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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ial Newsletter of Salesian Cooperators – China Province 

 

 

澳門區 澤德封聖暨大家庭成員發願、晉鐸、許諾紀念慶祝活動 

鮑允妍  澳門地區代表 

 於 11 月 12 日，在有接近 200 位來自不同院校的同學參與青年活動、100 位慈幼家庭成

員參與靈修培育講座，以及大約 350 人參與感恩聖祭完滿結束。 

當天下午由牧民辦事處以互動形式向參加的青年學生介紹聖澤德修士的生平及聖德。同

時，慈幼家庭成員亦在余富強神父培育講座中更深入探討聖澤德修士的成聖之路及如何在今

日社會中成為聖澤德修士一樣的慈幼人。誠如葉泰浩神父於彌撒道理當中提及，慶典的意義

在於找到人生的意義及價值，讓各人在聖澤德修士及其他慶典主角身上，找到作為平凡人對

成聖的渴求，並在生活中實踐聖德。 

感恩祭結束後，由李彬生主教致送感謝賀卡給鄺良神父(晉鐸五十週年)及龍麗珍修女(發

願六十週年)。協進會慈幼中心亦有 10 位會員許諾週年慶，其中朱永德先生(許諾六十週年)及

劉麗芳姊妹(許諾二十五週年)出席接受主教致送的紀念獎座。在一片歡樂氣氛中合照結束全

日活動。 

 

四位週年慶主角與主教合照 
協進會大合照 

第五期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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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德領紀念座 

 

劉麗芳領紀念座 

 

2022 年 11 月 25 日媽媽瑪加利大日 

信友禱文 

1. 請為基督徒團體祈禱：在懷念我們巳亡的教宗、主教及兄弟時，我們向其他人宣

告天主為祂所愛的人所準備好的新天新地。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求主俯聽我們 

2. 請為慈幼家庭祈禱：求使我們在提昇人性及基督徒的價值時，為這世界帶來新天

新地的應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求主俯聽我們 

3. 請為我們巳亡的慈幼會士、母佑會修女及協進慈幼會士祈禱：他們曾在聖言及聖

體的餐桌上得到了滋養，並以他們的生命去效法那服從、貞潔及貧窮的基督：求

主使他們獲得永遠的賞報及無窮的喜樂。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求主俯聽我們 

4. 請為我們巳亡的父母、校友及恩人祈禱：他們曾在你的慈恩下，以聖善的生活待

人。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求主俯聽我們 

5. 請為在此參禮的人祈禱：藉著參與主的聖祭，使我們獲得聖寵，不論生活或去

世，都常存留在聖洗的信德中。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求主俯聽我們 

6. 請為我們各人心中的需要祈禱：(靜默片刻) 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求主俯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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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進教之佑中心 - 60 週年慶典 

這六十年，經歷了十位神師、八位會長。古代

的歷法有六十甲子，所以幹事會構思了『神花賀甲

子』作為慶祝活動的引子。所有中心會員在 10 月玫

瑰月行善工，獻出 60 朵神花，由張美儀繪製了一幅

美麗的玫瑰念珠圖，獻給上主。 

 

慶典定於 2022 年 11 月

13 日下午開始，首先由王國

基帶領我們參觀位於李嘉堂

內的「DB100 探知館」，讓大

家藉著「時光隧道」回到會祖鮑思高神父少年時。由九歲奇夢開

始，探索鮑思高神父的生路歷程。阿基越講越起勁，繼續他的導賞

天份，帶大家到展館的第二部分 -「中華會省百年來的發展」。這部

分包括有：雷高二聖的聖髑、總會長歐培拉神父送贈給雷主教的聖

爵、雷主教在西班牙購置的聖母像等等，和許多珍貴的歷史圖片展

覽……。 

 

  
 

隨後我們回到中心會所參觀聖母進教之佑中心的部分珍貴歷史珍藏。我們為了準備這次

參觀，進行了一次大掃除，把積壓多年的雜物整理，亦同時發現了很多寶貝及珍貴照片。我

們亦非常多謝澤菲林中心借出他們的慶禮院作為切蛋糕及講解場地。他們是我們的傳承，未

來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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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慶典的高潮，張子昭神父為我們主持 60 週年感恩聖祭。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慈幼協

