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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國際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會議後感》                

陳鴻基神父  

      非眾所周知，第五屆國際鮑思高同學聯合會議，是在去年十月初於意大利羅馬慈幼

會總部 Pisana 舉行（3-9/10），包括五大洲數十多個國家參加，與會者最高紀錄也有三

百人左右。今屆除了對舊同學聯會章則修訂外，也是分辨：一個新的舊同學會之領導模

式、會長候選人陳辭、選出全球新會長、和慈幼會總會長之認可。舊同學們來自世界各

地，在一起討論中針對末來 2015-2020之策略（Strategic Plan），分別在組織/架構、諮

詢、培育、新一代舊同學（GEX）、財政、社會實踐。 

     在會議中，當選是 Slovakia 東歐藉，精通英文、意大利文的 Michal Hort同學，他為

人年青有為，有動力和龫勁，願意為舊同學會作出無私奉獻和犧牲。在當選後，他謙稱

今天獨力難當，要全球群策群力，以這種無條件的委身工作，並祇是為了會祖鮑思高神

父，疲於奔命，不純粹是論理，而是加強成為網絡，在慈幼㑹、母佑會共同策劃上成為

凝聚力。 

     在這會議後，本人有一個深層次反省，從過往舊同學所做的一切，備受很多人欣賞

和尊重，而且在「根」、「源」上，得到大家一定認同，而且我們舊同學在國際、地域等

也享有一定的聲譽，人家也非常稱讚我們的工作和熱誠，就算連去屆的意藉㑹長

Francesco 對我們讚口不絕。 

    在繼往開來，似乎我們來了一個斷層，我們懷著對個別母校以往的感恩，我們受到某

些神長、師長的教育，可是，我們再沒有跟進，再沒有培育，我們未必完全對鮑思高認同... 

    在宏觀而言，我們缺乏了國際視野，可能落後於毗鄰㑹省，日本、韓國、泰國、越南，

我們畢竟被稱呼「母會省」的。我們未懂得與慈幼大家庭接軌，分工合作，與其他的會

省聯繫、建立網絡。 

    在微觀而言，我們未來有否觸覺、活動、特別注意到會省內之教育、神修和社會的動

態？再者，會省有否一個整體性的藍圖，統整和貫串我們的問題、展望、和動力？ 

     今天鮑思高神父不是再向我們招手？以前的感恩、神長與師長、師兄弟彼此之間的

修和、觸碰、寬恕、愛、被愛，統統都在慈悲天父的臉容中折射出來。就讓我們繼續手

牽手，抬起頭，走向青少年中間，再次洋溢出那些年的慈幼歡樂與喜樂！ 

 

      耶穌説：「你們看見我的，也就是看見那派遣我來的。」（若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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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義神父，痲瘋病者之天使」 慈善首演 
 

