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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師的話  

陳鴻基神父 

本人剛剛於本年八月中旬，從鮑思高崗朝聖回來，滿滿的手信、聖物、相

片、紀念品、層層疊疊的回憶、反思、思緒正待整理，不想讓每事每人輕

輕地溜過，而是井井有條地列入慈幼大家庭皈依過程。慶祝聖人的二百年

誕辰又告一段落，這個大家庭朝聖得到什麼? 在鮑思高的預防教育法方面有些什麼響應? 

在研究他的教育法中有什麼更可以作實踐的地方? 在鮑思高的慈幼靈修上有什麼可以豐盛

的呢? 

記得在歐洲各地旅途上，很多人也投以好奇眼光，驚奇地問及我們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有什麼隆重慶祝? 為什麼要動員一百二十人，浩浩蕩蕩的前往朝聖。我們肯定地回答我們

是為慶祝這個「慈父與導師」的生日。他們非常欣羨地回應：竟然在亞洲你們有這樣強烈

的認同感，更是千載難逢的，遇到很多的年青人，他們不約而同的談及他們直接或間接

地，受到鮑思高的影響，在友儕中，一起開開心心的成長，大家互勵互勉，而且有秉持同

一慈幼信念、價值和使命，繼續在大時代中推進。這就是印證。 

同樣，在今年八月二十日於杜林華道角，聖母進教之佑大殿清晨彌撒中，總會長在西班牙

和中華會省慈幼大家庭成員集合時，給予我們莫大的鼓勵和訓勉。 

他開始就是衷心問候各大家庭的成員，尤其是中華會省大家庭內的每位協進會士和舊同

學。他的訓勉可分三點： 

1）簡樸：鮑思高的一生是在簡樸中渡過，他的成長，也是和他一起成長的青少年不離不

棄。年幼時經過麗達媽媽的悉心教導和培育，使他在簡單和實踐的教育法中，與青年同行

和協助他們成長，甚至為他們奉獻一生也在所不惜。這樣的簡樸就是無私地奉獻為青少

年、與他們同行。 

2）謙卑：這謙卑是取法聖母，因為耶穌親自邀請他效法這位「牧童女」，由謙卑可以換來

真正的喜樂之泉，和喜樂之源。每當時代有所改變和面對任何挑戰，經過聖母循循善誘之

下，鮑思高和他的青少年不恥下問，必定能夠克服一切的困難和障礙。 

3）貧苦無告：今天的鮑思高每當見到有困難和處於困厄的青少年，便會多面體，甚至多

元化的與他們一同坐言起行；況且，他必定請求協進會士和舊同學施以援手，他斷然不會

讓這群貧苦無告的青少年，成為明日社會的包袱；他也會把握任何機會，使他們認識天

主，講授要理，使他們成為熱誠和積極的教友。 

其實，總會長的話，正好回應教宗方濟各的福音的喜樂勸諭，第 273 條的一句子： 

「在這世上我就是傳教使命；我是為此而在這世界上。我們應視自己被傳教打上印章、甚

至是加上標籤的，這傳教帶來光明、祝福、活力、提昇、治癒和釋放。在周圍的人中，我

們開始見到有情有義的護士、有情有義的教師、有情有義的政治家，一班情義之人，他們

從心底裡選擇與他人、為他人而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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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7-9月號 

奉獻生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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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200 慈幼大家庭慶典 

同一根源、夢想、承諾、旅程和使命 

2015 年 8 月 22 日，是中華會省鮑思高神父誕辰二

百周年慶典的結束和盧山修生宣發永願的日子。超

過 700 教友包括來自其他修會團體蒞臨分享慈幼會

的喜悅。會省特別印製一本教宗方濟各致總會長，

有關鮑思高神父誕辰二百周年書信，送給參加者作

為紀念品。另外，兩本新書《母院史》和《聖若望

鮑思高神修默想篇》的出版，希望幫助大家延續和

承傳鮑思高神父的使命。 

在神恩分享會上，慈幼家庭朝聖團和參加慈幼青年運動普世聚會的青年分享了他們前

往都靈的的經驗和反思。使命和承傳似乎對青年來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然而，鮑思

高神父說這可以非常簡單，就是成為正直的公民和熱心的基督徒。其中一位青年天朗

說慈幼青年和其他青年小組的分別是他們有信仰。一個非常深刻的經歷是他與一位將

進入慈幼修院的意大利青年的相處。他們的分享涉及很多他之前沒有注意到的青少年

問題，而這些問題也適用於香港的情況。在這個時代，與鮑思高神父的時代不同，有

很多的挑戰。這很難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處理所有這些挑戰。然而，教會給了我們一位

