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牧之聲

為香港社會誦唸玫瑰經
十月「玫瑰(經)月」，是藉誦唸玫瑰經來敬禮聖母
的月份。一如往年，我們堂區為推動更多教友參與誦唸
玫瑰經，組織「串連玫瑰經」活動；同時自前年2017
年——花地瑪聖母顯現100周年，為回應花地瑪聖母要我
們多祈禱的呼籲，每小組增唸一串「光明奧蹟」。今年
亦繼續以此方式誦唸「串連玫瑰經」。
很多教友可能視誦唸玫瑰經為畏途，「串連玫瑰
經」不失為一個好方法，來培養教友誦唸玫瑰經的習
慣。在此，我衷心祝願藉著「串連玫瑰經」運動，令更
多人體驗到聖母瑪利亞在他們生活中的親臨和助佑，從
而以每天誦唸一串玫瑰經來祈禱。

梁熾才

工期長了三個月。第一期大維修工作主要包括屋頂防水
及去水槽徹底整治工程；整修和髹油聖堂外牆及維修聖
堂窗戶；在屋頂上安放一套防墮安全系統，以保障在屋
頂工作員工的安全；鐘樓內外整修及鐘樓十字架側更換
安全梯等。
在此，衷心感謝於去年7月成立的「本堂大維修委
員會」各委員積極參與籌備及跟進是項工程，委員會成
員除本人外，有黃家輝神父、堂區牧民議會代表：高德
耀、余向明、李漢英、徐靜思，另有林祥祐、陳淑妍、
孫淑儀、陳志成、勞惠南等；特別要感謝林祥祐代表委
員會聯絡工程人員及具體跟進各項工程，以及陳淑妍為
每月會議作詳盡的紀錄。此外，也
要感謝顧問公司(AGC Design)的周
詳策劃及良好配合，使工程順利完
成。
經過半年多的籌款運動，承
蒙眾多教友的慷慨支持，截至9月
30日，共籌得善款$6,296,613。用
捐款回條捐款者有605項，直接捐
款入捐款箱者，估計有二、三百人
次或更多。衷心感謝你們的踴躍捐
獻。本堂區第二期維修工程現正積
極籌備中，請繼續支持堂區的籌款運動。

今年「串連玫瑰經」整月的祈禱意向，是特別為香
港社會祈禱。反修例風波持續近四個月，我們經歷了動
盪不安的時局，緊張的局面未見有緩和的跡象。一
捐款統計資料概覽
方面，讓我們在各自的崗位上促進正義與和平；同
捐款回條/支票收集：$6,147,020
維修捐款箱收集：$149,593
時，讓我們為香港社會的共融和團結祈禱，藉聖母
捐款$100以上者：102項
捐款$500以上者：78項
的代禱，求主保守各界人士能通力合作，找出可行
方案，使受傷得醫治，撕裂得修和，困境有出路， 捐款$1,000以上者：189項
捐款$5,000以上者：64項
重建和諧共融的香港家園。
捐款$10,000以上者：54項
捐款$20,000以上者：85項
捐款$50,000以上者：7項
捐款$100,000以上者：4項
大維修第一期工程圓滿完成
捐款$200,000以上者：3項
捐款$300,000以上者：2項
進行了六個多月的本堂區第一期大維修工
捐款$1,000,000者：1項
程，於9月底全部完成，因今年天雨特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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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九月份牧民議會 議決事項
1. 跟進推行愛德事工，暫定12月1日辦第一次「愛心飯局」，計劃每月一次在
星期日下午4:30-7:30舉辦，每次招待50-60人，由明愛安排邀請基層街坊，
劏房户家庭參加。
2. 於10月26日開始本年度初領聖體及堅振道理班，通告刊於第3頁。
3. 定期匯報聖堂大維修及籌款運動進度，資訊刊於第1及6頁。
4. 延續推行「神聖閱讀」及宣傳「培育靈修活動」，讓天主的話滋潤信仰生活。請閱覽第3、8及
9頁的資訊。
5.「耶穌出巡愛西環」定於12月1日(將臨期第一主日)舉行，籌備分享刊於第7頁。
6. 安排及跟進慕道者投入堂區的生活，參與各樣的禮儀、愛心服務、信仰延續培育，選擇加入善
會等。

二零一九年十月份動態
1st
(周二)

聖母玫瑰月展開
「串連玫瑰經」祈禱開始

4th
(周五)

首瞻禮六
恭敬耶穌聖心
晚上八時

堂區禮儀活動

6th
(周日)

常年期第廿七主日

13th
(周日)

