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牧之聲
從慈幼會把在華使命奉獻給聖母進教之佑100周年紀念談

奉獻的意義
1919年10月24日，在粵北韶州(韶關)慈幼會傳教區
的會士，在當年雷鳴道神父*的帶領下，將慈幼會在中華
大地的福傳和教育工作，託付給聖母進教之佑。今年適
逢為其100周年紀念，這也促成了慈幼會總會長於今年8
月11日至17日來訪中華會省。我們的堂區為紀念這珍貴
的日子，於10月15日至23日舉行了聖母進教之佑九日敬
禮，並於10月24日奉獻了聖母進教之佑紀念彌撒。

梁熾才

我們懷著孺子般的信賴，將我們自己託付給聖母，
並常樂意配合她的導引。除了每天早晨在祈禱中將自己
託付給她外，我們也應在日常中意識到我們是生活在聖
母的母愛和引領下。這種奉獻給聖母的神修生活，在教
會歷史中常得到提倡和響應，聖類斯•蒙福便是宣揚奉
獻給聖母的偉大使徒；聖若望保祿二世也是其中的一位
表表者，他陞任教宗的座右銘便是「全然屬於妳」；此
外，「聖母司鐸運動」晚餐廳集禱也極力宣揚將自己奉
獻給聖母無玷之心。
聖母在花地瑪顯現以後，奉獻給聖母便常和聖母無
玷之心牽上密切的關係。我們將我們自己奉獻給聖母無
玷之心，我們便在心神上和聖母無玷之心相感通。聖母
又將她豐富地領受的聖神分施給我們，幫助我們遠離罪
過，培育我們相似她的聖子。聖母更進一步引領我們像
她的聖子般為天國效力。一個奉獻給聖母的神職人員、
會士或信友常是恬靜愉快的，他生活在聖母的愛內，反
映聖母無玷之心的溫暖、光明和刻苦精神，同時也照射
他周圍的人。這樣他便造就了一個小小天國的來臨。

這奉獻禮之前兩年，於1917年，聖母在花地瑪顯現
給三位小牧童，對他們訴說人類悔改的重要，和天主希
望在世界上建立對她的無玷之心的敬禮。這敬禮要求我
們將自己奉獻給她的無玷之心。她亦要求把當時的俄國
奉獻給她的無玷之心，以彰顯她的勝利。

奉獻的神修──如何活出對聖母瑪利亞的奉獻
全然奉獻給聖母瑪利亞不是一個外在的儀式或誦唸
一些特定的經文，這奉獻是基於活潑的信德，深信聖母
是天主之母，也是天主給我們每人的仁慈母親和有力助
佑，而她常殷切地盡她母親和助佑者的使命。我們將我
們的生命和職責託付給她，她便能順理成章地照她的意
願引領我們的生活；沒有這奉獻，她便不能隨心所欲地
給我們安排。

2019年
11月

聖安多尼堂

*慈幼聖者雷鳴道(1873-1930)：年幼時曾親睹
傳教士受派遣的情況，決心成為慈幼會會士，
遠赴海外傳教。廿二歲受祝聖為神父後，擔任
初學生的導師十年之久。1906年帶領首批慈幼
會會士前往中國。1920年出任粵北韶州首任主
教。以堅毅和慈父的精神牧養信友，設立傳教
站、孤兒院、學校等。1930年2月25日與高惠黎
神父，在粵北連江口犁頭咀，為了維護三位同
行少女，慘遭土匪殺害。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稱
他們為「福音牧者的模範，為自己的羊群捨掉
生命。」更於2000年把他們連同118位中華殉道
真福，一併冊封為聖人。

