，主持
感恩彌撒。在場參與的慈幼會士、恩
人、舊生、老師及學生，藉這機會感
謝天主對這團體沛降遐福。學校特別
舉行開放日，為參觀者帶來美好的回
憶，並展示了生生不息的學校生活。
建校之時，香港仍為英國的殖民地。上世紀二十世代初，一群華籍商人及慈
善家，願意為草根階層的華籍孩子，設立一所工業學校。他們曾到訪慈幼中
學，即慈幼會士在中華會省設立的第一所學校。他們看到慈幼會士向 250 位
寄宿生所提供的工業教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們開始聯絡香港殖
民地政府和慈幼會，著手成立香港仔兒童工藝院 ─ 學校成立之初的名字。
學校於 1935 年 3 月正式開幕，由當時的省會長畢少懷神父，以及港督貝璐
主持開幕典禮。
學校自成立開始，一直由慈幼會士管理，為本地及東南亞地區工業教育的典
範。在過去八十年，學校經歷多重巨變 ─ 包括校舍、課程、寄宿部等各方
面。現任院長林仲偉神父，在講道時則分享到，有少數地方是歷久不變的。
學校永遠是受青年歡迎的地方。老
師與慈幼會士時常實踐著鮑思高神
父的預防教育法，尤其在關愛與協
助學生方面。學生大都勤奮向學，
秉承著校徽上齒輪的象徵意義。
挑戰總是接踵而來。願善牧耶穌繼
續護守我們教育青年的使命，使他
們都成為「熱心的基督徒和良好公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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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Name
常務委員會
Fr Mathew Chan
John Lau
Yip Ka Ming
Chan Tat Ming Ernest
Kenway Wong
Louis Leung
Simon Fung
Anthony Wong
Ng Chak Hang
Lam Siu Hung
Savio Yip
Kenneth Leung

Chinese Name

2015-2017 年度委員
Post

Association

陳鴻基神父
劉鏡成
葉家明
陳達明
黃麒展
梁耀強
馮志耀
黃民強
吳澤衝
林兆熊
葉偉就
梁家强

聯合會總指導神師
會長
副會長
秘書
秘書
財政
委員
宗教，神修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鮑思高慈幼會
香港仔工業
港鄧
伍少梅
港鄧
澳慈留港
澳慈留港
澳慈留港
粵華留港
粵華留港
伍少梅
香港仔工業

聯合會委員
John Lau
Alvin Tam
Savio Yip
Patrick Kwong
John Po
Peter Yip
Lam Chi Yung
Louis Leung
Lam Siu Hung

劉鏡成
譚家寶
葉偉就
鄺寶賢
布錦喜
葉建昌
林志勇
梁耀強
林兆熊

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

常務委員會會長
香港仔工業會長
伍少梅會長
港鄧會長
聖類斯會長
慈幼會長
九鄧會長
澳慈留港會長
粵華校友會理事長

校會代表
Alvin Tam
Yip Wai Chow, Savio
Yip Ka Ming
Peter Ko
Marco Lee
Lam Chi Yung
John Tang
Samson Chio

譚家寶
葉偉就
葉家明
高詩豪
李偉群
林志勇
鄧繼騰
招振龍

校會代表
校會代表
校會代表
校會代表
校會代表
校會代表
校會代表
校會代表

香港仔工業
伍少梅
港鄧
聖類斯
慈幼
九鄧
澳慈留港
粵華留港

校會指導神師
Fr Simon Lam
Fr. So Chi Chiu
Bro. Joseph Cheung
Fr Simon Lam
Fr. Andrew Fung
Bro. John Baptist Chu
Fr. Joseph Lau
Fr Pedro Leong

林仲偉神父
蘇志超神父
張冠榮修士
林仲偉神父
馮定華神父
朱錫恩修士
劉戩雄神父
梁熾才神父

指導神師
指導神師
指導神師
指導神師
指導神師
指導神師
指導神師
指導神師

香港仔工業
伍少梅
港鄧
聖類斯
慈幼
九鄧
澳慈留港
粵華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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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工業學校

鮑思高同學會

2013-2015 年度委員會成員
成

員

職 位

Fr. Simon Lam

林仲偉神父

神師

Peter Yu

余立勳校長

顧問

Savio Fok

霍建強老師

顧問

John Lau

劉鏡成(1978)

前任會長

Alvin Tam

譚家寶(1988)

會長

John Lee

李行莊(1977)