1935 年 11 月 11 日，胡子義神父開展了他在中國(香港和澳門)的傳教使命，製

片人特意選擇今天 ─ 2015 年 11 月 11 日作他紀錄片的首映。入場門券每位港

幣 100 元，所有收入捐贈「安貧小姊妹 - 聖瑪利安老院」。 100 多名觀眾參加是

次首映活動。 

大會嘉賓陳日君樞機致詞時表示，胡子義神父為此事很高興：因為這一切都是來

自天主的。紀錄片令他再次記起，作為一個意大利人、一個基督徒、一個慈幼會

神父、並最終成為一位服務麻風病人的傳教士的榮幸。陳樞機指，胡子義神父總

是充滿喜樂，並非常感謝所有的恩人。大家應記住所有曾支持這項事業的朋友和

恩人。胡子義神父在影片中送給大家一份禮物，就是快樂的秘訣。鮑思高神父承

諾慈幼會會士麵包、工作和天堂。而天國就始於現世。快樂就是有一個為他人開

放的心。當你的心完全忘卻自我，只關心需要你幫助的人，而做一切可幫助他們

的事，那麼你就找到快樂了。 

導演 Gianni Criveller 教授分享說 ，胡子義神父是一個偉大的慈幼會會士和傳

教士。他們製作這部紀錄片是因為胡子義神父的傳教生活、服務數以百計的痳瘋

病人，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胡子義神父與痳瘋病人一起生活，不僅是為他們，

而是與他們在一起。而他對 痳瘋病人所展現的慷慨和他的謙遜是一個非常高尚的

見證和榜樣，是我們想保存的。此外，他們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把訊息傳遞給

新一代，並能記住他的貢獻。幸運的是澳門路環痲瘋村已關閉，再沒有人受這個

病 折磨。然而，胡子義神父的榜樣 及見證會一

直延續下去。未來，他們希望可在一些信仰頻道

播放這紀錄片。十二月初，計劃在澳門放映。他

們也會與香港教區視聽中心聯繫，看看是否可以

加入中文字幕，供香港和澳門的天主教教友欣賞。

當然，他們希望讓更多人觀賞這部紀錄片。 

  
 

圖片為製片人在慈幼修院首播胡子義神父紀錄片時情況 

資料來源：慈幼會中華會省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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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佑冠榮   伴您七十”  
  

鄧鏡波學校鲍思高同學會               慶祝張冠榮修士七秩誕辰聚餐 

 吳家俊 

       今年一月九日晚上，一班熱心校友為張修士舉辦 “慶祝張冠榮修士七秩誕辰聚餐”，出

席嘉賓星光熠熠，有省會長裴林豐神父，副省會長馮定華神父，鄧鏡波學校院長江志釗神父，

鄧鏡波學校鲍思高同學會指導神師朱錫恩修士，鲍思高同學聯合會指導神師陳鴻基神父，李

東彪修士和由台灣過來的黃建軍修士。當然還有鄧鏡波學校校友，香港仔工業學校校友，澳

門慈幼學校留港校友等等慈幼大家庭的出席，延開近二十席，渡過一個溫馨愉快晚上，張修

士和家屬都感到非常欣喜。  

  “古語有云：「人生七十古來稀」，但今天七、八十歲的人到處都是，並能參加各種社交活

動，「古來稀」這句話今天已不合用。”精神飽滿的壽星張修士，當晚致辭一開始說了這句話。 

 張修士在 1976 年到鄧鏡波服務，直到 2014 年才算正式離開。他當晚和嘉賓分享多年的

體會，他說到人一定是最值得懷念的。張修士首先想到華近禮神父（Fr. Martin），他為了幫

助學生，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懷念陳興翼神父，他有著仁者胸懷，真摯待人，做事認真。

麥海活先生，他和藹可親，關懷地接待教師與學生。吳彬博士，他博學多才，掌管學校的教

與學，貢獻良多。當然沒有遺漏朱錫恩修士「朱翁」，在鄧鏡波 50 多年，時常臨在於學生之

中，給予學生各種大大小小的幫助。陳炎墀修士，他性情直率，愛恨分明，把銀樂隊和課外

活動辦得十分出色。余國華老師，他做訓育主任的時候，十分講理由，有賞有罰，充分體驗

到預防教育法裡「理智」的元素。………張修士還可以不停的說下去，學校還有許多傑出的

神長和老師，他不再一一列舉出來。 

 張修士亦十分懷念鄧鏡波的舊同學，你們在社會上各行各業作出貢獻。有些是社會的基

層分子，孜孜不伴地勤謹工作，服務人群，為自己的家庭努力付出；有些同學在社會上出人

頭地，在自己的行業裡走上領導地位，甚至在社會上擔任重要的公職，積極影響一方民眾。

你們無論在基層或高層的位置，都成為聖經上所說的地鹽世光，造福人群。 

 張修士懷念鄧鏡波這塊福「地」，它有宏大的校舍、寬敝的校園、令人羡慕的操場，學

校有內有外，層次分明，不少同學就是受到這座美麗校園的吸引，而報讀鄧鏡波學校。當然，

最重要的是張修士們在鄧鏡波這塊福地上遇到了良師益友，得到天主特別的降福。   

 張修士最近寫的一部新書「張冠榮回憶錄」，是一本「自傳」，把剛才張修士所懷念的

人和事，連同張修士的生平都寫進這部書內。記述的時間，由張修士小時候懂事開始，一直

到今天的七十歲。全書約有五萬字，27 頁圖片，盡量做到圖文並茂。書內有許多有趣的小故

事，又有值得紀錄的歷史，保證不會沉悶。這部新書大概會在三月出版，歡迎同學屆時到校

務處購買。 

 最後，張修士送給大家一張書籤作為留念，上面寫著：「愛人者，人恆愛之」。意思是

凡愛別人的，別人也會永遠愛他。希望藉著這句金句，鼓勵大家多愛身邊的人。 

 最後他再次多謝大家光臨。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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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澳慈留港同學     李滿枝     500 元 