堂 區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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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月份牧民議會 議決事項
1. 推行愛德事工，定於12月1日舉辦首次「愛心飯局」，招待基層街坊和劏
房户家庭。請閱覽第4頁的海報。
2.「耶穌出巡愛西環」改為12月8日(將臨期第二主日)舉行，活動形式與往年
不同。籌備分享刊於第5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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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及8頁的資訊。
4. 推展堂區愛心服務，計劃於2020年1月舉辦「探訪工作坊」，歡迎教友參加。稍後公布詳情。
5. 跟進青年事工，定於11月9日舉行堅振班導師會議，計劃落實「堅振後班」。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份動態

堂區禮儀活動

1st
(周五)

首瞻禮六
恭敬耶穌聖心
晚上八時

10th
(周日)

常年期
第三十二主日

20th
(周三)

三三追思亡者
下午六時

3rd
(周日)

常年期
第三十一主日

17th
(周日)

常年期
第三十三主日

24th
(周日)

基督普世君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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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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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華盛

$100

精叻馬

$200

聖安多尼之友會 $300

魯太

$500

葉衛熾瑞

家庭玫瑰組 $300

$1000

潘宅

$200

王冠龍

$200

龐蔣靜儀

$100

劉黃典卿

$500

李寶苓

$200

太極福傳會 $500

曾潔玲

$100

劉耀麟

鄭雅蓮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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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神聖閱讀」

「煉靈月」祈禱角

日期：11月6日 (周三)
時間：晚上8:00 – 9:15
地點：傳信室

堂區在鮑聖廊設置祈禱角，讓教友由11月1日至30日
為祖先、亡者及眾煉靈奉獻祈禱。除了提供祈禱文
外，堂區亦印備可供寫上亡者名字的記念卡，方便教
友投放在籃子及奉上禱告。願我們在世珍惜生命的恩
賜，勉力行善，來日能偕同諸聖信者，共聚天庭。

一同在虔敬的氛圍下閱讀聖經
與主相遇 領受恩寵

每月聖言聚會
主題：《默示錄2-3章》

墓地追思彌撒

日期：11月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12:50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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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1月17日 (常年期第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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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是封燈籠製作坊：你有空參與嗎？

11月17日及24日，12月8日及15日 下午2:30至5:00

燈籠是中國人的藝術傳統，寓意一家團聚，用作慶祝大節日的來
臨。為堂區2020春節增添喜慶氣氛，前助理司鐸吳希義神父誠意邀
請本堂大家庭的兄弟姊妹，抽空參與「利是封燈籠製作坊」的義務
工作。
透過參與製作燈籠，在專人的指導下，可以製成五花八門，不同類
型的燈籠掛飾。由於主要的製作材料為利是封，活動甚具環保的意
義，非常適合一家大小一起參加。堂區是我家：能夠抽空協助佈置
及美化這個大家庭的環境，值得自豪，因為這是一份光榮天主的奉
獻。
有興趣的朋友，你可以選擇某些日子出席。當然，最好是全部日子
皆能參與。歡迎到堂區辦事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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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耶穌出巡愛西環」 3
李漢英
鑑於最近香港社會暴亂問題，區議會選舉亦有可能延期
至12月1日舉行，經與梁熾才神父及高德耀議長商議後，堂
區以教友及街坊的安全作重點考慮，決定用其他福傳方式取
代今年「耶穌出巡愛西環」活動，並改期至12月8日(聖母無
染原罪瞻禮)舉行。因為「耶穌出巡愛西環」這個活動已經
舉辦了超過15年，街坊對這個活動有所期望，因此，代替的
活動一定要有吸引力，才能引發街坊參與的興趣。

在10月13日的堂區議會會議中討論有關其他方式取代
「耶穌出巡愛西環」的福傳活動，初步構思是以巡遊開篷
巴士代替遊行。巴士將會沿西營盤皇后大道西巡遊，歌詠
團將陪伴和聖體一起，環繞西環遊行一周，以滿全「耶穌
出巡愛西環」的口號。街上的聖體出遊及嘉年華會活動將
會取消，表演節目將會簡化，以便跟隨巡遊巴士在各站上
落表演。福傳元素將會加強，而福傳隊伍將會同一時間分
佈在整個西營盤、石塘咀、山道、西寶城之間活動，細節
將會詳細研究。
由於以巴士巡遊代替街上的遊行及取消嘉年華會，一
切向政府部門的各項活動申請將會取消，並將知會中西區
民政處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今次活動形式的改變。而活動
仍以「福傳」為重點，但各籌備小組的工作仍會繼續，包