進會中華會省神師陳鴻基神父及聖類斯中心神師梁啟光神父共祭。張神父引用《 論語· 為

政》「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耳順可以解作順天而行，亦可以解作聞其言而知其微

旨也。意思是說到了六十歲，不管好話、壞話也能聽進去，幷且能完全了知別人言語的意

思，及內心的想法。神父引用了當天的路加福音 21:15, 19「因為我要給你們口才和明智，是

你們一切仇敵，所不能抵抗及辯駁的…你們要憑著堅忍，保全你們的靈魂。」作為對我們中

心的勉勵。感恩祭後我們收到一份令我們十分驚訝的賀禮。耶穌麗芳小姊妹送給我們聖鮑思

高神父的聖髑，我們萬分感激。此乃一級聖髑，我們已交由進教之佑堂安排擺放地點。 

  

 

 

 

 

今次慶祝活動有超過 60 位賓客蒞臨，當晚大家在一片歡躍聲中享受共融晚宴，衷心感

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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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中心親子活動 - 祈禱聚會 

李美蓮   聖瑪沙利羅中心 

10 月份是聖母玫瑰月，本中心與聖瑪沙利羅學校合辦教友家庭親子祈禱聚會。出席者有

教友家長、學生及本中心成員約 30 人。 

今次活動於 2022 年 10 月 29 日下午，在學校多功能室舉行，內容包括宗教短片欣賞、誦

唸玫瑰經(祈求世界和平、疫情早日受控)、有獎問答、親子遊戲、茶點等。 

活動中，大家一同欣賞《瓜達露佩聖母顯現》短

片，讓大家認識聖母於 1531 年 12 月 9 日於墨西哥顯

現給一位土著農民胡安·迭戈，任命他在那裡興建一座

教堂，使求助她的人獲得救援及撫慰。聖母神奇地使

玫瑰花在嚴寒的冬天裡重新變得鮮活，並將她的聖像

顯現在胡安·迭戈的斗篷上，使當時的大主教信服，《瓜

達露佩聖母大殿》因此得以建成。 

《瓜達露佩聖母聖像》有著以下的特點: 

⚫ 聖像是聖母唯一一次顯現時遺留自己的容貌，而非由畫家描繪出來，至今仍然存在

不變； 

⚫ 《瓜達露佩聖母》的名字，是在她顯現時告訴人們，而非由教會命名； 

⚫ 《瓜達露佩聖母》以孕婦形象顯現，表示她懷著腹中的聖子耶穌親臨在我們當中。 

此外，聖母委派了卑微的胡安成就這艱辛的任務，表明了平信徒於教會的重要性。 

欣賞完短片後，還舉行了有獎問答比賽，使大家牢記聖母顯現的含義。此外，還有親子

砌聖母經文遊戲，使家長和子女能充份合作，亦能教導幼小的子女們熟讀經文。茶點時間時，

我們預備了趣緻的公仔面魚蛋、香甜的啫哩糖則最受小朋友歡迎，使聚會加添不少歡樂氣氛。 

我們盼望藉著定期與教友家長的聚會，向更多人介紹本會的宗旨及服務，認識及效法鮑

聖的德行，並進而加入我們的服務團隊。 

最後，感謝天父的護佑及聖母媽媽的轉禱，活動能在疫情中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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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沙雷氏中心成立 25 週年會員心聲 

