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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北海天主教建立的院、校、堂的简史

北海天主教区圣德修院简史

前 言

修院是修道院的简称，凡是罗马梵蒂同教廷批准成立的天主教区，原则上

都要设立一个修院，其目的是培养本国的神职人员来代替外国派来的神职人员。

我国在明朝中叶以前，没有天主教的传布，在明神宗万年间，天主教才由意大

利人利马窦神父传入中国。从那时到清朝中叶以前，所有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的

神职人员都是从外国教会派来的。后来依照罗马教廷的传教宗旨，各国天主教

区的神职人员都要逐步做到本国化。如果本国的神职人员充足了，罗马教廷就

要把外国教会派来的神职人员调到缺少神职人员的国家或地区，从而培养本国

或本地区的神职人员。神职人员实现本国化以后的天主教会就能在罗马教廷的

直接领导下，做到自养自治自传。

北海天主教区圣德修院成立的经过：

北海天主教区圣德修院成立于 1923 年。起初设立在涠洲岛盛塘村天主堂右

侧的楼房，至 1923 年才迁来北海。当时北海天主教会租赁旧官僚孔继严的宅邸

(该宅邸后来卖给邓世增，现在为北海市人民检察院)作为临时院址，至 1925 年

春才迁入前英国驻北海领事馆红楼(现一中校址)，红楼是英国在民国初年设立

在北海的领事馆。至 1922 年未英国才停止派遣领事。1924 年北海天主教区的俄

永垂主教以两万英镑的价款向英国驻香港的行政长官购买，作为圣德修院的固

定院址。

北海圣德修院修生学习的科目：

圣德修院分初级修院和中级修院两部分。初级修院修生学习的科目有：中

文、拉丁文、算术、常识、圣教历史、圣教要理等；中级修生学习的科目有：



中文、拉丁文、数学(代数、几何、三角等)中外史地，圣教历史，圣经和一些

法语等。

北海圣德修院历任院长的姓名及其在职期限：

第一任院长是涠洲岛盛塘村天主堂法籍神父麦奉养兼任(从 1921 至 1922

年)

第二任院长是法籍神父责德馨(从 1922 至 1925 年)

第三任院长是法籍神父关敬上(从 1925 至 1928 年)

第四任院长是法籍神父贲德馨复任(从 1928 至 1931 年)

第五任院长是法籍神父陈替(从 1931 至 1 933 年)

第六任院长是法籍神父林神父(从 1934 至 1941 年)

第七任院长是法籍神父步依理(从 1941 至 1943 年)

第八任院长是法籍神父德华(从 1943 至 1953 年)因日本侵略军于 1940 年冬

攻占香港，北海天主教会从香港汇来的经费断绝。圣德修院于 1943 年迁往广州

湾(湛江)由法国设在越南与广州湾之间的东方汇理银行汇款来维持该修院的费

用。_至 1945 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从广州湾迁回北海原址，至 1953 年停办。