括宣傳小組、節
目小組、禮物小
組、物流小組，
而福傳小組的
任務則會特別加
強。
由 於 這 次
變動是個新的嘗
試，暫時也不太清
楚或會遇到的困
難，但知道所需人
手也會不少，特別
是福傳隊的工作人
員。希望堂區教友
能夠鼎力支持，包

括你們的
祈禱，出
錢出力，
積極參與
堂區大家
庭福傳事
工，引領
多些新羊
進入天主
的羊棧。

歡迎兩位長者加入天主大家庭
27.10.2019

新領洗者：翁一如(左二)、孫群英(右二)

聖母玫瑰月敬禮
為香港社會串唸玫瑰經 履行神形愛德善工
堂區2019年10月的「聖母玫瑰月」敬禮活動的焦點，是特別
為「香港社會重建和諧共融」祈禱。整月包括以下多方面：
(1)「串連玫瑰經」一共集結了327個跨越堂區和連結海外地方(佔
逾40%)的小組，天天有1,635位兄弟姊妹(當中包括50個菲律
賓籍及英語小組)連結一起唸經祈禱，總共奉獻了20,274串，
即101,370端玫瑰經給聖母。除了關心我們的香港家園，大家
亦為普世教會、聖召、家庭、青年牧民、教育工作、福傳(包
括派發教區「2019傳教節禱文」卡)及「耶穌出巡」活動等祈
禱。
(2) 四周的主日彌撒中帶領教友們同心合意為香港祈禱，每次彌撒
後全體誦唸一端玫瑰經。
(3) 紀念慈幼會奉獻中華大地的福傳和教育
使命於聖母進教之佑100周年：本堂於
10月15至23日進行進教之佑九日敬禮祈
禱，並在10月24日舉行進教之佑紀念彌
撒。

結束玫瑰月奉獻教友的「神花卡」

吳志源神父主禮結束
玫瑰月彌撒

(4) 配合今年普世傳教節，堂區於10月18至
29日舉辦「聖保祿的足跡：希臘朝聖之
旅」，隨團神師為黃家輝神父，共37位
參加者。

教友在聖母像前獻花

(5) 於10月20日舉行聖言聚會，主題是《得
撒洛尼後書》(見第8頁的分享)。
(6) 結束聖母月慶典於10月27日舉行，包
括在聖堂向「聖母像」獻花、舉行隆重
感恩祭、奉獻「神花卡」、家庭交還聖
母像以圓滿結束為期五個月的「聖母家
訪」活動，以及領受「聖母回音卡」。
(7) 教友們履行神修及愛德善工，包括銷售
明愛慈善獎券，積極支持香港明愛2019
年籌款運動。

堂區「聖母家訪」活動圓滿結束

堂區
大家庭度
過 充 實
的 玫 瑰
月 ， 活
出團結
共融、
友愛互助及外展福
傳的精神。多謝聖
母，讚美天主！

一個家庭交還聖母像給堂區

結束禮後派發「聖母回音卡」

參加「聖保祿的足跡：希臘朝聖之旅」的團員
明愛籌款

教友支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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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智慧篇11:22-12:2

聖經金句

「你隨時可用你的大能，有誰能抵抗你有
力的手臂？

「你假裝看不見人罪，是為叫罪人悔改！」
(智11:24)

但是，你憐憫眾生，因為你是無所不能
的，你假裝看不見人罪，是為叫罪人悔改。
的確，你愛一切所有，不恨你所造的；如
果你憎恨什麼，你必不會造它。
愛護眾靈的主宰！只有你愛惜萬物，因為
都是你的……
因此，你逐步地懲罰墮落的人，要他們想