蒙振強口述、馮張慕蓮筆錄 

本中心於 1997 年成立，得到香港仔工業學校的神父用心培育，走過 了 25 年。我們中

心的前身是香港仔工業學校公教家長會。當年袁鶴清神父將我們公教家長聚集一齊，培育我

們的信仰。隨後，慈幼協進會中華會省派遣了幾位姊妹來為我們持續培育，於 1997 年有 8 

位兄弟姊妹成為協進會會員──慈幼協進會南區中心正式成立。由 1997 年至現在為止，入

會宣誓會員共有 30 多人，現在每月例會共有十餘人參與。本人十分感謝這 25 年來出任本

中心之神師們，計有：袁鶴清神父，黃光照神父，劉戩雄神父，江志釗神父和現任林仲偉神

父。他們無分任期長短，都盡心盡力培育我們每位會友，指導和訓話，令我們的信仰得到健

康成長。 

本會的特色之一，就是每月開會前神父會為我們奉獻彌撒。本人於 1997 年本會成立時

便被選為會長，一直擔任會長之職直至 2021 年，共 24 年。這段期間曾擔任省議會財政一

職，曾任服務基金主席，亦曾負責多次省議會幹事會選舉。於 2000 年，基於協進會修會代

理陳鴻基神父的建議，要把重要的活動紀錄下來，作為日後的借鏡，故此，本人曾擔任錄影

工作多年。本中心開會內容主要是報告省議會之活動，大家以輕鬆、家庭式的形式開會。感

謝天主，雖然年屆 76，本人對身體狀況還感滿意；今年起由馮張慕蓮姊妹接任會長一職，本

人更覺輕鬆。記得 2011 年余中海兄弟榮任中華會省省會長時期，各中心冠以聖人之名，故

本中心改名為聖方濟沙雷氏中心。本人十分感謝天主的眷顧，讓本中心一路走過 25 年，我

們每一天都為青年祈禱。 

李葉肖絃 

李葉肖絃在 27 年前，因小兒進入香港仔工業學校讀書，獲當時的院長袁鶴清神父的邀

請，加入公教家長會，袁神父有感當學生畢業離校後，公教家長亦會隨之離開家長會，使他

覺得非常可惜，所以他鼓勵我們參與協進會的望會員培育，在 2 年內經多位資深會員培育後，

終於好榮幸地於 1997 年成為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南區中心（現為聖方濟沙雷氏中心）的第

一屆會員。從開始不識認鮑思高神父至成為他的慈幼協進會士，有感天父揀選了我，使我能

加入鮑思高神父的慈幼大家庭，祂的安排真是太奇妙，非常感恩！ 

何蘇錦麗 

時間飛逝，轉眼間就過了 25 年，回想大約在 1992 年加入香港仔工業學校公教家長會，

直到 1997 年成立了慈幼協進會南區中心，及後改為聖方濟沙雷氏中心。當初加入這個大家

庭，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為一些弱小的、貧窮的人服務，能夠參與一些活動，例如：步行

籌款、義賣籌款、聖母出遊、拜拜暑期天、聖誕漫報……等等，雖然付出極微少的心願，希

望我能實踐對天主的承諾，依靠聖母的助佑，繼續為這個大家庭服務。主佑！ 

林謝淑賢口述，馮張慕蓮筆錄 

回想當年兩個兒子都入讀香港仔工業學校，時任校監的袁鶴清神父，已經為公教家長成立公

教家長會，每月於學校聖堂，為公教家長和學生，舉行彌撒聖祭。本人自然加入公教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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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參與學校的彌撒和公教家長聚會。隨後經慈幼協進會中華會省幫忙，於 1997 年，公教

家長會演變為慈幼協進會南區中心。自協進會南區中心成立開始，袁神父便委任本人接受神

修職務。神修職務其中之一的任務，就是撰寫信友禱文⋯⋯唯本人自幼嬰兒領洗，未有正式學

習天主教道理；亦自覺學識淺薄，恐怕未能勝任。幸得袁神父錯愛，鼓勵和教導；自此勉力

學習，每次參與彌撒，都用心聆聽神父的講道，亦盡量爭取每天參與彌撒，從中學習聖言，

盡心盡力表達於信友禱文中。本人深深感受，這 20 多年來，有機會多多學習聖言，讓自己

信仰生活成長，而感恩得到歷來多位神父指導。至現任神師－林仲偉神父委任本人繼續撰寫

信友禱文，這份恩典，令我對天主感恩無限。十分感謝天主賜予我這份恩寵，亦十分感謝歷

任多位慈幼會神父，對學生和家長的教導和奉獻。 

 

