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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近禮神父逝世十四周年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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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鄧鏡波學校校董會選舉
    鄧鏡波學校校董會的成員包括慈幼會會士、校監、校長、校友、家長、教
師及獨立人士，校友校董是經由鄧鏡波學校鮑思高同學會選出。條件是年滿21
歲，曾經在本校就讀，並需要出示文件證明曾經就讀本校的舊生，才可以參加
校友校董會選舉。
    有意參選者須獲5名合資格的校友，其中2名為同學會幹事提名，所有本校
的校友均符合資格，投票提名有意參選的校友，請填妥上載於鄧鏡波學校鮑思
高同學會或學校的參選表格。 http://www.tkp-dbpp.org.hk/v3/?p=586

    本會周年大會定於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舉行，並於下午2時進行投
票。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林智勇老師：27125171。 

    2020年1月12日，本會組隊參加慈幼英文中學乒乓球邀請賽。此次比賽由慈
幼英文中學鮑思高同學會主辦，他們派出兩隊乒乓球隊與我校乒乓球隊和聖類
斯中學乒乓球隊作賽。三間慈幼會學校同學會一起參加比賽，樂也融融。
    我校派出大師兄金明生、劉佰豪、歐陽子榮和練龍生參加團體賽，對慈幼
英文中學鮑思高同學會，賽制為3單2雙，戰況激烈，最後我隊以3比2險勝。
    在此要感謝校友們踴躍參加，期望有機會再聚。

鄧鏡波學校鮑思高同學會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主辦

第八屆高爾夫球友誼賽成績
      日  期：2019年11月29日 (星期五)
     地  點：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		 	
		 	 冠 軍：謝肇修（香工）
     亞 軍：陳  淇（慈幼）
     季 軍：許永權（慈幼）
     前九洞最少杆數：李俊文（伍少梅）
     後九洞最少杆數：梁百強（慈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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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達初神父 
Fr. Stanislaus LOH Tat Cho, SDB 

  我們敬愛的陸達初神父(Fr. LOH Tat-cho, Stanislaus, SDB)
於2020年2月16日，下午五時五十八分，在香港九龍聖德肋
撒醫院安息主懷，享年九十歲。
  陸神父於1929年在上海出生，1950年於香港矢發初願並
於1960年於慕尼黑晋鐸。他一生愛主愛人，熱愛耶穌聖體，
孝愛聖母，忠於教會、熱愛修會及青年，以聖樂為教會及青
年熱情服務，在修會內得到會士們、慈幼家庭成員和信友們
的欽佩和愛戴。

(1929﹣2020)

聖名：達尼老

16-11-1929	 於上海出生
1949–1953	 香港慈幼會修院（初學、哲學）
16-08-1950		 於香港矢發初願
1953–1956	 澳門慈幼中學音樂教師
16-08-1956		 於香港矢發永願
1956–1957	 香港聖類斯中學神學一年級兼中學音樂教師
1957–1960	 意大利墨西拿慈幼神學院（神學）
04-08-1960		 於慕尼黑晉鐸
1960–1964	 香港慈幼學校寄宿部管理員兼教書
1964							 港大校外課程：音樂心理教育（證書）
1964–1967	 香港慈幼學校寄宿部教務主任
1967–1969		 香港仔工業學校教務主任兼教書
1969–1971		 香港慈幼中學寄宿部教務主任
1971–1976		 聖安多尼會院副院長兼聖安多尼學校校長
1976–1978		 羅馬慈幼大學（牧民神學–倫理神學碩士）
1977	 教區婚禮準備中心–羅馬（證書）	
1978–1982		 澳門慈幼中學副院長、教務主任兼教書
1982–1991		 香港鄧鏡波書院副院長（兼宗教主任1982-1986）
1982–2019		 教區聖樂委員
1983–1985		 教育署音樂組主辦：音樂科課程的實踐（證書）
1984								 羅富國教育學院：在職教師進修訓練課程（證書）
	 港大校外課程：青年輔導（證書)	
1986								 教育署音樂組主辦：二十世紀音樂（證書)
1987								 教育署音樂組主辦：合唱指揮	（證書)
1991–1998		 伍少梅學校（駐中華聖母堂主任司鐸)
1991–2000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上、下午校監
1998–2004		 鄧鏡波學校–伍少梅學校（駐中華聖母堂主任司鐸）
2000–2012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海帆道）校監
2000–2013		 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校監
2008–2012		 鄧鏡波學校（駐中華聖母堂主任司鐸）
2012–2013		 鄧鏡波學校（駐中華聖母堂副主任司鐸）
2013–2014		 香港慈幼會修院	
2014–2015		 香港慈幼會修院（少懷之家）
2015–2019		 香港慈幼會修院（駐聖德肋撒醫院–保祿之家神師）
2019–2020		 鄧鏡波學校（駐聖德肋撒醫院–保祿之家神師）
16-02-2020			 於香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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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敬愛的林蔭年修士於2020年3月10日約下午一時半在家人陪伴下，於上
海瑞金醫院盧灣分院安息主懷，享年90歲。
    林修士的追思會已經在2020年3月14日下午二時，在上海市龍華殯儀館普安
廳舉行（地址：上海市徐匯區漕溪路 210 號）
    由於疫情期間相關部門的規定，殯儀館只能簡單辦理。
    林修士的侄孫稱他已將追思會盡力辦好，讓林修士的最後一程辦得妥當。
追思會後，林修士的遺體隨即予以火化。
    請大家繼續為林蔭年修士之靈魂安息祈禱！