副會長

Bryan C K Lee

李智傑(1994)

副會長

Felix Yeung

楊志軍(2005)

副會長

Stanley So

蘇永佳(2005)

財政

To Yi Long

杜懿朗(2011)

秘書

Austen Wong

黃子康(1958)

委員

Louis Chu

朱錦標(1970)

委員

S S Tang

鄧樹城(1973)

委員

Kenneth K K Leung

梁家強(1978)

委員

Arnold Lau

劉瑞麟(1998)

委員

Dominic Lau

劉偉昌(2000)

委員

S C Tsui

徐水財(2005)

委員

Derren Lam

林惠業(2008)

委員

Alvin Wong

黃健鏗(2008)

委員

Johnny Lau

劉俊傑(2008)

委員

Andrew Ho

何勁泉(2008)

委員

Wu Chi Hang

胡志恆(2012)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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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鄧鏡波書院

鮑思高同學會
陳奕渠（1996, 5D）

今年三月十二日，我十分有幸地以[香港鄧鏡波書院鮑思高同學會] 常務委
員會代表的身份參加母校香港鄧鏡波書院的感恩節慶典，欣賞學弟們的精彩表
演。
是次慶典定於七點十五分開始，
我約七時到達會場(香港理工大學賽事
會綜藝館)已人山人海了。感謝家長教
師會為大家預備了各款美味的手製小
食，為到場的嘉賓、老師、家長、同
學及工作單位打打氣。
畢業至今已有十多年了，以往間
斷地參加母校的感恩節慶典，但都是
在母校禮堂舉行，但近年慶典場地
已沖出校園，真的令我感到震撼及
感動。
震撼的地方是師生們多材多
藝，學校已經有一隊有板有眼的管
弦樂團，而且人數是五十多人。老
師的魔術表演，及至學弟們的繞口
令、無伴奏合唱等精彩表演。當然
亦要感謝學校致力推行[一人一樂器計劃]，才能促使管弦樂團的成立；在此感
謝所有支持的家長及贊助單位，令學弟們的校園生活更加充實。
感動是老師們用心安排及帶領，學生們付出的彩排時間，大膽的在台上演出，
其他各協助單位的妥善安排。回想
起當年我們的感思節慶典，真的是
十分大的躍進！
看見在場每位不論是表演的同學，
座上的嘉賓，家長及同學都十分享
受，在此再一次感謝安排感思節慶
典的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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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通 功

何英俠神父
Fr. Louis HO Ieng Hap

1931-2015 (逝世日期：三月三日)
我 們 敬 愛 的 何 英 俠 神 父 （ Fr.HO Ieng Hap Louis ）
聖名類斯，於 3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在九龍
鄧 鏡 波 學 校 會 院 內 跌 倒 ， 頭 部 流 血 不 止 ； 至 晚 上 10
時 45 分於九龍伊利沙伯醫院搶救無效，返回天父的懷抱，享年 83 歲。
何英俠神父生平簡介 ：
1931 年 09 月 05 日

於澳門出生

1951 年 08 月 16 日

於香港矢發初願

1965 年 03 月 06 日

於意大利都林晉鐸

2015 年 03 月 03 日

在香港逝世

接受培育和工作的地方和時間：
1954 - 1957

澳門慈幼學校（指導員）

1959 - 1963

澳門慈幼學校（指導員）

1965 - 1967

澳門慈幼學校（宗教教育主任）

1967 - 1968

香港鄧鏡波書院（教務主任）

1968 - 1970

香港仔工業學校（學生神師）

1972 - 1979

香港鄧鏡波書院（教務主任）

1979 - 1981

香港伍少梅學校（負責圖書館）

1981 - 1986

香港鄧鏡波書院（宗教教育主任）

1988 - 1994

香港鄧鏡波書院（宗教教育主任兼財務主任）

1994 - 1996

九龍鄧鏡波學校（本堂牧民工作）

1996 - 2002

慈幼會修院（負責慈幼學校彌撒中心）

2002 - 2010

九龍鄧鏡波學校（九龍進教之佑堂堂區助理司鐸）

2010 - 2011

香港慈幼學校（聖母升天小堂主任司鐸）

2011 - 2015

九龍鄧鏡波學校（九龍進教之佑堂堂區助理司鐸）

何神父曾在慈幼會港澳地區多所屬校擔當指導員、宗教教育主任、教務主任、
財務主任及彌撒中心主任等職務。自 2002 年起任九龍天光道進教之佑堂堂區助
理司鐸至今。何神父熱愛修會，一生致力教育青年和服務教友。深得學生的愛
戴，以及會士 、教師和教友的尊敬。他一生忠於鮑聖，虔誠事主，持守自己的
慈幼奉獻聖召。求天主仁慈地接納他，並賜他永遠的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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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振鴻同學