「讓青年培育我們」培育營營友心聲(續篇) 

Fanbo(會友)  

「讓青年培育我們」究竟是什麼呢？我退休差不多兩年了，

跟自己的兩個青年溝通都覺得有難度，怎樣讓他們來培育我呢？

主的召叫很奇妙，我終於參加了這次培育營。在這兩天的培育，

讓我知道培育不單是 training 而是 formation ，我們透過靈修及

聖言分享，從而得到轉化。 

今次的活動是分為青年與年長者兩組，大部份時間都是分開，

按不同的需要接受培育；他們和我們只有兩次相遇，那是聖言分

享及遊戲互動環節。在與各位兄弟姊妹的分享中，我發覺大家都喜歡祈禱給我們帶來的寧靜？

渴望聽到天主跟我們講什麼？知道天主給我的召叫是什麼？亦渴求有同行者一齊陪伴著。現

實生活壓力大，有時實在抖不過氣來，令到我們身心疲累，很需要靈性的滋養。 

活動在開頭和結尾，我們有機會和年青人互動，一齊玩遊戲。首先一齊玩的破冰活動讓

我們大家清除了大家的隔漠，我們認識了就有溝通；第二天我們一起玩「明日之後」活動，

令我們老中青三代之間可以互相扶持，年輕的伸出手來照顧中和老的，這好像耶穌張開衪的

手來擁抱我們，愛護我們，我看見了這班青年人對信仰的渴求，另外也察覺到自己信主一段

時間，已經沒有像他們感受到愛主的熱誠和愛近人的雀躍了。 

能夠與這些年輕人一齊就是我的福份，透過這兩天的相處，一齊食飯、一齊遊戲、一齊

分享，將我們老中青三代的隔膜清除，我們互相尊重、溝通及照顧，其實這樣的與人相處不

單是年青人需要，原來人老了也需要人的幫助及陪伴。我們大家在主的愛內，透過分享定能

將天父的大愛，更能將這份愛提升，大家都能分享。讓我們體驗主的愛是深和廣，願我們將

一切全心全力全意交託給主，在主內所得到的比我所求的更多更好。我真的渴望繼續接受培

育，這樣才可深化我在靈性上的滋養，我期待著下次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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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大家在主內平安喜樂，繼續努力！天主保佑！ 

 

盧志榮 

回顧這次生活營，第一天，我們聆聽使徒生活守則的分享，我們更多明白自己的身份和

角色。在每個環節如默想、遊戲、祈禱等，各人都有不同的恩賜，當大家都為主擺上時，因

我們同有一個目標，都是為著彰顯天主的恩賜。 

在第二日我們參加一個名為「明日之後」的遊戲時，每位成員蒙上眼罩，每組排成直線，

在青年的提示下走向終點。各人都心存很多顧慮，擔心會有意外發生。但是當我們的組員表

示願意相信其他青年人提示的時候，事情便順利進行，成功到達終點。 

今天，由於電腦與科技的不斷進步，資訊的大爆炸等使得青年人需要面對許多不同的問

題與挑戰。然而，我們應該敢於放手，鼓勵青年人參與，讓他們有參與的機會，青年人在工

作上得到參與的機會，連帶對教會也會較有認同感。幫助青年人建立小組加強青年對教會的

認同感。 

這個 camp 令我看到協進會的希望。一方面，我們見到會員願意聆聽青年的需要，亦付出

努力、時間和金錢，支持青年。在 camp 中，他們對青年的態度和笑容，和活動時表現出來的

年輕心，都是很值得欣賞。更令我鼓舞的是，見到青年參加者對信仰的渴望和認真。我最深

刻在晚上分享時，不少青年都不約而同地說出他們的需要：在信仰、靈修方面更深入的探求。

也有青年提到，希望有一些人分享自身的信仰經驗，如何面對生活的困難等等。 

讓我想到，「讓青年培育我們」真的無錯。青年對信仰的渴求，尤其希望找到榜樣、看到

活見證，鼓勵著我們做好自己，深化同天主的關係，活出基督徒精神。與此同時，亦培育青

年，互相成長。 

但願協進會能成為培育和陪伴青年的好平台。 

 