圣德修院历年来培养的神职人员：

圣德修院前后共办了三十二年，只造就出八位神父。他们是：林秉仁神父(已

故)，阮乐化神父(逃亡海外，生死不明)，黎光东神父(已故)，戴崇正神父(已

故)，吴树仁神父(现在海康)，陈除神父(现在海康)，阮良德神父(现在海外，

生死不明)，许明钊神父(现在海外，生死不明)。最后的阮良德和许明钊两位神

父是于 1948 年从北海到香港华南大修院攻读哲学，神学和数学等科，至 1954

年晋升神父，当时中国已经解放，他们不返北海，留在海外。

注：较阅者记起尚有三位国籍神父，一位是阮乐正神父，主持防城竹山天

主堂，一位是梁康匡灵神父，主持梅县天主堂，一位是廖神父主持海康天主堂。

并且都见过面，(以上三位神父均在解放后去世的)三位原籍涠洲。

周昌华



北海天主教区女修院成立简史

前 言

女修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修女来帮助做教区内各堂口的管理(布置和

装饰教堂的内部和各堂口传道师的工作。女修生的来源是挑选教区内各堂口教

徒的女孩子，本着自愿的原则来北海女修院学习和工作几年后，如果本人自愿

遵守三大誓言：1、贞洁(守贞不嫁)；2、神贫(清贫)；3、听命(服从工作分配)，

就可成为初级修女，考验期为一年。一年后各初级修女本人自愿再继续为修女

者，又再发三大誓言，如果不愿做修女者，可以回家。在考验期内，品行表现

不好者，亦被遣返回家。

北海天主教区女修院成立的经过：

北海天主教区女修院成立于 1921 年，最初院址设于涸洲岛盛塘村天主堂右

侧的房屋。1925 年北海天主教会为女修院另建新院舍(现在市机关保育院)至

1926 年春女修院的全部修女和财产，由涠洲岛迁来北海新院舍。

北海天主教区女修院修女们的学习科目：

女修院的修女们一般学习高小至初中的中文课，算术、教会历史、圣经、

教理详解和一些中外史地知识。

女修院修女们的生活和劳动生产费用项目：

修女们的生活费用，基本上是自供自给，如果不够开支，才由教会账房(财

务管理处)补贴；如果自供自给有余，就或剩余存入教会账房，作为本院的经费

基金。修女们每天都有固定的劳动生产时间和生产项目：如养蚕抽丝，牵纱织

布，养牛耕田，养猪养鸡，养兔养蜂等，有时还帮外界居民染布和加工其他产

品。

北海天主教区女修院历任院长的姓名和她们的在职期限：

第一任院长是陈福姑(1921 至 1928 年)

第二任院长是陈斯姑(1928 年)

第三任院长是方依当(1952 至 1958 年)



北海天主教区创办的私立培德小学简史

前 言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旧北海社会里，劳动人民的子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因为当时北海的小学教育很不普及，小学校亦只有几间，如东镇小学，西镇小

学，东三保小学，西七保小学，1946 年增设一间私立敬和小学。在这五间公私

立小学中，有些只有初级班没有高级班，而且各校各级多数只有一班。从上述

的情况来看，小学校既少，级数班数又少，实际上不能满足当时北海社会适令

儿童求学的需要。对旧政府不注意小学教育，让适令儿童失学的严重问题，社

会人士，啧有烦言。贫苦的劳动群众都希望各会馆，各团体能筹款多办些私立

小学来解决失学儿童的问题。因此天主教会筹办私立培德小学。此举是适应时

代需要的措施，受到劳动人民的欢迎。

私立培德小学成立的经过：

北海天主教会于1947年秋创办私立培德小学。它是经过旧合浦县批准立案，

有校董会管理的私立完全小学。首先于 1947 年夏组成校董会呈报旧合浦县备案

的。校董会事共八人，他们是戴崇正、葛嘉材、张富卿、古右道、李春晟、邹

才明、戴肇仪、陈维藩(1948 年加入)，以戴崇正为董事长，古右道为创办人。

学校的经费来源，每年由北海天主教会拨足教师的工资，校舍和设备的建筑费，

由教会根据需要拨款兴建。学费收入作为办公费和修理校具等费用。1947 年秋

私立培德小学开始招生，最初招收一至五年级各一班。至 1948 年秋增招六年级

一班共六班。前后共办了五年六个月。1950 年教会代理主教古右道，以经济来

源困难为借口，宣布不拨足教师工资。每学期只拔约八百斤大米。因此从 1950

年起，每个教师每月只能领到约 80斤大米作为工资，从 1951 年冬至 1952 年冬，

学生就读人数增加，市人民政府关怀培德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每学期都拨一

笔补帮费用，作为补贴教师的工资，因此从 1952 年起每个教师每月都得到 150

斤以上的大米作为工资。这是私立培德小学解放后从．953 年夏从私立到公立莳

过渡时期学校经费的困难情况。至 1953 年秋，市人民政府接收培德小学改办为



市第七小学后，教师的工资和办公费完全与市内各公办小学相同。

北海私立培德小学历任校长的姓名及其在职期限：

第一任校长邹才明(从 1941 年秋至 1948 年春)

第二任校长陈维藩(从 1948 年春至 1953 年秋)

