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同學 : 慈幼家庭重要成員之一 》 
    2017年3月6至11日，本人有機會參加了慈幼會亞澳區十一個會省的會議，其
中一個課題，就是討論在我們不同的會省中，面對慈幼家庭的新路向，以及每個
會省的強丶弱、機、危現象。其中本人認為非常適合我們會省反省的，尤其是舊
同學，因為他們是家庭的重要一員，更值得我們大家明辨之，慎思之。

    其實，《慈幼家庭憲章》是帶來新氣象和新方向。
1） 1995年3月31日，慈幼會第七任總會長甘諾神父製定了《鮑思高慈幼家庭的
共同身分證》：表示鮑思高精神合一元素，乃出自同一源頭，和同一力量。

2） 2000年11月25日，慈幼會第八任總會長韋基神父給予《鮑思高慈幼家庭的共
同使命宣言》：各組別使徒使命方向和敏感度：一個使徒大家庭，以牧民意
念出發。

3） 2012年1月31日，慈幼會第九任總會長查偉思神父給予我們《鮑思高慈幼家
庭神恩身份憲章》，依據整個大家庭和組別，在同一路上邁進：聖母瑪利亞
正在革新鮑思高神父的家庭，她是啟蒙者和支持者。

    為此，在共融和使命上，我們的神恩就是：身份、使命、精神、關係、
    培育、教育法及教育福傳的方法。

    我們中華會省慈幼家庭的強、弱、機、危如下：

強項：整體而言，在亞澳區是充滿活力、聯繫、交流、合作和促進。
           在俗合作者：使命、培育及領導。
           聯絡：母校鐸聲及鮑思高家庭通訊是為有效媒介。
弱項：培育資料翻譯缺乏，培育薄弱及缺乏會士的陪同和輔助，神修資本薄弱。
危機：少了正面的見證，社會體制沒有促進在俗人仕的凝聚力，及重開和重建
      慈幼家庭的基礎。
契機：慈幼家庭所擧辦之活動，及凝聚使命上的各種成果。

陳鴻基神父

2017年
1-3月號
家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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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近禮神父紀念基金 

2016-2017 年助學金獲批學校及學生資料 
 

1 香港仔工業學校 16 人 

@$10,000  $     360,000.00  

 

2 鄧鏡波學校   6 人  

3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14 人  

4 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5 人 
@$8,000  $        56,000.00  

 

5 台南少年城   2 人  

6 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   4 人 @$5,000 $        20,000.00  

7 粵華中學  8 人 @$8,000 $        64,000.00  

8 石灘慈幼中心兒童院  9 人 @$3,000 $        27,000.00  

 總人數： 64 人 總金額： $     527,000.00 

 
 

財務佈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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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鄧鏡波書院鮑思高同學會 

（1977 港鄧波仔 40 周年） 

 鄺寶賢（1977，5A）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更何況是四十年！在 2017 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1977 年畢業

的波仔和波記 1977 校友足球隊，在懲教署合辦了 40 周年慶禮第一撃－－「燒烤晚會」，

序幕是 1977校友足球隊和懲教人員進行足球友誼賽，主禮嘉賓是懲教署邱子昭署長（1977

畢業）。燒烤晚宴在赤柱官員會所舉行，當晚約有 70同學家眷及友好出席，更有名作曲家

柳重言兄演唱助慶。 

 當年的小夥子們，如今在社會各自精彩，雖然步入中年，但波仔的特質沒有隨歲月留

失，鮑思高神父的精神，張修士的教誨，仍銘記於心。晚宴隨著活動召集人黃思遠致歡迎

詞、校長陳永堅（1977 畢業）發言及領唱校歌，將聚會氣氛推到高潮！ 

 願主繼續引領我們，保佑我們健康快樂，令我們延續鮑聖精神，像校歌最後一句，繼

續為母校帶來榮耀！ 

 

 

校長陳永堅(左三)，懲教署邱子昭署長(右三) 唱 校 歌 

1977 年畢業的波仔 40 周年慶禮－－「燒烤晚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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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華中學留港幹事會丁酉年新春團拜簡記 
 