好導師來教導我們。總結時，他認為慈幼青年不僅是一種身份，也是一種影響一生的

生活態度。自己成聖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帶領其他青年成聖。我們還需要在社會上

傳揚基督的精神。此外，他們還特意準備了不同語言的生日祝福視頻，作為禮物送給

鮑思高神父。最後，慈幼家庭朝聖者表演了一隻舞蹈，表達他們如何跟隨鮑思高神父

的腳步，在危地找尋青年。這是他們如何承傳鮑思高神父對青少年的使命。 

在講道時，中華會省省會長斐林豐神父分享盧山修生讓他印象深刻的說話。不是他先

愛鮑思高神父，而是鮑思高神父先愛他。作為慈幼會會士，這是很容易混淆、比較愛

耶穌或是鮑思高神父多一點。一

個非常美麗的思想是繼續愛鮑思

高神父，因為鮑思高神父很愛耶

穌，那麼鮑思高神父會教導我們

如何更愛耶穌。 

透過慈幼會會士對耶穌基督的愛

和奉獻，越來越多的使命夥伴參

加這份青少年的使命。這樣，透

過青年經驗到慈幼會會士和使命

夥伴的愛，他們便認識到自己的

使命。青年奉獻自己，一代傳一代，承傳鮑思高神父的使命。 

http://www.sdb.org.hk/cp/p05/p051508o/p051508o.htm
http://www.sdb.org.hk/cp/p05/p051508o/p051508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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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除盧山修生,宣發永願外，同時慶祝下列神長發願／晉鐸紀念： 

黃龍軒修生於 8月 16日在台南宣發永願 (詳情見另頁) 

發願五十週年紀念  

慈幼會：李伯煒神父 Fr. Lee Pak Wai, Martin、李文烈神父 Fr. Newbery Peter、 

    蘇國怡神父 Fr. Socol Carlo、黃子源神父 Fr. Wong Chi Yuen, Francis Xavier  

母佑會：廖鳳娟修女 Sr. Liu Fung Kuen, Cecilia、易婉燕修女 Sr. Yick Yuen Yin, Rose 

晉鐸五十週年紀念   

慈幼會：吳希義神父 Fr. Ng Hei I, John Baptist  

晉鐸二十五週年紀念  

慈幼會：江志釗神父 Fr. Kong Che Chiu, Denis、范文友神父 Fr. Pham Van Huu, Joseph 

 

歡慶晚宴一如往年，於土瓜灣囍慶酒樓

舉行。因今年為會祖誕辰 200 周年慶

典，參加者十分踴躍，雖然佔用整個酒

樓，亦只可安排 40餘席，部份參與感恩

聖祭人仕只有向隅。出席晚宴有慈幼大

家庭各成員，包括來自港澳台之中華區

慈幼會會士、母佑會、顯主會、聖鮑思

高慈幼協進會、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

會及進教之佑堂教友等。節目由修院

修生及會士獻唱多首名曲，以表達對會祖的敬意。席間頒發紀念品給本年發願／晉鐸

周年紀念的神長。而鮑思高神父獎學金，亦於當晚頒發給表現優異的慈系院校學生。

壓軸為舞蹈表演，由陳鴻基神父連同省會長斐林豐神父，帶領 DB200 朝聖者一同演

出，每人頭上都帶上探照燈，該舞蹈充滿動感，將晚宴氣氛帶上高峰。最後，由省會

長斐林豐神父、DB200 統籌林仲偉神父就過去三年的活動作一總結，為慶祝會祖鮑思高

神父誕辰 200周年劃上句號。 

 [資料部份節錄自中華區慈幼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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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200 慈幼大家庭慶典 (台灣) 

 

 在鮑思高誕生二百周年瞻禮日 「我謹此宣誓……」 

 

慈幼會會憲說，信徒把自己完全奉獻於主，就是

他所能做最崇高的事。（會憲 23）在慈幼世界慶

祝鮑思高誕生二 百周年的日子，年輕的慈幼會

黃龍軒修生，把自己完全並永遠奉獻於天主。在

鮑思高二百周年這個大日子裡，見證著一個人許

下誓願，以步履聖鮑思高的足跡來跟隨耶穌，再

沒有比這更令人欣悅的了。 

慈幼會黃龍軒修生，畢業於台灣台南慈幼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並在母校宣發永願。他自祖父一代，已是位於學校對面、僅咫尺