起所犯的罪惡，藉以警告他們離棄惡事，相信你，上主。」
當我們談及如何接受罪人，我們的寬恕往往和天主的慈悲
相距太遠，我們時常敏於判斷，緩於寬恕，甚或覺得天主為何
沒有作什麼？
天主賜給我們智慧去辨別正義和罪惡，但現今世上太多假
訊息，使智者變愚莾，我們的行為要符合我們的召叫，世界正
在沉淪，但天主的慈悲眷顧所有受造物，好人和罪人。
智慧篇中的神聖特質包括慈悲、恩竉、仁愛和憐憫，這才
是天主的智慧。

默想：路加福音 19:1-10
匝凱的故事，他爬上無花果樹上為的是找尋一個無遮擋的
位置可以看到經過的救主真面貌。
但不幸地他的職業是為羅馬帝國工作壓迫同胞不光采的稅
吏，因此他為同胞和站在道德高台的法利塞人所標籤，耶穌來
破除舊習俗和法律為帶來身、心、靈的治療，祂自我邀請去匝
凱家作客。
當匝凱私下和基督交談時，他顯露他自願悔改的意願，因
此，主對他說離救恩不遠矣！

反省
故事解說了：人看外表，天主看心。人要求治療身體的病
痛，基督不單治身體的病，也治癒心靈的需要。
保祿也曾因著好的動機参與砸死聖斯德望的私刑，但當他
回頭時照顧了他在「費肋孟書1章」中的逃走的奴隸兄弟「敖乃
息摩」。
保祿宗徒的歸化是經過瞎了眼，基督要他對世俗法律的不
公義盲眼，而敞開他的良知用心去愛。
得撒洛尼後書1章11-2:2中也提到，此時此地保祿宗教皈
依經驗促使我們用「好的動機」和「信德合作」，不要向所有
我們遇到的異見人士，以為用批判和挑剔的方法可以去點醒被
蒙蔽的人，在指責聲中仍能理性地「將心比己」去思考。
現在是談慈悲和救贖的水深火熱時刻，當基督在我內時，
我們的所到之處基督也能到、能聽、能看見，不要忘記基督在
我們最小的一個中，祗要有信德也可行奇蹟，我們要信靠祂。

(資料：堂區培育組)

懷著希望 不斷祈禱
儘管香港政府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案，香港社會緊張的局勢依然居高不下。天主教香港
教區宗座署理湯漢樞機接受梵蒂岡新聞網的專訪，籲
請香港市民懷著希望，避免暴力，努力重建和諧；同
時，政府當局也應真正聆聽迷茫失望青年的心聲。
對於當前動蕩不安的局勢，湯漢樞機表示憂傷，
並提出三點呼籲。

香港市民要懷著希望
樞機首先敦促民衆不要喪失希望，他說：「雖然對於今天發
生的一切事似乎無法以常理來解釋，但是我信賴天主必會陪伴我
們面對這些艱難的時刻。」關於許多教友問樞機除了祈禱還能做
些什麽，他解釋說:「祈禱並非為了改變他人，而是能轉化我們的
心，使我們能懷著希望面對危機。」在合理的訴求無法獲得接納
時，樞機也鼓勵民衆切莫絕望，說：「因為絕望讓人無法看到未
來，它會耗盡我們的生命。」

避免暴力
樞機提到的第二點是憤怒不平會引發仇恨，而人們分辨是非
的能力及人性的美善會因此而喪失，隨而衍生暴力。樞機深信「以
暴易暴，不能解決眼前的問題，只會招來更大的危機和傷害。」對
此，樞機提及印度的甘地和南非的曼德拉，「他們因堅持以和平的
方式反抗暴政，贏得全世界的稱譽」。