    黃國定     500 元 

    高偉強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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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鄧鏡波書院鮑思高同學會 

母校慶祝建校 50 周年金禧校慶 

一. 建校金禧校慶感恩祭 

母校香港鄧鏡波書院在 2016 年 1 月 29 日 (星期五)，下午 2:30 假堅道聖母無原罪

主教座堂舉辦了建校金禧校慶感恩祭，由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主禮，並由慈幼會

中華省會長裴林豐神父、副省會長馮定華神父和多位校監、校長神父共祭。彌撒莊

重，氣氛詳和，叫人回想當年在學校禮堂舉行學年彌撒的情況，尤其是彌撒後的甜

筒。一些已畢業近 40 年的舊同學亦到臨出席，意義重大。 

 
 

二. 金禧感恩節滙演 

母校香港鄧鏡波書院於 2016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2:30 及下午 7:30，在柴灣青

年廣場 Y 綜藝館舉行了金禧感恩節滙演。演出節目豐富，有管弦樂團演奏、懷舊相

片巡禮、小學弟急口令回顧學校過往發展、大合唱團、中西話劇演出等。眼見學弟

們精采的發揮，才華橫溢，顯現出母校對他們裁培的成果，舊同學們都擊節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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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校金禧校慶節目預告 

1 金禧校友回校日： 
2016 年 5 月 21 曰 (星期六) 下午 2:00 至 5:30 

2 金禧晚宴： 
2016 年 5 月 21 日 (星期六)，下午 6:00 金鐘名都酒樓 

3 《金禧紀念特刋》及《校友回憶錄》： 

2016 年 5 月 21 日出版 

活動詳情可參看連結: http://www.hktkpc.edu.hk/zh-HK/events/view/91 

為了讓各位同學更快得悉同學會活動和母校的近況，希望各位同學能向本會提供

通訊資料，以便本會能把最新的資訊通知各同學。香港鄧鏡波書院鮑思高同學會

會員資料網上登記/更新表格的連結如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EqdbapXo-
OwlaPpT0N0rId3tUnsWf4vwB_nQdiJP60/viewform?formkey=dElhTHJWaTRHV
VNDSkc0OWtsc181eEE6MQ 

 

同學會春茗聯歡聚餐 
陳亦俊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中六同學剛渡過最後的上課天。在致詞中，他們認爲母校

香港鄧鏡波書院給每位學生不只是教育及照顧，而且還

有“家”的感覺。離開母校，或會令港鄧學生感覺猶如

離開家園。可是，同窗間的真摰感情是永不磨滅的。 

 本年有幸被邀請出席母校鮑思高同學會春茗聯歡聚

餐，久別重逢的老師與學兄們聊個不亦樂乎，細說

當年在母校的生活點滴，以及難忘趣事。當晚最令

我感動，莫過於一位畢業多年的謝恩光學兄吹奏口

琴，他分享在港鄧畢業後投身音樂界，口琴技術亦

得到大眾認同。每位學兄分享的個人歷程，或是平

坦順利，或是風雨滿途，可是彼此的努力令我

明白人生路上總難免遇到挫折失敗，只在乎我

們怎麼面對。 

 這夜，我受益良多，亦盼望日後能與不同的

學兄學弟聚首一堂，暢談母校的點點滴滴。 

 

http://www.hktkpc.edu.hk/zh-HK/events/view/9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EqdbapXo-OwlaPpT0N0rId3tUnsWf4vwB_nQdiJP60/viewform?formkey=dElhTHJWaTRHVVNDSkc0OWtsc181eEE6MQ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EqdbapXo-OwlaPpT0N0rId3tUnsWf4vwB_nQdiJP60/viewform?formkey=dElhTHJWaTRHVVNDSkc0OWtsc181eEE6MQ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EqdbapXo-OwlaPpT0N0rId3tUnsWf4vwB_nQdiJP60/viewform?formkey=dElhTHJWaTRHVVNDSkc0OWtsc181eEE6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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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港澳關懷神長小組 