常年期第廿八主日

16th
(周三)

三三追思亡者
下午六時

敬禮聖安多尼
逢周二 晚上六時彌撒
誦唸「向聖若望鮑思高禱文」
每月最後一天的各台彌撒後

20th
(周日)

常年期第廿九主日
(傳教節)

27th
(周日)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聖母玫瑰月結束感恩祭
晚上六時

明供聖體
逢周四 晚上七時
「習練善終」祈禱
每月逢首周一的各台彌撒後

「進教之佑聖母降福」經文
每月廿四日的各台彌撒結束前

鳴謝捐贈《羊 牧 之 聲》
願聖母進教之佑及聖安多尼
酬謝你們，賜你們身心健康，
家庭和睦，主寵日隆。
雷杏兒
$100
聖安多尼之友會 $300
葉衛熾瑞
$1,000
潘宅
$200
E. Lam
$200
蘇錦秀
$40
精叻馬
$200
王冠龍
$200
Augustine Siu
$100
鮑思高聖詠團
$600

關樹權
曾潔玲
鄭雅蓮
李翠霞
李寶苓
男聖體會
劉黃典卿
太極福傳會
龐蔣靜儀

$100
$100
$100
$100
$200
$500
$500
$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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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神聖閱讀」

日期：10月2日 (周三)
時間：晚上8:00 – 9:15
地點：傳信室

一同在虔敬的氛圍下閱讀聖經
與主相遇 領受恩寵

堅振及初領聖體班
日期：
10月26日(周六)開課
時間：
下午4:30 – 5:45
地點：聯誼廳
對象：
年滿8歲未初領聖體者
年滿10歲未領堅振者
報名：
堂區辦事處
10月21日截止
備註：
2020年6月13日
主保瞻禮彌撒中
領受聖事

每月聖言聚會
主題：《得撒洛尼後書》

「聖母家訪」活動
5月24日 - 10月31日

日期：10月20日 (常年期第29主日)
時間：上午11:30 – 中午1:00 地點：馮強禮堂
講者：Dominic Tam
(曾接受吳岳清神父聖經培育逾10年，講授聖經逾15年)

歡迎教友迎接聖母像回家一周
* 與家人 / 朋友一起祈禱 * 分享聖經 * 敬禮聖母 *
* 邀請神父聖屋 *
登記：堂區辦事處

歡迎慕道者或教友邀請對天主教信仰有興趣的親友參與
查詢 / 索取典禮入場券：堂區辦事處 【憑票入座 先到先得】

堂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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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玫瑰經」
堂區每年10月份舉行「串連玫
瑰經」祈禱，作有意義的「聖母玫
瑰月」敬禮活動。籌備工作由傳信
委員會負責，祈望成立250個「串連
玫瑰經」小組，共同在「玫瑰月」
(10月1-31日)奉獻串串玫瑰經給聖
母。敬禮主題：「偕同慈母∼互連
祈禱∼傳頌主恩」。
「串連玫瑰經」小組的運
作：①每1位組長找4位家人或朋
友，組成1個5人小組，一同在10月
份每天專注「為香港社會」祈禱而
「誦唸兩串玫瑰經」，其中一串是每位組員全月特別分唸多
一端「光明奥蹟」，特別為病人祈禱，另外亦可包括各種意

向(由組長定)。②每人只負責1端，而全月各位每天唸兩端。
組長唸開始的〈信經〉、1篇〈天主經〉、3篇〈聖母經〉、1
篇〈聖三光榮經〉+ 玫瑰經的第一端，其
他4位組員分唸其餘四端(由組長分配)，
而負責第五端的須加唸〈又聖母經〉。
[註：堂區提供「每天誦唸玫瑰經」單張]
除了小組祈禱外，堂區大家庭在10
月各台主日彌撒後將誦唸一端玫瑰經，
每周為香港的共融及和平祈禱：

「求主保守各界人
士能通力合作，
10月12-13日 找出可行方案，使
受傷得醫治，撕裂
10月19-20日 得修復，困境有出
路，重建和諧共融
10月26-27日 的香港家園。」
10月5-6日

堂區資訊

聖安多尼堂

李漢英

大 維修之八

聖安多尼堂的第一期工程包括屋頂及去
水槽防漏、外牆翻新、鐘樓修葺、窗戶修理、
加裝防墮系統等已經完工，承建商建議9月2日舉行收樓前檢
查，9月16日開始拆棚，並於9月23日下午舉行收樓會議。