努力重建和諧
樞機的第三點呼籲是在差異中尋求
和諧。樞機引用中國的古語：「『四海
之內皆兄弟也』，表示這與基督信仰的
價值相吻合，大家該當憑著良知彼此尊
重，這也是香港過去幾年取得成功的關
鍵因素之一。為重建和諧，需要一個真
誠回應民意的良策，首要的任務是政府
與人民重建互信，使社會珍貴的和諧再
次重現。」
樞機最後向社會的每個領域喊話，表示：「責任落在我們每
個人的身上，我們應該協助焦慮不安的年輕一代走出迷茫和失望
的困境。政府當局也該當負起責任協助青年，並真正聆聽香港人
民的心聲。
此外，執法
者也必須在
他們的權限
內以良知執
法和守法，
如此才能重
建民衆對他
們的信任和
尊敬。」

善度信徒生活 積極傳揚福音
堂區培育組在2019年繼續舉行了由Dominic Tam兄弟
主講的每月聖言聚會。其中9月和10月的主題是《得撒洛
尼後書》，聖保祿宗徒（宗徒）得知第一封書信有了好效
果，信友在困難中在信、望、愛三德上更有進步，不再為
死去的親人憂傷而受到宗徒稱譽。但他們卻為末世主的再
來而恐慌。有人遊手好閒及不照宗徒訓誨行事而受宗徒嚴

會，因為他們沒有接受愛慕真理之心，主耶穌會用自己口
中的氣息，即聖言把假基督殺死，以自己來臨的顯現消滅
他們。
那無法無天的人，依靠撤彈的力量，用奇蹟異事，邪
惡騙術，迷惑那些喪亡的人，使他相信荒謬而受罰。我們
相信基督不靠什麼奇蹟，而是靠天主聖言、聖經。

應努力向善
宗徒感謝天主，因為賜信友接受了藉宗徒宣講福音的
召叫而得到救恩。信友要站穩，堅持從宗徒學得的傳授。
宗徒鼓勵祝福信友，要他們信賴天主，求天主給與美好的

責。

稱讚與鼓勵
宗徒讚揚信友的信德和愛德有所增加，為了天國而受
迫害，並在逆境中沒有放棄堅忍和信德。宗徒說天主是賞
善罰惡的，迫害信友的人必受罰，惡人要受罰遠離天主的
面。但信友因確信宗徒的證言遭受迫害，將會享受安寧。
宗徒為信友祈禱，好使信友能活出應有的道德，使天主受

祝福和安慰。

互相代禱
宗徒要求信友為他們的福傳事工祈禱，因為福傳常受
逆境阻礙，尤其受政客的攻擊，需要天主保護。宗徒也求
天主保護信友。

規勸閒蕩的弟兄
宗徒鼓勵信友善度基督徒生活，要效法宗徒傳福音，
也要在信德上站立穩定。不要遊手好閒，不按得自宗徒的
傳授生活，不照福音的教導生活，宗徒說不要與這樣的人
一起生活。
有些人不工作，卻到別人家中吃飯，宗徒要信友遠離
這些人，也要勤奮工作，不工作的人，不應當吃飯，人人
應做好本份，要主動行善，要規勸不工作和閒蕩的人，不
與他們交往，但仍要當弟兄看待他。
光榮，活出相稱信德的生活。

末世的預兆
宗徒提醒信友不要因主的日子迫近了而驚慌失措，
不要受人欺騙。在末日前必先有背叛，無法無天的喪亡之
子必先出現，稱自己為神。有阻止末日基督的再來，人們
會愈來愈沒有信德。在這末世階段，教會內會有人反對教

宗徒最後求主賜信友平安。

總結
宗徒讚揚得撒洛尼城信友在迫害中沒有放棄堅忍和信
德，鼓勵他們在末日來臨時保持應有的生活態度，要勤奮
工作，懷著愛心，並為宗徒和福傳工作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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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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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愛走向他人