黎健朗 

這次 camp 讓我感受到有人同行和支持。在我認知當中，年輕人理應陪伴長輩，幫助長

輩，這是一種「尊敬」的表現。但在這個活動中，「讓青年培育我們」讓我感到長輩並不是高

高在上地要我們陪伴他們，甚至願意放下一下對年輕人的批判，踏前一步去了解、認識、甚

至相信我們。非常感恩有這一班長輩的同行與陪伴，出錢又出力。 

 

Yoyo 

當看到青年和其他年長者一起的時候，我們常常會想到的是「代溝」，年齡上的差距好像

讓兩者注定無法携手同行，但這次的活動卻完全打破了這個想法。在剛剛入營的集體破冰遊

戲中，青年與年長者們借遊戲介紹自己，本來以為年長者們會無法投入遊戲，但玩的過程中

腦海中彈出來的第一個想法是：他們好可愛啊哈哈哈。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年長者們全部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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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了眼睛，由青年去帶路，一同走到教堂，因爲這個活動，意外見到了他們鮮爲人知的一面，

他們也會緊張、害怕，就像小孩一樣，但他們也在過程中開始信任，交托自己在青年手中。

突然意識到我們好像都一樣，所謂代溝從來都是自己設下的，當你肯花時間一同相處，認識

對方，或許便會發現所謂代溝其實也只是一條無形的綫，根本無阻你們的相處。 

 

會友徐雅琳 

雖然我是過了所謂青年的年紀不久，但是也與現今的青年有著不同的成長背景了。所

以，要了解他們的需要也是要用心機及需要提起精神的。 

 今次的培訓營目標很特別及驚喜，是學習與青年人的需要，同時也是讓青年人發揮滋養

自己的靈魂，同時他們發揮自己，通過共同合作的能力培育我們。 

雖然我們「大人」與青年是大部分時間是各自接受非常有研讀性及靈修性的培訓，我們

與青年一起沉浸其中的只有兩個環節：聖言分享及「明日之後」，但足夠為我們帶來歡樂。

我們在「明日之後」活動中分成不同的組別，我們被蒙著眼，由青年負責合力用語言描述帶

領著我們一個跟一個小心翼翼地向營地裏的特定目的地進發，期間我們什麼事也不能想，只

能集中聽他們逐句逐句的描述我們應該怎樣行走及避過障礙物。有時他們更會細意描述沿途

的美好風景，令我們有時因年紀漸大的自己對肢體動作活動不是那麼有信心老人及中年人不

致於那麼緊張，而且還能可以會心微笑，歡樂地回應由心中體會到在困難中出現的友愛。 

離營前的總結，大家除對接收到由兩位神師陳神父及張神父，他們用心給予的資料研習

及靈修教導表達厚厚的敬意外，「大人」及青年人都搶著分享他們在營中感受到彼此的愛是

如何的震撼，令到彼此都為此感恩無限和相信靠著對大家彼此，讓愛支持我們，即使離開營

地，完成整個旅程後仍能心中有著對彼此的關懷。作為第一次參加同類營的我，雖然並未有

立時發言，對此等種種感言更是使我非常激動，使我太喜出望外，出營後久久不能散去。我

相信，必定是原先渴望學習付出關愛，及同時獲得關愛的所有老中青參加者，在各自放下自

我，仿效著耶穌真心的去服務和關懷別人的時候，感動了彼此，從而使其付出的愛得到如此

大的回應。 

 這個短短的兩日一夜培訓營，自然地形成各人對家的奉獻，真是我們慈幼大家庭的精神

的顯示，同時連慈幼大家庭的遠大的目標 - 頒望著好好的透過每一代與下一代互相的付出，

得以美好的傳承下去，也得以慢慢地顯發出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