收 樓 過
程序也相當順
利，梁神父、
委員會成員、

顧問公司代表和承建商成員約十人巡視了屋頂
及聖堂外圍，除了要求承建商一些執漏的工作
外，對工程也大致滿意。大江記同意在10月10
日前全部完成。
梁神父及維修委員會已開始討論堂區第二
期維修工程，而擔任第一期工程顧問的創智建
築師有限公司 (AGC Design) 答應繼續協助第
二期工程的策劃工作，包括聖堂內部的大型維
修，安裝升降機的可行性，及重置活動室配合未來需要等。

因應收樓在即，林祥祐兄弟提醒各委員如發現有仍未妥
善處理的問題，要在拆棚前提出，方便處理。9月2日下午，
顧問公司人員、承建商人員以及本堂維修委員會梁神父、林
祥祐和余向明等作收樓前檢查，尤其對防水工程的檢查。他
們進入屋頂隔層詳細檢驗，沒有找到漏水的地方。

在山道的一邊開始油斜頂面油，顏色是綠色，建築師認
為去水渠與斜天面應有顏色之分。所以，指示了承辦商保留
斜天面綠色，去水渠則用灰色。防墮系統使用也需要培訓，
大概需一小時，委員會成員建議將培訓過程錄影，方便培訓
將來的使用者，並把使用說明，掛在屋頂附近，保障使用者
安全。

AGC的服務範疇
包括檢視樓宇及識別
僭建物、提供改動和
加建工程建議方案草
圖、擔任註冊建築師
及結構工程師、核查
足夠電負載以配
合維修工程，及
聯繫公用電業公
司(如有需要)，
並安排入則交予
政府當局申請批
准，顧問費為30
萬5千元。顧問
公司將於10月份
呈交初步設計建
議給梁神父及維
修委員會討論。
至於籌集善款方面，也得到眾多
熱心教友的支持，截至9月30日收到善
款約630萬，捐款登記人數為594人次
(未計投善款入捐款箱的人數)，瓦片留
名為86塊及祝願咭逾260張。期望大家
繼續支持及為第二期工程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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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耶穌出巡愛西環」

李漢英

任主禮嘉賓，而主題金句則參考胡振
中樞機的座右銘，以「追求真理、力
行仁愛」作為今年的主題，配合反思
現時社會情況，希望大家能認真尋求
真相，以仁愛減少衝突。
各籌備小組成員在過去一個月
也開始密鑼緊鼓地策劃各項活動，
檢查去年餘下的各項物資如帳蓬、
耶穌聖心像大型海報、表演台的掛
幕等是否合用，為減少支出，會盡
量運用去年餘下的物資。福傳小組
建議今年會增加打卡點，介紹天主
教會和堂區的服務，並以QR Code
利用網站介紹。遊行模式則跟以往
一樣，以聖心像及小天使帶領遊行
在8月18日下午三時，「耶穌出巡愛西環」籌備小組成員
包括梁神父、活動統籌李淑蘅，成員高德耀議長、余向明副
議長、盧太、李漢英、蘇慶標、何蘭惠、堂區秘書徐靜思，
與政府跨部門舉行會議，包括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消防處堅
尼地城消防局、運輸處、地政處、警務處西區交通隊等。李
淑蘅首先介紹今年「耶穌出巡愛西環」將會在12月1日(星期
日)舉行，提出申請封路時間由上午9:00至下午6:00，皇后大
道西則由下午1:00至5:30，而山道由下午1:45至下午2:30。活
動與去年差不多，完畢後，亦會盡快清理現場，開放所有封
閉道路。有見及今年的社會情況，籌備小組特別向各部門保
證這個活動不會容許其他非本堂區的團體參加，避免發生不
必要的麻煩。
「耶穌出巡愛西環」第二次籌備工作會議在9月15日舉
行，超過十位核心成員及兩位本堂神父參加了會議。梁神父
指示整個活動的目標應該以「福傳」為主，所有活動應環繞
這個目標而設計。他已通知慈幼會中華省會長吳志源神父擔

隊伍，沿途歌唱短誦，
陪伴聖體出遊。在節
目方面，會包括舞獅，
及邀請堂區所屬學校表
演。在禮物方面，也會
善用所餘物資，但也考
慮物色一些較好的禮
物，吸引參加活動者逗
留，以方便向他
們福傳。遊戲也
是吸引街坊停留
的橋樑，當中會
以聖經金句及利
用展板加強福傳
工作。

各小組會盡其所能，籌備堂區一年一度的福傳
盛事。到時會需要大量人手，希望各位教友能參與
這個活動，大方出錢出力，加上你們的祈禱，祈望今
年「耶穌出巡愛西環」順利舉行，結出理想成果。