林蔭年修士
Br. Paolino Lin Yin-nien

追 思 會

鮑思高慈幼會會省秘書

羅鳴道神父
2020年3月13日

SDB

有關林蔭年修士的生平，簡述如下：

重要日子：
15/07/1929   出  生* (上海)
16/08/1950   矢發初願 (香港)
24/01/1958   矢發永願 (上海)
10/03/2020   安息主懷 (上海)

接受培育及服務：
1949 - 1950   初  學 (香港慈幼會修院)
1950   高中畢業 (澳門粵華中學)
1950 - 1951   管理員、教師、修讀木工 (上海南市一心中學)
1951 - 1952   管理員、教師 (上海思高學校，楊樹浦)
1952 - 1953   管理員、教師 (北京母佑兒童工藝院)
1953 - 1990   被關押、接受勞動改造(北京市北京監獄、長興島、江西永橋農場)
1990 - 2020   牧民工作 (上海)

*其它出生日期紀錄：15/07/1928、16/07/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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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天主！第28屆全會代表大會選出范達民Ángel Fernández Artime 
神父連任為慈幼會總會長。經過三天個人與團體的辨識和祈禱後，可敬的范達
民神父以高票再次當選為總會長，在未來六年繼續帶領慈幼會及慈幼家庭，以
鮑思高的神恩，服務青年。

范達民神父資料簡介：
1960年8月21日   生於在西班牙戈松
1978年9月3日  矢發初願
1984年6月17日  宣發永願
1987年7月4日  晉  鐸
   (在萊昂會省，曾任院長，青年牧民委員、會省議會議員及副省會長)

2000至2006年   被委任為萊昂會省省會長
2009年   被委任為阿根廷南部會省省會長
2013年   被委任為西班牙瑪利亞進教之佑新會省的省會長
2014年   被選為鮑思高神父第十位繼任人至現在

范達民神父連任為慈幼會總會長

    范達民神父說：「親愛的慈幼家庭，親愛的慈幼會士，我向您們問好，我
再被選為慈幼會總會長，我非常相信透過全會代表大會的會士代表，天主再次
召叫了我為此服務，我想向你們特別是全世界的慈幼會士問候和擁抱，也皆同
所有參加大會的會士向您們致以問候和擁抱。
    我向大家分享兩件簡單的事，也是發自內心的。因為我們在大會深刻地
體會，也感謝教宗方濟各對我們的說話，與及幾天前，來自大會中青年代表
所做的分享。我想告訴您們慈幼家庭及會士們，青年是需要我們的。青年告訴
我們，他們重視我們，青年愛我們，他們需要我們的臨在。不過，他們需要一
位能傳達天主的愛的人，知道如何向青年說『天主愛您』，我覺得這是過去六
年來任期很強的信念：『我們一定要將天主帶給青年人。』同時，正如我經常
說，也向全世界提及的，特別要為那些很有需要的人、最貧窮的、被剝削的，
被拋棄的，我們的誕生是為了他們。
    我向大家來一個大的擁抱。正如教宗方濟各所說，我也在這時刻經常及特
別需要，『請為我祈禱，請為我們(慈幼會士)祈禱』。同時，我也應承在天主面
前為你們祈禱，謝謝。我向你們深切問候。再見！」

慈幼會總會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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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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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鏡波學校鮑思高同學會：http://www.tkp-dbpp.org.hk
 慈幼英文學校鮑思高同學會：http://sesoba.org

為顧及少數年長之同學起見，仍然郵寄少量黑白印刷版《母校鐸聲》給
指定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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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類斯中學鮑思高同學會（SLOBA）聯同慈幼英文中學鮑思高同學會，在
二月份疫症期內分別向其會員收集過千個口罩及其他個人防疫用品，分別送給
慈幼會中華會省辦公室、聖安多尼會院、聖類斯小團體（神職人員宿舍)、以及
位於柴灣道慈幼會修院內，提供給退休神職人員居住之慈幼修院二樓少懷之家
的會士及職員，讓他們在抗疫環境中得到適當安全保護。
  在現今香港社會防疫物資短缺的情況下，2月25日（在四星期內）第二次運
送有關物資到上述三個地方。而受惠人士不只是神職人員及職員，有部分物資
亦會透過會士，分派給社區內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及人士，讓他們在抗疫環境中
得到保護。
  如果各位同學有額外的盒裝口罩 (基於衛生安全考慮，需要是原盒裝口罩，
並非散裝）若有興趣捐贈口罩給有需要的神長及人士，請聯絡 SLOBA  OFFICE
電話：2521 6000。
  多謝各位，主佑平安！

聖類斯中學鮑思高同學會
慈幼英文中學鮑思高同學會
贈送口罩及防疫用品行動

鳴謝澳慈留港同學劉文達＄200，贊助母校鐸聲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