之距的聖母進教之佑堂區的熱心教友。 

彌撒由台南教區林吉男主教主禮。主教聖名為鮑思高，是由一位德國籍道明會

士起名的。主教分享了他從世界不同地方，搜集得到各式各樣的聖母像。林主

教從他的主保聖人學會的其中一點，就是以兒子的孝愛敬禮聖母。在我們困難

的時刻，瑪利亞時常指引保守我們。 

慈幼會中華會省省會長斐林豐神父引用彌撒的讀經，鼓勵慈幼會士、慈幼大家

庭成員、使命夥伴及所有在場人士，要成為更屬於天主的人，更屬於我們大家

庭的兄弟姊妹及更屬於青少年的人。 

黃龍軒修生將前往耶路撒冷繼續他的神學課程。慈幼會於台灣開展事業 52 年以

來，共孕育了四名本地聖召。讓我們祈求更多聖召！ 

[資料來源:中華區慈幼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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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學校舊同學會會員一行二十人（包括香港

仔工業學校校友五人）。在神師林仲偉神父帶

領下，於 8 月 1 日下午 3 時，參觀修院，並預

祝蔡國祥神父八十六歲寶壽。原訂集合時間為

下午 2:45，但靈修小組組長譚德光學長及吳達

之學長於 2:30 前已經抵達準備。會長葉建昌

律師亦出席，對靈修小組表示支持。 

 

舊同學會為蔡神父預備了蛋糕及飲品，香工同

學會副會長李智傑一行則預備了多款新鮮水

果。很多同學是為了見蔡神父，特別抽空出

席。蔡神父先後任教於香工及慈幼，林神父說

他也曾是蔡神父的學生，並請我們說出我們對

這位老師的印象。大家都說這位老師不但是數

學天才，而且十分勤力。尤其令學生印象深刻

的是，神父居然可以在下午，把當天上午的功

課發還，而且批改得十分仔細。蔡神父在香工

時，曾管理寄宿部，香工的同學仍然記得這位

老師十分慈祥。 

 

大家談完當年往事後，由林神父、蔡神父及顧

志明神父帶領下，在少懷之家小堂作短禱。最

後由三位神父給各位聖母進教之佑降福，在

4:30 結束這次的活動。請到舊同學會網站圖片

資料庫看看活動的相簿。 

 蔡神父壽辰慶祝停不了。73/83/90/92 校友足球隊在 8 月 23 日舉行蔡國祥神父壽辰足球盃。比賽前先唱生日歌

和送禮物。杜校長、鄧東權老師和已故 73吳澄明大師兄之千金偕丈夫都有參加慶祝。結果由 92屆得冠軍，83

得亞軍。 

文：馮偉文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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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志剛修士 (Bro. Arnold de Groot) 

與香港仔工業學校 80周年 

【慈幼通訊社 ─ 2015 年 7 月 2 日中國香港訊】

─ 香港仔工業學校於本年度慶祝建校 80 周年，自 1935

年起，無數高度專業的慈幼會修士，全心全力地服務該

校，有賴他們的努力，這種典型的慈幼會職業學校模

式，亦傳到菲律賓等東亞大洋洲區其他區域。在這群修士中，有一名年屆 90 歲的年長

荷蘭籍慈幼會士孔志剛修士，在該校服務逾 60 年，教導數以千計的學生。雖然現在他

要依靠輪椅活動，然而有一名該校舊生負責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以下是一則簡短的訪問： 

可否分享你的慈幼聖召故事（作為慈幼會士、修士及傳教士）？ 

本人生於荷蘭，在我還很小的時候，母親每朝 7 時半便送我去參與兒童彌撒。母親認

識一位虔敬的天主教徒，每天我帶食物給她。這位女士領我到慈幼會士那裡，請求他

們收納我為備修生。那時慈幼會士剛展開在荷蘭的事業，而備修院亦僅於一年前，即

1937 年成立。備修院院長為德國籍 Kremer 神父，他收納我為備修生，並告訴我，當天

是聖類斯公撒格的瞻禮(6月 21日)。 

這樣，我便要學習拉丁文及希臘文，我既不喜歡，也力有不逮。院長沒有要求我離

開，卻問我是否喜歡與鮑思高神父一起，並建議我成為慈幼會修士。從此，我便樂於

接受每一項交托給我的工作，漸漸地我開始了解慈幼會士的生活。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於 1939 年展開時，我沒法進行正常學習，接著我便先後修讀了電力