培育靈修

OCT

十月
靈修
生活
聖經金句
宗徒們向主說：「請增加我們的信德罷！」
(路17:5)

生活反省
基督徒的信德是天主的眷顧，靠著與聖神恩寵合作，
我們才能真正的明白並服從信仰的真理。
在聖路加福音中，增加信德就是天主恩賜的「跟隨耶
鮮」：對耶穌的話有更深的認識，更緊密地追隨耶穌。

因此，
我們是否
應多閱讀聖
經，追求對
天主聖言的
認識；求天
主開啟我們
心目，好能
領悟及理解
聖經給我們啟示的真理。
主耶鮮曾說：「你們祈禱，不論求什麼，祗要你們相
信必得，必給你們成就。」(谷11:24)
就讓我們不斷祈求天主賜給我們日益活潑的信德。

祈 禱
上主，求祢藉聖神恩賜我們加深認識祢的教導，並效
法聖母瑪利亞持守信德，時常能够追隨祢的話而生活，亞
孟。

(資料：堂區培育組)

日期

時間

講者

10月25日(周五)

下午
2:30-4:30

夏志誠主教、
羅國輝神父、翟鳳玲

10月26日(周六)

上午
10:30-12:30

溫國光神父、
羅國輝神父、翟鳳玲

地點：灣仔聖母聖衣堂 【兩次內容大致相同】
主辦： 香港教區禮儀員會 電話：25227577
報名： 將姓名、堂區 / 團體及聯絡電話，傳真：25218034
或 whatsapp : 92239359
或電郵：hkcdlc28@catholic-dlc.org.hk

新￭書￭推￭介
在新的一年裡，願「生活的瑪納」藉這
本《每日聖言》源源不絕地滋潤您的靈
性生命，願您在每一天裡感受到天主親
切的臨在和祂慈愛的看顧！

堂區辦事處銷售：

每本$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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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區傳教節2019
教宗方濟各於2017年10月22日向普世教會宣布
將於2019年10月熱烈慶祝教宗本篤十五世在1919年
11月20日所頒佈之「夫至大」宗座牧函百周年紀念
慶典。「夫至大」宗座牧函亦被稱為「傳教的大憲
章」，是「普世傳教節」的起源。教宗庇護十一世
於1926年建立了「傳教節」。教宗方濟各邀請教友
們掌握這機遇，重燃我們傳教之心火，教宗強調一
百年前所頒佈之「夫至大牧函」仍適用於今天的教
會及世界之現況。
香港教區傳教節2019以「主！我在這裡！」為
主題，回應教宗在這「特殊傳教月」的邀請：
1. 教會及每一位教友能充分懷著喜樂及決心把傳教
作為生活及工作的重心，向未認識天主的人以行
動、以言語、以生活去宣講福音。
2. 希望能更新及強化教友身、心、靈的動力，完成
「向萬民傳播福音
missio ad gentes」
的使命。

登入：https://mission.catholic.org.hk 聆聽香港教區
傳教節2019主題曲《耶穌，主基督》及下載歌譜

教區資訊

湯漢樞機信函：

支持明愛籌款活動

天主愛樂捐的人

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
對整個香港社會來說，今年是充滿考驗的一年！面對似乎尚未明朗的前景，種種
仍待解決的問題，我們應如何自處，從而取得相互了解，實在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但我們相信只有生活出基督的大愛精神，才可以擁有豐盛的人生。要保持身、心、靈
的健康，須以平和、慈悲的態度看待事情，更重要是不要忽略身邊需要關顧的朋友。
祈求聖神的光照和引領，讓我們一起邁向光明，因為「上主親近心靈破碎的人，祂必
救助精神痛苦的人。」(聖詠34:19)
香港明愛與市民大眾並肩共渡六十六載，今後將一如既往緊隨時代的步伐，堅守
「以愛服務」的使命，服務社會不同需要的群體。香港明愛感恩一直以來得到各界的
支持，即使經歷不同年代的交替及社會種種的變遷，大家仍相知相伴。作為一間多元
化的社會服務機構，香港明愛所需經費龐大，承蒙大家長期慷慨捐助，才得以持續發
展、優化服務。「每人照心中所酌量的捐助，不要心痛，也不要勉強，因為『天主愛
樂捐的人』。」(格林多後書9:7) 無論多與少，只要大家捐出自己能力可承擔的，定可
發揮積極正面的效果，為社會及有需要的社群締造無限的希望。
每年的籌款運動，是一個重要的平台，凝聚各善會、堂區、學校，以及社會大
眾，透過分工協作為香港明愛籌募經費。以往有賴大家的真誠樂意與及無私奉獻，籌
得的款項屢創新高，使社會上數以萬計末後無靠、卑微無助和失落無救的朋友得以受
惠。
「聚沙成塔，集腋成
裘」—— 讓我們繼續團結力
量，向貧困弱小者伸出援手，
助人自助。您的善行將使失落
的常存盼望，向哀慟的表達憐
憫，為疲憊的播種喜樂！即使
是一分的捐獻，亦足以成就十
分的恩典，請一起支持香港明
愛，做一個「樂捐」的人！願
天主百倍賞報大家的慷慨捐
助！