3月 19日 探訪少懷之家 

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盛開的日子，偶爾綿綿春雨，令人連想起，神長對我們春

風化雨的恩澤。  

適逢週六下午 3 時，聯合會會長劉鏡成，小組成員馮志耀、黃民強、黃子康、梁

國波，澳慈的梁耀強及四位由澳門來港、五十年代初畢業的學長，浩浩蕩蕩，抵

達少懷之家。師生相聚於正進行改善小工程聖堂外的十六人大圓枱，享受了一個

開心的圓桌會。圓枱上近五十餘吋巨型轉盤，巳擺滿神長為我們預備了的飲品、

食品；神長對我們的愛護，顯露無遺。我們奉上水果、糕點，向神長問好，即暢

談起師生往事。 

照應同住神長的唐世榮修士，很健談；學長提及的多位恩師，他都能即時回應，

清楚說出同袍的全名及其事工。對人十分關愛，九十七歲的方廷忠神父是位謙厚

智者，是眾多慈幼會士的寫照。蔡國祥神父健康勝往日，常帶微笑。馬永定神父

長時間服務台灣，較少分享在港的事工。百歲胡子義神父，寫意地品嚐他特別喜

歡的蛋糕，少發言；每當同學談及與他相關的事，他會不期然地笑；熱情的黃民

強在旁，不時逗他開心。陳廷仕修士是日不適，未有出席。 

工作繁忙的顧志明神父，較遲出現。少懷之家擴建之後，聖堂方便易達，容許探

訪時間延長，但仍感時間匆匆。小組向神長送上利是；講不完的話，只好留待下

回。最後，顧神父帶領頌經及降福了我們。離開前，遇院長吳多祿神父；他十分

高興舊生到來，與神長歡聚。 

(劉志剛神父曾來此間靜養，已康復，返回澳門粵華。黃建國神父留守聖安多尼堂，

需不時入院接受治療。請為神長祈禱，願神長長春不老，與我們歡樂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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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思高慈善協會」本年舉辦兩個籌款項目 - 

「鮑思高慈善協會周年慈善舞會」 

「StarWalkathon 慈善之星步行籌款」 

「鮑思高慈善協會」自 2009 年成立以來，一直都深切關注慈幼會青少年服務方面的發展，

並與慈幼會神長保持密切聯繫，理事會各成員更不時探訪設立於各區的鮑思高青少年中心。

七年間已資助八所鮑思高青少年中心及學校所主辦的三十餘個項目，款額超過二百六十萬元。  

為配合日益擴展的鮑思高青少年中心服務，「鮑思高慈善協會」自 2014 年底開始，每年均

舉辦兩個籌款項目: 「鮑思高慈善協會周年慈善舞會」 及 「StarWalkathon 慈善之星步行籌

款」，以增加善款來源。 

本年度「StarWalkathon 慈善之星步行籌款 2016」活動將於 2016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舉行

第二屆。協會已邀得多位慈幼會神長，包括斐林豐神父丶馮定華神父丶林仲偉神父丶梁熾

才神父丶陳鴻基神父丶謝家賢神父，及七位慈系學校校長出席; 各鮑思高青少年中心丶協會

會員及家屬丶與及慈幼大家庭其他成員亦會組隊參與，一起支持善舉。 

「鮑思高慈善協會周年慈善舞會」將於 2016 年 10 月 14 曰(星期五)假香港君悅酒店舉行。

自年初接受訂枱以來，反應踴躍，現尚餘少量枱數，歡迎各界訂購晚宴席位及/或捐贈抽獎

禮品。請登入 http://www.boscocharity.hk/Upcoming_Events.html 

下載贊助表格，多謝支持。 

網址: www.boscocharity.hk 

 