及電子相關的課程。戰事結束後，我們可以對外福傳了。我申請到中國去，於 1947 年抵

達香港。 

經歷了無數成果美滿的日子後，你認為鮑思高預防教育法對你有什麼裨益？ 

教育者臨在於喜歡學習並因而成長的青年當中，真是一件賞心樂事！我自 1950 年便在

香港仔工業學校居住及工作，至今已逾 60 年。我曾先後教授電機及電子科。我亦曾擔

位香港教育署電子科主考官達十年之久，直至 80歲為止。我會有很多事情告訴你們。 

有什麼可與東亞大洋洲區年輕的慈幼會士分享？ 

音樂讓我的生命充滿喜樂。我曾參與歌唱、

學校合唱團及銅管樂隊，我與學生一起並為

了他們進行這些活動。由於現在我所能作的

已經不多，因此十分苦惱。我經常默想：天

主是愛，愛是天主。 

雖然我的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前，但我仍能

為你們祈禱，並感謝所有關心我的人。請繼

續在祈禱中記得我，我仍會時常在祈禱中記

得你們。我誠心祝願，並祈求天主降臨你們

及你們的事業！ 

http://www.sdb.org.hk/cp/p05/p051506f/p051506f.htm
http://www.sdb.org.hk/cp/p05/p051506f/p051506f.htm


7 

 

 



8 

 

 

 
 



9 

 

 

澳慈留港鮑思高同學會 

2015-2018年度 職委員名單 

 
指導神師 : 劉戩雄神父 

永遠名譽會長 : 周甲慶 

會    長 : 梁耀强 

副 會 長 : 郭  志  黃民强 

顧    問 : 鄧繼騰  陳乃棟  馮志耀  區華昌 

財    政 : 陳乃棟  黃民強 

公    關 : 陳定文  區華昌 

神修小組 : 譚雅達 

秘    書 : 鄭廣榮  鍾永根 

康    樂 : 丁其華  梁少豐 

委    員 : 黃飛烈  胡潤霖   賀良梅  鄭少川  鄒健才 

 
 

活動預告 :  
返校日兩天遊定於十二月五至六日舉行， 

詳情將另函通知，敬請留意。 

 
 
 
 

『你們要彼此認識、關懷、互助和團結。』— 聖若望鮑思高 

 

 

 

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澳慈留港同學      康佰誠      200 元 

   請與我們聯絡...... 

會 長：梁耀強  

電 話：(852) 9279 9648 

E-mail: louisleungyk@hotmail.com 

指導神師：劉戩雄神父  

電  話：(852) 2546 1154 

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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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鄧鏡波書院               鮑思高同學會 

 

香港鄧鏡波書院鮑思高同學會新一屆常務委員會已於 2015 年

9 月 1 日開始運作。同學會呼籲同學們熱烈參加母校在

2015/2016年舉辦的慶祝建校 50周年的各項活動。 

 

香港鄧鏡波書院鮑思高同學會常務委員會 

2015/16 -2016/17 年度委員名單如下： 

職位 姓名 離校年份 

會長 黎重孝先生 2004 年 

副會長 盧芳森先生 1997 年 

財政 劉加恒先生 1997 年 

文書 蔡振輝先生 2002 年 

委員 陳永宗先生 1998 年 

委員 尹鍵滔先生 2005 年 

委員 陳奕渠先生 1996 年 

委員 黃麒展先生 2001 年 

委員 歐翊豪先生 2001 年 

委員 陳廷軒先生 2002 年 

委員 魏永森先生 2002 年 

 委員* 葉家明先生 1979 年 

指導神師 張冠榮修士 - 

   *派任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校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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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布理斯本鮑思高校友會  
 

慶祝鮑思高神父誕辰二百周年 

於 8 月 16 日舉行聚會 

 
 

Salesian Old Boys' Association (Brisbane)  

Members  List 

 

 

 

 

 

 

 

 
 

 

 

 

 

 

 

 

 

 

 

 

 

 

 