＋湯漢樞機
2019年聖母聖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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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分享

聖 安 多 尼 堂 ∼

愛心服務小組

9月份，堂區愛心服務小組兵分兩路，前往護老院及
西環村作中秋探訪。今次組員很多是第一次參加這小組
服務，亦有大部份是慕道班的同學。在這裹我想透過以
下組員的分享及相片，讓大家感受做愛德服務的喜悅和
平安。

李淑蘅

賴嘉敏Amy
大家好，我想分享自己在星期六做完探訪的感
受。我們被安排跟另一位聖安多尼堂教友Marie去
探一位名叫月嬌的婆婆。月嬌行動不便，已88歲，
但看起來精神不錯，感覺很正面，喜歡跟我們分享
以前及現在的生活。探訪初期，感到戰戰兢兢，因
為很久沒有探獨居長者，怕沒話題，但是其實長者
自己會主動分享當下
感受，比如說手腳不靈活，
力氣不夠等⋯⋯總括整個
過程也很順利，氣氛
很愉快。多謝Marie
的帶領，也很感謝
天主給我機會再
次回到西區接觸
明愛做義工。
回到西環邨探
訪獨居長者，
相信一切是聖
召，天主的安
排，心中充滿恩
典，施比受更有
福。能夠有這個機
會把愛傳遞真是我的
福氣，很是感恩，感謝
上主！希望可以繼續把愛
傳揚開去給更多有需要的人。

Joyce Po & Grace Po

聖安多尼堂的愛心探訪組安排了在9月1日到西營盤
滙豐安老院作中秋探訪，與老友記談話時，我感受到他
們的眼神
充滿愛，
亦帶著喜
悅 的 笑
容。我們
參觀他們
的住所，
有兩位婆
婆透過我
們的探訪
時，把我
們視為家
人一樣，盡訴心中情。從這點可見，他們是多麽需要人
關懷、體諒和聆聽。在與老人家交談、唱歌和派小禮物
時，我們真的感受到主耶穌基督的臨在：「那裏有愛，
那裏便有主耶穌的足跡」。多謝堂區給予我們這個機會
做一個小小的善工。在這短短兩小時的探訪，我們
感受到老友記是和藹可親及需要人多些關心他
9月8日及15日，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聖安多尼中心於影音室
們。祈願再有機會去探訪他們，施比受更有
舉辦「扭扭樂」工作坊。當天在導師的悉心指導下，各位參加者的作品
福。
也很有水準。原來扭氣球是一項相當緊張又刺激的活動，大家都興致勃
勃，希望下次導師再能蒞臨指導！

氣球扭扭樂

教友分享

堂區「聖母訪家」計劃：

體驗慈母親臨和助佑
夏亞鳳
聖母媽媽訪家一周裡，我感覺充滿了溫暖
和力量，非常喜樂與心安。通過祈禱和唸玫瑰
經，感受到聖母媽媽的大愛，遇到任何事都會
開心、樂觀去面對....，更增強了我對天主的信
念！感謝仁慈的聖母媽媽！感謝全能的天主！
感恩.....

蕭家穎
我是第二年接聖母像回家的，相對上一
年，今年
感受更實
在，經過避靜中神父的
教導，令我更投入神聖
閱讀，有更多時間去祈
禱、讀經，體會到感恩
的重要。今年還可以同
小孩子一齊向聖母媽媽
祈禱，也是一個很好的親子時間。

劉慧文姊妹家中迎接聖母像
徐來 / 丁俊傑
知道有聖母訪家的時候，才剛參加慕道班兩個月，對經
文和其中的意義感受尚淺，但透過接聖母像回家，可以感受
到聖母帶給我們
一家的平安。透
過聖經和默想，
和組員間的互動
分享，了解到主
的話語很奇妙，
可以透過不同的
形式和不同的人
來和我們說話。
只要我們用心感受和堅定相信，凡事信靠，自然能得到內心
的平安。