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鮑思高慈善協會」簡介 

 由一群來自慈幼會主辦學校的校友於2009 年成立之非牟利機構 

 秉承鮑思高精神，以服務貧窮、被受忽視及在社會邊緣的青少年為使命，及回饋社會作宗旨。按

照鮑思高神父創辦青少年中心(慶禮院)之理念，希望透過教育和不同的活動培育他們整全發展，成

為良好公民 

 成立六年來募集會員及社會人仕捐獻，籌得善款超過三百六十萬港元，資助慈幼會轄下學校及機

構所辦的各類型活動及項目，及改善現有設施，篤力推廣建設青少年中心 

 曾資助團體包括 :  慈幼學校鮑思高康樂中心 聖類斯鮑思高青少年中心 長洲鮑思高慶禮院 

香港仔工業學校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鮑思高慶樂中心 鮑思高南亞裔青少年服務 

 

 

 

 

http://www.boscocharity.hk/Upcoming_Events.html
http://www.boscocharit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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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國釗同學 
 

1978年香港仔工業學校畢業 

 

盧國釗同學自小學五年級轉校到香港仔工業學校就讀，至

1978 年中五畢業。其間曾在學校寄宿，集體生活對他而言一

點也不好受，回想最難忘的莫過於限時的洗澡及凍天的冷水

浴。由於自小一向對工科不感興趣，入讀工業學校只是“母親的抉擇”，學業成

績只能說是中規中矩而已。投身社會工作，從未試過一帆風順，只有慶幸曾參與

過一些較大的工程項目，如早年的環球中心、海富中心及至後期的落馬洲管制站、

廸士尼樂園、澳門新濠天地等。在整個工作生涯中，安穩的光景只享受了十多年，

隨即墮入風霜之旅，試過公司倒閉、失業、轉行、越洋謀生..... ，當中更飽嚐

人情冷暖，盡見世態炎凉。人到了 50 歲還要在新工作崗位上起步打滾，心理關口

又有多少人能輕易闖得過呢？毅然引退，不讓自己再受命運折磨是灑脫的決定。

退休後生活確實充實愉快，一方面可全心照顧家人，一方面可積極尋找興趣，而

旅遊正是他活化自己人生的主要動力，透過旅遊他除了活化自己也活化身邊的人。

在短短幾年間，凡認識他的，都會認同他是個不折不扣的「開心快活人」。

28/11/2015（星期六）下午，與妻子結伴在荃灣元荃古道起步登山，豈料步行不

到一小時，卻在毫無徵兆下昏倒，經送院後証實搶救無效，就這樣離開了。請各

位為盧國釗同學祈禱。 

 

 

 

港澳關懷神長小組 2015年財務報告表 

收入: 由 2014年結餘轉來     39,536.43 

      利息                                            4.33 
                        39,540.76 

開支: 第二次探訪少懷之家(2015/6/27) 

      致送 100元利是給 11位神長       1,100.00 

      手信支出                         248.00 
            1,348.00 

         

                結餘： 38,192.76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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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照良神父 

（Fr. Francesco  Pezzola） 

1924  - 2016  (逝世日期：2 月 9 日) 

 
我們敬愛的貝照良神父（Fr. Pezzola），聖名 Francesco，於

2016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凌晨 1 時 21 分 離開人世返回天鄉，望

主賜他永遠的安息。貝神父在 05-09-1924 生於意大利享年 91 歲。

15-10-1940在筲箕灣慈幼會修院發初願、24-05-1950 在上海南巿修道院晉鐸。 

 
貝照良神父的生平簡錄如下：  

1924 年 09 月 05 日 於意大利 Villachiare (BC)出生  

1939 年 11 月 12 日 來中華會省初學院。  

1940 年 10 月 15 日 於香港筲箕灣慈幼會修院矢發初願  

1946 年 07 月 24 日 於上海南巿修道院矢發永願  

1950 年 05 月 24 日 於上海南巿修道院晉鐸。  

2016 年 02 月 09 日 於香港逝世  

 
他接受培育和工作的時間和地方︰  

1939 年 9 月 14 日於大利 Castelnuovo D.B.- Colle D. Bosco（開始初學）  

1940 – 1943 上海南巿哲學院 （初學後培訓）  

1943 – 1945 上海 Nizian （實習）  

1945 – 1946 上海南巿備修院 (管理員兼教師)  