主曆 2017 年 2 月 13 日，粵華留港幹事會於香港黃泥涌道紀利華木球會舉行丁酉年

春茗團拜。當日出席嘉賓有梁熾才神父、孔智剛神父，現任校監李益僑神父雖有公

幹來港而未能參加宴會，但在百忙中仍抽出時間到場與各校友寒暄一番，表達對幹

事會的支持。其他來賓有澳門專程來港的校友會會長葉成康、理事會副理事長談智

賢、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正副會長劉鏡成及葉家明、香港慈幼英文學校鮑思高同

學會代表李偉群、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鮑思高同學會會長林以帆等。 

節目開始全體唱校歌，由謝恩

光同學以口琴伴唱，神師梁熾

才神父致訓詞，孔智剛神父帶

領飯前祈禱。席間舉行抽獎，

獎品豐富。酒過三巡，由兩位

神長帶領全體幹事會上枱祝

酒，隨後由林兆熊致謝詞。宴

會其間，出席的同學紛紛在自

己班的社旗前拍照留念。宴會

直至 10 時才告結束，各同學

相約明年再聚。       林兆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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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月 2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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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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關懷神長小組第四次探訪 

 
2017 年 3 月 18 日是關懷神長小組探訪少懷之家的日子，依照往年的慣例，小組成員

先到筲箕灣集合。茶聚後，先往選購手信，於下午三時許，神長們下午茶的時間，前往少

懷之家。到達時已有神長在等候，呈上手信後，問候各神長的近況及暢談往事。今年我們

得悉孔智剛神父與陸華清修士已遷入少懷之家，港澳的同學們又多了探訪的對象。閒談其

間，唐修士引領眾人入廚房觀看由小組送出的一座焗爐，指出該焗爐十分有用，幫助提供

熱食品給各神長享用。只要是對神長們有用的物品，小組都樂意提供，這亦是小組成立的

目的。各人相聚一小時有多，最後由聯會會長代表小組向各神長送上利是。離開前，獲方

廷忠神父的降福。 

當日參加探訪活動的有聯合會會長劉鏡成、副會長葉家明、澳慈會長梁耀強、副會長

黃民强及澳慈同學兩位、小組成員梁國波及黃子康。小組希望港澳慈系各舊同學能多些抽

時間探望年長的神長，令他們感受到同學們的關懷。 

離開少懷之家後，三位香工小組同學乘車前往聖安多尼堂，探望患病的黃建國神父，

送上利是並作簡短的問候，為免神父過於費神，只逗留數分鐘便離開了。 

港澳關懷神長小組  2016年財務報告表  

收入

由2015年結餘轉來 38,190.50

招漢林、招漢相、何兆海捐款 6,000.00

招漢相同學捐款(21-12-2016) 20,000.00

利息 3.62

64,194.12

開支

第三次探訪少懷之家(19-3-2016)

致送100元利是給9位神長 900.00

手信支出 203.00

致送少懷之家焗爐一座 5,984.00

塑膠牌一件 90.00

7,177.00

結餘 : 57,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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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周年大會 

於本年 3 月 26 日在香港鄧鏡波書院舉行 

我們有了新成員  香港慈幼小學鮑思高同學會 

今次大會通過接納香港慈幼小學鮑思高同學會為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成員，並通過修改

會章以符合規定。聯合會亦歡迎香港慈幼會轄下各小學同學會提出加入，令聯合會更加壯

大，聯絡更多曾受慈幼會教育的舊同學。 

 
 
 
 
 
 
 
 
 

 

   《祈禱與承諾》舊同學祈禱經文 
 

天主！我們的天父，藉著祢聖子的助佑，聖若望鮑思高的轉

禱，請垂顧全球鮑思高同學的懇求。 

我們感謝祢 
在慈幼會會士的啟蒙善誘下，賜給我們所接受的無價教育，讓慈幼靈

修注入了我們生命中。 

我們以家庭般的信賴懇切求祢 

－ 給予我們力量和勇毅，在社會和教會中，活出人性及基督的
信息； 

－ 鼓勵我們成為良好的基督徒和正直的公民； 

－ 助佑我們在同學會內團結一致，彼此同舟共濟。； 

－ 增強我們的信德、望德，和愛德。 

我們對祢承諾 

－ 為對抗不公義、敲詐、膚淺、冷漠而奮戰， 

－ 並全力維護鮑思高神父教導所啟發之價值，尤其以社會、政

治、經濟承諾的精神，維護生命、自由，以及真理。 
－ 成為地上的鹽和世界的光，對世界發揮巨大影響。 

我們求祢 
護佑大慈幼家庭，我們的摯愛和我們所有同學。    

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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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頒賜花地瑪聖母顯現 100 週年全大赦特恩    