普
世
教
會

普世教會於2019年10月20日主日慶祝第93屆世界傳教
節，教宗方濟各當天上午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隆重彌撒。
教宗在彌撒講道中從《依撒意亞先知書》獲取靈感，以
「高山」、「登上」和「萬民」三個詞論述教會傳教的意
義，強調基督徒要懷著愛走向他人，因為傳教不是一個負
擔，而是一份應奉獻的恩典。

「登上」
教宗解釋道：「我們生來不是為待在平地上，不是為
滿足於平庸的事物，而是要抵達高處。在高山上與天主和
兄弟姊妹們會晤總是需要攀登。這項行動需要付出辛勞，
卻是能更好地看到全景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如果身體
沉重，就無法登上高山，因此需要減輕負擔，需要離開平
地生活，與地心引力搏鬥。傳教的秘
訣正在於此。為了啓程就需要離開，
為了宣講就需要放棄。令人信服的宣
講憑藉的不是漂亮詞語，而是聖善的
生活，即一種服務的生活，懂得放棄
許多令心胸狹窄、冷漠和自我封閉的
物質事物；我們如果脫離令心中塞滿
無益事物的生活，就會為天主和他人
找出時間。因此，宣講的意義在於登
上高山為萬民祈禱，從山上下來為萬
民奉獻自己。」

「萬民」

「高山」
教宗首先解釋「高山」的含意說：「耶穌復活後在
加里肋亞山會晤門徒們，因此山是天主與人相遇的重要場
所。在高山上我們蒙召在靜默和祈禱中走近天主，遠離使
我們受到污染的流言蜚語，同時也走近他人，因為高山是
開啓傳教的場所，在那裡我們能從另一個視角注視衆人。
從高處我們可從整體上觀看別人，發現美景從整體上展現
出的和諧。高山提醒我們不應篩選兄弟姊妹，而應接納他
們，尤其關注他們的生命。高山在唯一的環抱，即祈禱中
將天主與兄弟姊妹聯繫在一起。高山把我們帶到高處，遠
離許多終將消失的物質事物，邀請我們重新發現那不可或
缺的，也就是天主和弟兄姊妹。」

教宗解釋說：「上主不厭其煩
地一再重復『萬民』這兩個字，上主
說萬民，因為在祂內心和祂的救恩
中不排除任何人；萬民乃是讓我們
的心超越人性的海關，超越基於自私且不受天主喜愛的本
位主義。萬民，這正是因為每個人都是一件珍寶，而生命
的意義在於將這珍寶贈送給他人。上山和下山是基督徒的
特徵，他總是在行動並走向他人。教宗解釋說：「耶穌的
見證人從來不期望得到別人的承認，而是對不認識上主的
人善盡愛的義務，前去與衆人相遇，不只是尋找自己的親
朋好友和自己的小團體。見證應是我們親身活出的經驗，
以門徒的身份行
事，這是上主派
遣我們往訓萬民
時的教導。教會
唯有活出門徒的
身份，才能有效
地宣講。門徒則
應每日跟隨上
主，與他人分享
他們的喜樂。」
教宗最後表明：「宣講不是征服，不是強迫和勸人改
變宗教，而是見證，使自己置於門徒與門徒之間的同一個
層面，以愛奉獻我們所蒙受的愛。這個使命正是：將高處
的純淨空氣送到處在世界污染中的人，將平安帶到地面，
它使我們每次在山上與耶穌的相遇和我們的祈禱充滿喜
樂；傳教的使命是以生命和話語表明，天主愛萬民，祂對
任何人都不會厭煩。」

(資料：梵蒂岡新聞網)

醫院牧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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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息息相關

近年來，醫院管理局強調透過
醫療服務向廣大市民提供身、心、
社、靈的全日照顧，希望市民可享
受一個身心靈健康的生活。其實，
天主教香港教區早有先見，於1991
年成立了醫院牧民委員會，致力推廣醫
院牧民工作。現時大部份的公營醫院都設
有天主教牧靈部，為院內的病人、病人家屬，
甚至院內同工提供情緒支援、心靈關顧及聖事服務。