李笑英
雖然我並無接聖母像回
家，但我有參加幾個家庭在聖
堂一起讀聖經，學會分享。我
會繼續學習，感謝天主的教
導。

楊美君
在安排接聖母像回家之後，我們一家人都顯得非常緊張。
要在家找一個合適位置，怕會不慎碰撞到聖母像，女兒還找來
她的玩具花放在聖母跟前，希望天主之母有一個舒適的地方度
過一周。但是，唸一串玫瑰經對三歲女兒來說可能太長了，
唸兩至三遍後她就失去了耐性；但對於我來說，唸經的時候，
就好像跟聖母傾談，心裡覺得十分平靜，好像與最親的親人交
談一樣，將當日發生所有的事情都交付給聖母，忘記所有的煩
憂。我蠻喜歡一組人一起作神聖閱讀，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一方面，我可以對那篇經文更深刻了解；另一方面，我們可以
分享感受和發問，討論不明白的地方。

鄧慧笙
我們於6月中把聖母像接回家，剛巧當時我開車遇到一
些小意外，起初也很徬徨及焦慮。但那幾天我努力唸玫瑰
經，人便沉澱下來，回想整件事也只是一件人生經歷，可能
失去一些身外物。但可幸自己及家人並無受傷，也許亦是天
主安排的考驗。整個人便平靜下來。感謝主。

陳詠詩
正式成為天主教徒後，
迎接聖母訪家和唸玫瑰經
時，我的心靈較以前更平
靜。經過神聖閱讀後，感覺
加深認識和接近耶穌。

麥洪意
這是我第一次接聖母
像回家，很慶幸在我慕道剛開始不久都可以參與，感覺是一
個很光榮的使命，神聖閱讀聖經經文有觸動我的，令我感恩
天主給我的安排，有提醒我的，令我懺悔過去一些不足的地
方。感謝天主安排一些很好的兄姐出現在我身旁，你們是我
慕道旅程的協助者，我是有福的。給我力量堅持下去的禱文
是「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神聖，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遠。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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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會分享

Happy Music Sunday

用歌聲融入堂區

9月8日下午，母佑堂擠滿了教友，更有菲律
賓 籍 和 印 度 籍 等 教 友 ， 大 家 享 受 一 個 Happy
Music Sunday。首先由鮑思高聖詠團領唱 Dona
Nobis Pacem、Blest be the Lord、Let the Fire
Fall 等歌，掀起了高潮，接著有外籍教友大跳廣
場舞。聚會中，大家都為香港打氣，希望天主賜
予香港和平。隨後則濟利亞、聖家、方濟各等聖
詠團均傾力獻唱，有勵志的歌，例如憑着愛、朋
友、明天會更好、Another Day in Paradise。最後
以讚美之泉、願主祝福你，及聖母經等歌詠大合唱，圓滿結
束活動，歡愉氣氛非常高漲。

構思 Happy Music Sunday 最初由聖詠團提出，因為大
家都感到每台主日彌撒後，只有小部份教友會在堂區稍作逗
留。大家希望用音樂及輕鬆的氣氛去凝聚教友，增進歸屬
感。由提出構思後，禮儀委會一直未有落實執行，直至新一
屆堂區議會誕生及禮委重選後，由禮儀委長拍板。經過大家
兩個多月的努力，終於成事。今次雖然氣氛及反應都很熱
烈，因為大部份聖詠團都有參與，但反觀參加的堂區教友人
數不多，未達到原有目標。希望大家可以提出寶貴意見，使
下次聚會能吸引多一些堂區內的兄弟姊妹，大家引吭高歌，
歡度一個悠閒主日的下午。

義賣支持聖堂維修
聖方濟各聖詠團今次聯同信仰小團
體附屬的玫瑰庭園安排了在堂區義賣不同
的盆栽及石頭畫，可作靈修及祈禱之用。
今次義賣的目的是為了籌款給堂區作第二
期的維修工程。十分感謝教友們的支持，
令我們在這
次義賣中成
功 籌 得 了
$7,850的款
項。我們全
心感謝天主
的保守及照
顧下完成了
這個使命。

音統勁草

善會分享

主日學開學感恩祭

悠長的暑假完結後，學生們都收拾心情，忙著準備迎接新學年的開始，但仍然不忘回
到聖堂，感謝天主過往的護祐，祈求主耶穌基督，繼續帶領和指引我們走向光明大道！
9月15日，
主日學假馮強
禮堂舉行20192020年度開學
禮，邀請主任司
鐸梁熾才神父主
祭，出席參與的
家長、學生和導
師近200人。