 

適逢葡萄牙花地瑪聖母顯現 100 週年，教宗方濟各已頒賜全

大赦的特恩，從 2016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6

日整個紀念年度期間，領受全大赦的機會。首先，信友必須

做好全大赦的基本條件 : 領受修和及聖體聖事，捨棄對罪惡

的依戀，及為教宗的意向祈禱。 

 

全大赦有三種領受方法: 

一、前往葡萄牙花地瑪聖殿朝聖，並參與對童貞聖母的慶祝禮或祈禱的信友。 此

外，信友必須誦唸信經、天主經，並呼求天主之母。 

二、在聖母顯現的周年紀念日子，即 2017 年 5 月至 10 月期間的每月 13 日，

懷著對聖母的敬禮，前往任何聖堂、祈禱院或其他適宜場所，設有讓人們公

開敬禮的花地瑪聖母像前，虔誠地參與慶祝禮或祈禱以崇敬童貞聖母。 

三、適用於任何由於年老、疾病或其他嚴重理由，而不能外出的人。 他們可於 

2017 年 5月至 10 月期間，每個月的 13日，在花地瑪聖母像前祈禱，心神

上應參與聖母顯現日子的 禧年慶典。 他們也應懷著信心，藉瑪利亞向慈悲的

上主獻上祈禱和病苦，又或是獻上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所作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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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教之佑堂慶祝堂區主保瞻禮 

 

1. 舉行感恩聖祭及聯歡晚宴 

日期：5月 2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6時－感恩聖祭，由湯漢樞機主禮。 

  晚上 7時 30分－聯歡晚宴，於九龍城廣塲彩福酒家舉行。 
 

2.舉行聖母像出遊 

日期：5 月 28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4時 30分 

巡遊包括:講道、唸玫瑰經，及聖體降福。誠意邀請 蒞臨參與慶典 

 

 

陳日君樞機胞姊蒙主寵召  

 
  楊陳樹德女士 （聖名瑪利亞） 

  1924 年 10 月 15 日生於上海 

  2017 年 3 月 4 日安息於香港（享年九十二歲） 

 

敬 請 通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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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926  

 Birth in Vendryne, Frydek, Czech Republic 

1935-1955  
 Aspirantate in Beckford and Meclchet Court, England 

8-9-1956   
 First Profession in Burwash, England 

29-11-1958 
 Missionary Arrival in China Province 

1958-1960  
 Course of Studies at Academy of Philosophy for the 

 Far East Salesians of Don Bosco in Cheung Chau 

1960-1962  
 Practical Training in Aberdeen Technical School, Hong Kong 

1962-1974  
 Educative Pastoral Service in St. Louis School, Hong Kong 

1974-1977  
 Divinity Bachelor Degree Study Course in Maynooth, Ireland 

1977-2016 
 Educative Pastoral Service in St. Louis School, Hong Kong 

2016-2017  
 Retirement in St. Mary’s Home for the Aged in Aberdeen, H.K. 

10-2-2017  
 Death in Canossa Hospital, Hong Kong 

「他必如牧人，牧放自己的羊群，以自己的手臂集合小羊，把牠們抱在自己的懷抱中，温良地領

導哺乳的母羊。」（依 40：11） 

“He shall feed his flock like a shepherd: he shall gather together the lambs with his arm, and shall 
take them up in his bosom, and he himself shall carry them that are with young.” (Isaiah 40:11) 

 
鳴 謝   贊助《母校鐸聲》經費之人士  

  澳慈留港同學     余偉傑  1,000 元 

    黃國定     500 元 

    劉文達     400 元 

高懷黎修士  Br. Edward Kowala 

鮑思高慈幼會會士 

Salesian of Don Bosco 

1926－2017 

敬 請 通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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