時，會安排神父探望教友，並施行修和、病人傅油聖事 (治
療聖事)。

第三，堂區團體對未有信仰親友的關愛是很感動
人心的。
天主的愛藉著教友的關心、牧靈部的探望變得很具
體；讓未有信仰的親友能在我們身上接觸到「看不見的天
主」。有很多親友更因此而發現「早已埋藏在自己生命中
信仰的種子」，在患病中經驗到信賴天主的平安及力量而
決心回應基督徒的召叫，領洗
而成為教友。(如有轉介，大家
可以直接聯絡牧靈部，或請堂
區/病房護士通知我們。)

第四，「莊稼多、工人
少」，牧靈部極需要教友
參與牧靈部義工服務。

「醫院牧靈服務 – 與你息息相關！」
為什麼？
首先，當我們關懷患病的兄弟姊妹，就是關懷了
主耶穌自己！
主耶穌曾說：「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凡你們對我
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
我做的。」(瑪25:36,40) 透過醫院牧靈
服務，我們盼望跟大家分享一個「與人
同行，與人甘苦與共」的天主。天主愛
我們愛到底，甚至把自己與人相等。

第二，堂區團體對患病教友的關
懷是很重要的。
在病患中，人面對生命的脆弱、無
助，一個關愛的堂區團體能藉著祈禱、
探訪，為患病的兄弟姊妹帶來很大的支
持。除了祈禱外，大家可以把入院的教
友病人轉介給牧靈部，讓教友得到心靈
關懷，及聖事的滋養。牧靈部同工每星
期為教友病人安排聖體聖事，在有需要

為了保障病人的私隱，醫
院是不會把教友入院名單給牧
靈部的。除了堂區、教友個別
的轉介之外，我們需要義工協
助在病房內尋找茫茫人海中「隱
藏了」的教友。牧靈部義工補足
了同工人手不足的欠缺，是我
們的好助手。
如若有興趣了解多一點我
們的服務和查詢義工課程，可
透過以下途徑瞭解及接觸我們：
1) 瀏覽醫院牧民委員會的網頁 http://hpc.catholic.org.hk
2) 牧靈部的服務單張
3)《心窗》期刊
4) 如欲接觸或轉介個案，可透過堂區、病房或致電到醫院
牧靈部

關
愛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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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醫生領會病苦之反省
林永和
關於苦難、疾病，作為主的羊，我應該理解和接
受，但作為醫者，卻一直有疑問。
「主愛人，為何要讓兒女受苦？讓兒女生病？」
「我祈求可以早日康復，為何主沒應允？這些痛
苦真的是主的旨意嗎？」

為什麼？還有許多個為什麼？
細閱聖經，其實已可找到答案，只是我未能好好領
悟。直到某個主日，在教堂內與主相遇，藉着讀經和神父
的講道，茅塞頓開。期間思潮起伏，想起了很多我曾為他
們祈禱的友人，想起了辭世多年的母親，忍不住抽泣起
來。

我的領會，大致如下：
1. 以自己為中心的人生是困難的，不完整的，希望你能早
日與主相遇，在主內做個全新的你；
2. 信徒的人生，也會是充滿苦難、疾病、逆境，也要面對
失喪，但信徒能否平安面對，關鍵在於與主
的關係，關鍵在於禱告；
3. 生病、有困難的時候，天父其實很希望可以
親近你，照顧你，協助你，提示你。你願意
認識主嗎？願意讓主幫助你嗎？不少人都是
在苦難中認識主，因而重生，開展真正的人
生；
4. 苦難、疾病出現於我們的人生，乃是天父的
悉心安排。然而，天父愛我們，這不會是我
們想像中的種種懲罰，而是一些「苦口良
藥」；
5. 信徒祈求天父治癒其疾病，拿走其困難，是