Memorable Experience
with Don Bosco Choir
Grace Jong (Malaysia)

梁神父講道時，就福音中耶穌的比喻，尋找遺失的羊
和「達瑪」，找到了就一同歡樂
吧！正是提示大家：罪人悔改的
重要！
彌撒禮成後，梁神父還特
別祝聖「顯靈聖牌」，並親自為
每個小朋友掛在脖子上。同時，
現場家長亦獲送贈一枚，好能實
踐教友的福傳責任，而轉送予未
認識主耶穌的人，引領更多人
來親近
耶穌，
接受天
主的恩
賜。
天主的安排實在奇妙！暑假
期間，導師們都回到堂區，忙著計
劃來年的課程和活動。話說有個主
日，聖母軍送來「顯靈聖牌」，當
時，想著如何送出才能達到「顯靈
聖牌」的最終效用呢？結果是意想
不到下，竟然配合到這天福音的訊
息。真的感謝主！讚美主！

顯靈聖牌

聖母無原罪聖牌 –– 俗稱顯靈聖牌，是由童貞聖母瑪
利亞親自設計！聖母於
1830年11月27日的顯現
中對聖女加大利納．拉
布萊說道：「凡佩戴這
個聖牌的人將會獲得很
多恩寵。他們應將聖牌
佩戴在脖子上。恩寵將
傾注在那些充滿信德地
將它戴上的人身上。」

It has been an awesome experience joining Don
Bosco Choir in St Anthony’s Church. Feel truly blessed
that I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choir, bible sharing, rosary
reciting and lunch together after every Sunday mass. On
my second week in Hong Kong, Aunty Annie approached
me at entrance of church while I was busy looking
for missal booklet. Her friendly smile and welcoming
conversation led me to the choir group. Praise the Lord,
for this wonderful arrangement that I got to know many
awe s ome p e o ple
in this church. It’s
indeed a memorable
3 months’ stay in
Hong Kong. I will
always keep you all
in my prayer. May
the Lord bless Hong
Kong!

墓地追思彌撒
日期：11月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12:50 集合		
下午1:00 開車
下午1:30 舉行彌撒
下午4:00 開車回程
地點：柴灣歌連臣角天主教墳場
主禮：梁熾才神父
主理：聖體會
車票：每位HK$20 (堂區辦事處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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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祈禱
that presses forward to the farthest frontiers requires a
constant and ongoing missionary conversion. How many
saints, how many men and women of faith, witness to the
fact that this unlimited openness, this going forth in mercy,
is indeed possible and realistic, for it is driven by love and
its deepest meaning as gift, sacrifice and gratuitousness (cf.
2 Cor 5:14-21)! The man who preaches God must be a man
of God (cf. Maximum Illud).
This missionary mandate touches us personally: I am a
mission, always; you are a mission, always; every baptized
man and woman is a mission…. Each of us is a mission to
the world, for each of us is the fruit of God’s love. Even if
parents can betray their love by lies, hatred and infidelity,
God never takes back his gift of life. From eternity he has
destined each of his children to share in his divine and
eternal life (cf. Eph 1:3-6).
This life is bestowed on us in baptism, which grants
us the gift of faith in Jesus Christ, the conqueror of sin
and death. Baptism gives us rebirth in God’s own image
and likeness, and makes us members of the Body of
Christ, which is the Church. In this sense, baptism is truly
necessary for salvation for it ensures that we are always and
everywhere sons and daughters in the house of the Father,
and never orphans, strangers or slaves…. For baptism fulfils
the promise of the gift of God that makes everyone a son or
daughter in the Son. We are children of our natural parents,
but in baptism we receive the origin of all fatherhood and
true motherhood: no one can have God for a Father who
does not have the Church for a mother (cf. Saint Cyprian,
De Cath. Eccl., 6).
Our mission, then, is rooted in the fatherhood of God
and the motherhood of the Church. The mandate given
by the Risen Jesus at Easter is inherent in Baptism: as the
Father has sent me, so I send you,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for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world (cf. Jn 20:19-23; Mt
28:16-20). This mission is part of our identity as Christians;
it makes us responsible for enabling all men and women to
realize their vocation to be adoptive children of the Father,
to recognize their personal dignity and to appreciate the
intrinsic worth of every human life, from conception until
natural death.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salvation offered by God in
Jesus Christ led Benedict XV to call for an end to all form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ocentrism, or the merging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with the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terests of the colonial powers. In his Apostolic Letter
Maximum Illud, the Pope
noted that the Church’s
universal mission requires
setting aside exclusivist ideas
of membership in one’s
own country and ethnic
group. The opening of the
culture and the community
to the salvific newness
of Jesus Christ requires
leaving behind every kind of
undue ethnic and ecclesial
introversion. Today too,
the Church needs men
and women who, by virtue