1946 – 1950 上海南巿神學院 (神學生)  

1950 – 1951 上海南巿備修院 (教師)  

1951 – 1953 澳門慈幼學校(備修院：教務主任)  

1953 – 1955 九龍鄧鏡波學校(備修院：教師兼教務主任)  

1955 – 1967 澳門慈幼學校 (55-60 教務主任、60-67 財務主任)  

1957 – 1973 香港仔工業學校(Bursar 副院長)  

1973 – 1979 澳門慈幼學校(Bursar 副院長)  

1979 – 1985 香港鄧鏡波書院(院長兼校長)  

1985 – 1988 九龍大角咀中華聖母堂(助理司鐸)  

1988 – 1991 九龍鄧鏡波學校進教之佑堂(助理司鐸)  

1991 – 1994 長洲慈幼靜修院(助理司鐸)  

1994 – 2012 九龍鄧鏡波學校進教之佑堂(助理司鐸)  

2012 – 2016 香港仔聖瑪利安老院 

敬請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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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J 

+ 
歡迎鮑思高神父髑寶箱重臨 

並存留在我們偉大的祖國 
 

 

親愛的會友，親愛的鮑思高慈幼家庭的兄弟姊妹： 
 

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今天我給你們報告一則好消息。 

 大家還記得在 2011 年鮑思高神父的手骨聖髑寶箱來到香港、澳門及台灣探訪

我們嗎？你們一定記得的。現在這則好消息是有鮑思高神父聖髑（骨聖髑）的

寶箱重臨並存留在我們當中！這是總會長范達民神父給我們進教之佑中華會省

一件寶貴的禮物。去年，總會長決定將七個於 2010 年至 2015 年巡迴世界的聖

髑寶箱分給慈幼會的七區，每區可獲分配一個。在我們的東亞大洋洲區，總會

長選了我們的會省，因她是在這區內其他幾個會省的母會省。親愛的范達民神

父，由衷的感謝你！ 

 在給予我們這寶貴的禮物時，范達民神父亦表達了他的兩個願望。第一個

願 望：鮑思高神父聖髑寶箱的永久安放地點應在我們會省及東亞大洋洲區的

母院，即澳門慈幼中學，它在 1 1 1 年前由聖雷鳴道及他的五個同伴（三位

修士及兩位神父）所創立。因慈幼中學正計劃校舍重建，並需數年時間來完

成，會省決定暫將聖髑寶箱安放於九龍進教之佑堂。一俟慈幼中學完成校舍

重建，聖髑寶箱便會遷往它的永久居所 。 

 總會長第二個願望：東亞大洋洲區內的其他會省可要求將鮑思高神父的聖髑 

寶箱送往他們處，在他們的會省停留一段時間。我們應承總會長，如我們接到 

其他會省這樣的要求，我們定會積極配合 。 
 

在耶穌瑪利亞若瑟及鮑思高內，摯愛你們的 

 

省會長 

斐 林 豐 神 父 
2 2 . 3 . 2 0 1 6 

 
69B Pokfulam Road, H.K. E-mail: feilamfung@tiscali.it      Tel.:2546 1154   Fax: 2559 5734    香港薄扶林道 69B 

PROVINCIAL 省會長 
  SALESIANS OF DON BOSCO 

         PROVINCIAL OFFICE 

 

鮑 思 高 慈 幼 會 

慈幼會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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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規會通過慈幼中學規劃條件圖草案 

 

（澳門電台消息）城規會召開平常會議，再度討論風順堂街慈幼中學

重建的規劃條件圖草案，草案獲得通過。 

城規會上次討論時有委員提出增加４項條件，包括重建的舊小學部建

築物首３層保留原建築風格後，才可增加高度，以及保留現有地面層

之柱廊風格。工務局副局長張潤民表示，若增加條件，草案在圖例等

各方面都有相當大的變化，亦需作第二輪公示及收集意見，估計要花

２至３個月的時間完成程序，而校方表明反對加入４個條件，亦鄭重

聲明重建時會跟從文化局意見。 

委員經討論後，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表示，認為大部分委員同意草

案，宣佈通過。（周俊元 黃偉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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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