从 1953年秋市人民政府接收培德小校改办为市七小，仍任命陈维藩为校长，

至 1954 年春七小与三小分校，陈维藩调到市一小当付校长。

北海天主教区育婴堂成立简史

前 言

在旧中国的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一般人民都是重男轻女，特别

是贫苦的劳动人民入不敷出，生活困难，无法养活子女。因此，如果多生女孩，

便把她放到教堂门口，让教会收养，因此教会亦依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设

立育婴堂来收养被遗弃的婴儿。

北海天主教会成立育婴堂的经过：

北海天主教会的育婴堂约成立于 1920 年，由法籍修女主持办理。由教会账

房每年拨款二万元港币为经费。但负责办理育婴堂的法籍修女，对教会账房拨

给的经费不是严格地把专款专用，而是有时随意挪用专款去办其他事务，她们

对所收的被遗弃的婴儿，不是以养活为目的，而是以救灵魂为目的，她们对婴

儿的营养不良，护理不周到，漠不关心。因此造成每年所收养的婴儿绝大部分

死亡。前后办了三十余年之久的育婴堂，养活的婴儿寥寥无几。因此社会上有

人说：育婴堂变成杀婴堂。群众的愤恨值得注意，从人道主义来说，负责办理

和管理育婴堂的人员，对收养婴儿的大量死亡，要承担责任。

北海育婴堂历任院长的姓名和她们的在职期限：

第一任姆姆(院长的意思) (从 1920 至 1928 年)

第二任姆姆(院长的意思)狭保禄(从 1929 至 l944 年)

第三任姆姆(院长的意思)夸非能(从 1945 至 1952 年)



北海天主教会广慈医院成立简史

前 言

广慈医院的前身是北海法国医院。法国医院是法帝国主义在北海办理的所

谓慈善医院，直属法国驻北海领事馆管辖，自从清光绪二十四慈(公元 1898 年)

法帝国主义侵占广州湾(现在的湛江)后，翌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

法国迫使清廷签订租借条约，租期为九十九年。第一次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1921 年 11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华府会议，法国曾答应交还广州湾，但又不履

行诺言，直至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法国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才迫得把

广州湾交还给中国。当年，法国侵占广州湾后，把位于越南与广州湾之间的北

海，早巳视为囊中物，法国竟以不平等条约为借口，侵犯中国主权，在北海设

立法国邮局，法华学校，法国医院等。旧中国政府不敢过问，直至 1925 年国民

革命军(国共合作之军队)南下北海时，宦布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前清给予帝

国主义的特权，勒令法国停止开设在北海的邮局，法华学校等非法机构。但法

国医院仍准其开设，至 1935 年法国政府才停止办理法国医院，当时法国医院的

院长为法籍医生顾易安，医生为越南籍的吴士规医生。

北海天主教会成立广慈医院的经过：

北海法国医院停办后，北海天主教会的贲德馨主教认为教会有开设一间医

院为社会和教会病人治病的必要，但没有院址和设备，乃向法国驻越南(旧称安

南)的行政长官租借北海法国医院的院址的房屋和设备，仍请前医生吴士规为院

长兼医生，开办至 1941 年春，北海天主教会祝福主教聘请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毕业生吴大顺医生为院长兼医生，至1944年吴大顺离开北海去广州湾医院工作。

从 1945 年至 1947 年夏，北海天主教会的医院没有固定的正规医生，只有几个

护士治疗一般疾病，必要时请葛嘉材医生代诊危险病人。至 1947 年秋，法国政

府派遣一个代领事兼医生名叫马仕敬来北海，教会就请马仕敬为教会医院的院

长兼医生，并把医院改名为广慈医院。至 1949 年夏马仕敬离开北海返回法国，

法国政府又派遣一个领事兼医生，名叫高雅惠，继马仕敬为广慈医院的院长兼



医生。解放后，高雅惠逃走回法国，教会请葛嘉材医生暂兼理医院的医务工作，

直至 1954 年冬北海市人民政府接收广慈医院与北海市人民医院合并，广慈医院

从此结束。

北海法国医院至广慈医院历任院长的姓名及其在职期限：

第一任院长是法籍医生顾易安(从 1918 至 1935 年)

第二任院长是越南籍医生吴士规(从 1935 年至 1949 年)

第三任院院长兼医生是华籍医生吴大顺(从 1941 至 1944 年)

第四任院长兼医生是法籍医生是法籍医生马仕敬(从 1947 年至 1949 年)

第五任院长兼医生是法籍医生高雅惠(从 1949 至 1950 年)

第六任院长是华籍医生葛嘉材(从 1950 至 1954 年)

陈维藩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