of their baptism, respond generously to the call to leave
behind home, family, country, language and local Church,
and to be sent forth to the nations, to a world not yet
transformed by the sacraments of Jesus Christ and his holy
Church. By proclaiming God’s word, bearing witness to the
Gospel and celebrating the life of the Spirit, they summon
to conversion, baptize and offer Christian salvation, with
respect for the freedom of each person and in dialogue
with the cultures and religions of the peoples to whom they
are sent. The missio ad gentes, which is always necessary
for the Church, thus contributes in a fundamental way to
the process of ongoing conversion in all Christians. Faith
in the Easter event of Jesus; the ecclesial mission received
in baptism; the geographic and cultural detachment from
oneself and one’s own home; the need for salvation from
sin and liberation from personal and social evil: all these
demand the mission that reaches to the very ends of the
earth.
We entrust the Church’s mission to Mary our Mother.
In union with her Son, from the moment of the Incarnation
the Blessed Virgin set out on her pilgrim way. She was fully
involved in the mission of Jesus, a mission that became her
own at the foot of the Cross: the mission of cooperating,
as Mother of the Church,
in bringing new sons and
daughters of God to birth in
the Spirit and in faith.
To men and women
missionaries, and to all
those who, by virtue of their
baptism, share in any way in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I
send my heartfelt blessing.

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 for October

十月份教宗祈禱意 向
A Missionary "Spring" in the Church

That the breath of the Holy Spirit engender a new
missionary “spring” in the Church.

為教會福傳的「春天」
願聖神的氣息在教會內吹出新福傳的「春天」。

Saint Anthony’s Church Parish Newsletter

Shepherd Flock’s
Dialogue

No.

590

Liturgy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 of October 2019
1st October

4th October

7th October

13th October

Celebration of Holy Rosary Month
First Friday of the month
27th Sunday of the Year 28th Sunday of the Year
begins
Feast of Sacred Heart of Jesus Mass
Commencement of Rosary Marathon 8:00pm (Chinese)

16th October

20nd October

Commemoration of All 29th Sunday
Faithful Departed Mass of the Year
6:00pm (Chinese)
(Mission Sunday)

27th October

Events for St. Anthony’s Church

30th Sunday of the Year
*Holy Hour of Eucharistic Adoration
Holy Rosary Month Closing Celebration (every Thursday evening 7:00pm)
6:00pm (Chinese)
*St. Anthony’s Day (every Tuesday)

Welcome to 11:30am English Mass

Pope Francis’ Message
for World Mission Day 2019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the month of October 2019, I have asked that
the whole Church revive her missionary awareness and
commitment as we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the
Apostolic Letter Maximum Illud of Pope Benedict XV (30
November 1919). Its farsighted and prophetic vision of the
apostolate has made me realize once again the importance
of renewing the Church’s missionary commitment and
giving fresh evangelical impulse to her work of preaching
and bringing to the world the salvation of Jesus Christ, who
died and rose again.
The title of the present Message is the same as that
of October’s Missionary Month: “Baptized and Sent: The
Church of Christ on Mission in the World”. Celebrating
this month will help us first to rediscover the missionary
dimension of our faith in Jesus Christ, a faith graciously
bestowed on us in baptism. Our fili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not something simply private, but always in relation to
the Church. Through our communion with God,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we, together with so many of our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born to new life. This divine life is
not a product for sale – we do not practise proselytism – but
a treasure to be given, communicated and proclaimed: that
is the meaning of mission. We received this gift freely and
we share it freely (cf. Mt 10:8), without excluding anyone.
God wills that all people be saved by coming to know the

truth and experiencing his mercy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the
Church, the universal sacrament of salvation (cf. 1 Tim 2:4;
Lumen Gentium, 48).

The Church is on mission in the world. Faith in Jesus
Christ enables us to see all things in their proper perspective,
as we view the world with God’s own eyes and heart. Hope
opens us up to the eternal horizons of the divine life that we
share. Charity, of which we have a foretaste in the sacraments
and in fraternal love, impels us to go forth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cf. Mic 5:4; Mt 28:19; Acts 1:8; Rom 10:18). A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