(ATS 1953)

敬請通功

聖名若瑟
於 2015 年 3 月 15 日 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九歲。
蘇振鴻同學於 1953 年在香港仔工業學校畢業，隨即加入海軍船塢
工作，其後因船塢結束而轉往大東電報局任職至退休。蘇振鴻同學是位好好先生，樂
於助人，他說話時溫文爾雅，從不對人疾言厲色。蘇學長一生勤奮工作，照顧家庭，
對各女兒，特別對孫兒更寵愛有加。退休後，他時常主動在多方面協助有需要的人，
深受親友及街坊贊賞。他亦常常參加「魯仲衡」的茶聚，與各位老同學歡聚。蘇學長
於數年前曾患有咽喉癌，影響發聲，經治療後得以康復。可惜於今年初流感肆虐時受
到感染，要接受深切治療，但終因藥石無靈而與世長辭。請大家為蘇振鴻同學祈禱。

葉孝峰同學

(ATS 1959)

敬請通功

於 2015 年 2 月 因病逝世，享年七十餘歲。
葉孝峰同學於五十年代初入讀香港仔工業學校，1958 年尾進入慈幼修院成為備修
生，一年多後離開。其後加入香港開利冷氣公司任職，負責大型冷氣系統，供應聖
堂、學校、酒店及商場等，曾調職到台灣為主管，返港後進入國內工作。晚年離職
自組公司，代購各類大小型冷氣機之零件，主要供應深圳市場。葉孝峰同學因工作
需要各地奔走，故較少與老同學會面，但每主日如在香港，必定到教堂參與晚上彌
撒，逝世的消息亦是從堂區傳來。請各位為葉孝峰同學祈禱，望他早日安息主懷。

郭灝亮同學

(ATS 1951)

2014 年 12 月 18 日 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敬請通功

郭灝亮同學於 1951 年在香港仔工業學校機械科畢業，離開學校後，起初在一機械工
程公司工作，後來進入房屋署任職直至退休。工餘時加入輔警行列，維持治安，退
休時為警長級。郭學長於 1993 年退休後移民加拿大，在當地常與香港仔工業學校舊
同學聯絡，參與活動。年前回流香港，亦有參加「魯仲衡」茶聚，並支持舊同學的
活動。郭學長於 2014 年 12 月 18 日逝世。各老同學均感惋惜，請大家為郭灝亮同學
祈禱，使他早日主懷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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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慈幼會中華會省
2014－2015 各會院及會士一覽表
香港教區
聖安多尼會院
(會省辦事處)

聖類斯會院
(聖類斯中學)

慈幼會修院
(修院/少懷之家)

聖若望鮑思高會院
(香港仔工業學校)

聖母進教之佑會院
(鄧鏡波學校)

斐林豐神父、黃建國神父、劉戩雄神父、李海龍神父、梁熾才神父、
梁啟光神父、吳希義神父。
黃光照神父、鮑嘉天神父、張冠榮修士、陳尚華神父、高懷黎修士、
李均豪神父、李北泉修士、麥謹行神父、李文烈神父、龐秉輝神父、
施達賢神父、蘇志超神父。
吳志源神父、張心銳執事、方廷忠神父、馮定華神父、顧志明神父、
龔廣權修士、梁定國神父、陸達初神父、吳多祿神父、馬永定神父、
馬若望神父、阮明心修士、貝照良神父、林文瑞神父、蘇國怡神父、
陳廷仕修士、陳學海修士、蔡國祥神父、黃子源神父、姚惠民神父、
葉泰浩神父。
林仲偉神父、孔志剛修士、馮天駿神父、林仲基修士、吳新琦修士、
潘厚均修士、潘銘智修生。
江志釗神父、謝家賢神父、朱錫恩 修士、何家輝神父、陸順賢神父、
譚澤琦修士、張志誠神父、張默石神父。

聖母無玷聖心會院 (長洲會院)

陳鴻基神父、林 英修士、李東彪修士。

澳門教區
聖母無原罪會院
(粵華中學/慈幼學校)