聯絡電郵地址：sobabne@gmail.com 

                   Name   School/Yr 

Au, John 區夢燊 香港仔工業學校 1969 

Au, Theresa 黃錦文 聖母書院 -- 

Chan, Diana 陳懿嫻 聖母書院 --  

Chan, Eddie 陳潔輝 慈幼學校 1977 

Chan, Paul 陳國棟 慈幼學校 -- 

Chan, Teresa  陳美容 德雅中學 1974 

Chiang, Michael 鄭心宇 香港鄧鏡波書院 1978 

Chiang, Stephen 蔣劍雄 慈幼學校 1982 

Choi, Francis 蔡國經 香港仔工業學校 1972 

Haigh, Yoyo 呂文瑤 聖母書院 1998 

Hui, Joseph 許英朗 慈幼學校 1976 

Kei, Joseph 祁健強 九龍鄧鏡波學校 1970 

Kwok, Kenneth 郭榮華 澳門慈幼學校 -- 

Kwong, Andrew 鄺國銳 香港仔工業學校 1958 

Lam, Candy 林妙玲 聖母書院 1986 

Li, Thomas 李宗清 九龍鄧鏡波學校 1970 

Lo, Andrew 盧錦坤 九龍鄧鏡波學校 1972 

Ng, Bosco 吳景賢 慈幼學校 1972 

Poon, John 潘永洪 香港仔工業學校 1975 

Suen, Nelson 孫兆邦 澳門粵華中學 -- 

Suen, Tony 孫慶強 慈幼學校 -- 

Wong, Paul 黃永聯 香港仔工業學校 1972 

Yeung,  Alfred 楊睿剛 慈幼學校 2002 

Yip, Suzie 伍玉儀 慈幼學校  （職員） 

Yip, Thomas 葉銳熙 慈幼學校 1976 （職員） 

Sr. Yu, Rose 余麗萍修女 澳門粵華女子中學 -- 

mailto:sobabn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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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粵華中學 

慶祝建校九十週年活動 

 

I. 

時間 活 動 詳 情 

2015 年 12 月 6 日 

（星期日） 

開放日 

歡迎家長回校參觀 

下午 2 時 舉行籃球、足球閃電杯冠軍決賽 

下午 4 時 頒獎禮 

 

II. 

時間 活 動 詳 情 

2015年 12月 8日 

（星期二） 
  校慶正日 

上午 11 時  為教友學生舉行感恩祭 

下午 2 時 

 校友回校參觀 

 校友會舉行會員大會 

 理監事等舉行改選 

下午 4 時  為校友舉行感恩祭 

下午 5 時  畢業 50週年健社同學參觀母校新校舍及 

各項設施 

下午 7 時 
 於漁人碼頭會議廳舉行聯歡聚餐 

 餐劵每位 HK$500，餐劵已售出超過 100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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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o Charity Association Limited 

鮑思高慈善協會有限公司 

 

起 源 

在 2009 年，一群來自慈幼會主辦學校之校友及一些善心人士，懷著回饋社會之心，承

傳鮑思高神父創辦青少年中心(慶禮院)之理念，透過自發捐獻及募集善款，成立了非牟

利之「鮑思高慈善協會有限公司」。 

自成立以來，鮑思高慈善協會取得慈幼會的支持，提供位於香港各區場地，與及在義工

協助下，篤力推廣建設青少年中心，服務貧窮、被受忽視及在社會邊緣的青少年，希望

透過教育和不同的活動，針對他們的需要，培育他們整全發展，成為良好公民。 

使 命 

鮑思高慈善協會以效發鮑思高神父的善表作使命，本着仁愛、關懷和忍耐，為貧困及被

忽略的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並配合社會狀况，以下列三大方向目標: 

 引導及教育來自基層，特別是貧窮家庭的青少年，健康、正面地成長，成為良好公

民。 

 關懷及支援身處社會邊緣、隱蔽或被忽視的青少年，抵抗逆境的誘惑、認識正確價值

觀、融入社會。 

 引導及支援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的青少年增強適應能力、加強文化交流，在陌

生的環境中健康、正面地成長，成為良好公民。 

 

贊助項目 

自成立以來，鮑思高慈善協會一直歇力支持慈幼管轄下學校及機構，資助不同項目，包

括改善現有設施，及提供各類型活動服務年青人及有需要協助的人士。期望能透過不同

活動去關注青少年的全人發展，特別是家境貧困及被遺棄的一群，並藉此宣揚主恩，將

福音教義傳揚下去。 

為配合社會需要及慈幼會服務發展方向，南亞裔青少年項目亦為協會資助重點之一。 

 
詳情請登入網址：www.boscocharity.hk 

 

[資料來自鮑思高慈善協會有限公司網頁] 



14 

 

 

慈幼家庭追思感恩祭 
 

依照我們一向的傳統，每年十一月廿五日，在媽媽瑪加利大

的逝世週年，都會特別聯合舉行一台彌撒，追思一眾慈幼會

會士已亡父母、神長、修士、修女、老師、親友及慈幼家庭

已亡成員及恩人。 

 

敬請大家踴躍參加，一起熱誠地為我們的亡者祈禱，俾能早

登天鄉，安息主懷。 

 

詳情請留意稍後中華區慈幼會之公佈 

 

 

我們敬愛的華近禮神父 
(Fr.  Denis  Martin   S.D.B.) 

 

逝世十周年紀念感恩祭 

及頒發助學金 

將於 2016年 1月初舉行 

際此十周年紀念重要日子 懇請各同學踴躍參加 
 

詳情請參閱 2016 年 1 月初公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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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加拿大慈系舊同學慶祝會祖誕辰 2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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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同學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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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