孔智剛神父、周伯輝神父、鄺 良神父、馮志恆修士、黎永明修士、
劉志剛神父、李益僑神父、 黃家輝神父、余富強神父。

聖雷鳴道主教會院

楊祖羅神父、謝肇中神父、侯保祿修士、葉廣華執事、陸華清修士、
(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 胡子義神父。

台灣各教區
聖若望鮑思高會院

鄭泰祺神父、薛然文神父、吳新豪神父、范長永神父、唐世榮修士。

(台北聖若望鮑思高堂)

聖若瑟團體
(台

南)

黎明智神父、陳茲新神父、張子昭神父、李伯煒神父、阮文孟神父、
范文友神父、羅力維 神父、張鍾來神父、黃建軍修士、陳興翼神父。

12

暫居留於其他地方的會士

韓大輝總主教 His Excellency Archbishop

何國漳神父 Fr. Joseph HO Kwok-cheung
地址：St. Benedict Parish

Savio HON Tai-Fai

地址：Secretary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2194 Kipling Avenue
Etobicoke, Ontario
M9W 4K9
CANADA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Piazza di Spagna, 48
00187 ROMA,
ITALY

馬士沖神父 Fr. Matthias MO Tze-tsong
地址：Salesian Community

謝維道神父 Fr. Natale CERRATO
地址：Salesiani Monteoliveto

14 Mamre Road
ST, MARYS NSW 1790
AUSTRALIA

Strada al Colleto, 44
10064 PINEROLO TO
ITALY

鍾桂生神父 Fr. Antonio CHUNG
地址：San Callisto Catacombe

祁 範神父 Fr. Peter COFFEY
地址：Salesian House,

Via Appia Antica 126
00179 ROMA
ITALY

45 St. Teresa's Road,
Crumlin, Dublin 12
IRELAND

谷振聲修士 Br. Santiago IRIARTE
地址：Colegio Salesiano

霍思德神父 Fr. John FOSTER
地址：Salesian House

Camino San Adrian, 22
Apartado 2074
26080 LOGRONO,
SPAIN

St. Teresa's Road
Crumlin, DUBLIN 12
IRELAND

梁幹潮神父 Fr. Paul LEUNG Kon-chiu
地址：Don Bosco Technical Skills Center

林健漢神父 Fr. John LAM Kin-hon
地址：Saint Bridget's Catholic Chinese Ctr

c/o Catholic Church Mission
CPO Box 694
UlaanBataar
MONGOLI

445 1/2 Cottage Home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12
U.S.A

朱懷德神父 Fr. Mario ROSSO
地址：S.S. Peter & Paul Church
666 Filber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33,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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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鮑思高同學

聯合會神修活動

澳門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於 2015 年 3 月 21 日 （星期六），效法鮑思高神父的神
修生活，在澳門慈幼中學舉辦神修日活動，敦請得本會神師 周伯輝神父帶領，
由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7 時，會友們伴同家人出席，作靈修上的年度體檢，眾
皆感到獲益良多！
下午 02:30p.m.
於慈幼學校宗教室率先欣賞介紹教宗方濟各的電影：「平民教宗方濟各」敘述
由教宗青少年時期回應聖召開始，至就任教宗兩年來的活動和訓導！其後特別
介紹教宗方濟各二零一五年四旬期文告：「堅固你們的心」（雅 5：8）及敎宗
於三月十三日宣佈將於今年十二月八月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瞻禮展開「慈悲聖
年」，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基督普世君王節閉幕。隨後是神修反省時
間，分享「受試探的耶穌」（希 4：15；路 4：1～13）之深層次意義；接著帶
領我們進入「耶穌的診所」，作靈魂上的年度體檢，針對我們的毛病，贈醫施
藥！保持身心康泰，好能回應上主的感召。
05:00p.m.-06:00p.m.
於慈幼學校小聖堂舉行感恩聖祭，特別為敬愛的何英俠神父祈禱。
06:00p.m.-07:00p.m.
特備簡約茶點，各校友及同學們與家人共聚一堂，分享心得，淨化心靈，迎接
聖週！

香港仔工業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慶祝聖母進教之佑瞻禮
日期： 2015年5月23日(星期六)
地點： 九龍鄧鏡波學校 進教之佑堂
時間： 上午10:30 感恩祭及習練善終
正午12:00 茶聚

歡迎各同學參與，同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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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澳慈留港同學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劉文達

200 元

黃國定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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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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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