很合理和應該的，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如願，連基督也曾
這樣；而在禱告的時候，衪在祈求之後，會跟天父這樣
說：「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也許，在我們的禱告裏，也應有這種思想，全心全意信
賴、交託於主；
6. 祈禱是跟天父打開心扉的交流。天父明白我
們的需要，也會為我們安排最好的：假若你
的祈求如願，你可成為主的見證，一個榜
樣，或許更會成為基督的精兵；假若你的疾
病仍纏身，請不要抱怨，耐心面對，不少頑
疾雖然未能根治，但也有很多控制病情的方
法，天父可能就是要在過程中，啟發你作出
一些改變，例如親近主、轉工、改善家人關
係、生活習慣等，也可以成為主的見證；假
若你患了絕症，問題無法逆轉，令你感到絕
望，被父離棄，也希望你能恆常禱告，接受
天父的安排，家人可能會萬般痛苦，但天父
自會照顧他們。或許，將來回頭望，才會明
白主的計劃。
行醫半生，遇上了許多痛苦、焦慮、失
落的心靈，我嘗試以我的專業，協助他們戰
勝病魔，精明地面對生命中的各種困難和負
面情緒。當病人飽受病魔煎熬，情況每況愈
下，我也會感到乏力、無助、擔憂；藉着禱告，我會重拾
平安，重新得力，但願他們也信靠主，無論結果如何，主
的恩典，將足夠支援你。
祝你平安！

聖安多尼聖詠團
62周年會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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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由我領洗，並加入聖安多尼聖詠團(即8:30am choir)，已經有
二十年的光景。每當有朋友問起我返哪一台彌撒的時候，我的答案都會令他
們十分詫異。他們會答：「不會吧！比返工還要早！」我會回應他們：「不
算早！主日最早的一台彌撒是7:00am，也有聖詠團詠唱啊⋯⋯」之後就講起
我返8:30am的原因⋯⋯
當年我和一位中學同學一起上個人慕道班，然後領洗，要選擇參與一個
善會。由於這位同學十分勤力，所以選擇了返8:30am彌撒，以便之後有多
點時間去圖書館溫習。畢業後，朋友當上了護士，工作需要輪班，沒有再返

8:30am彌撒和聖詠團，而我就被撇下了！或許
是天主的安排，我當上了聖詠團的秘書，所以不
能輕言離開，一做就做了三屆還是四屆，我已搞
不清楚，漸漸對聖詠團的人和事產生了感情，轉
眼就二十年。每個主日，我們會在彌撒中詠唱聖
詠。彌撒後，我們會一起吃團員準備的早餐，分
享下一周的生活點滴。有時會有神修時間，然後
練歌至大約中午，就是一個上午的節目。返來安
記參與彌撒聖祭、恭領聖體、詠唱聖詠，使我在一
周忙碌的工作過後，有充電的感覺。的確，「天上
神聖的食糧，竟成塵寰旅者糧」，可使我們心靈
富足。但願主賜福聖詠團各兄弟姊妹和睦友愛，
繼續在塵寰旅途中互相守望。

團員 Donna

不經不覺，小妹已在這歌詠團待了
十多個年頭，由單身，到結婚，到現在帶
著小朋友回來。在這個温暖的大家庭裡，
大家歡欣的笑容，欣切的慰問，都是令我
暖在心頭。工作上永遠都是在每刻每秒計
算著，盤算著，但每次回到大家庭時，心
頓然安靜下來，感受最放鬆，最寫意的時
刻。
感謝天主給我們認識，相知，相交的
機會，給我這個俗世人每星期都有個洗滌
心靈的好機會。

團員 Dora

我中學時住在聖安多尼堂附近，
是「主日教友」。拍拖時，希望男朋
友(現丈夫)能入教，故每天上班前專
程參與彌撒。感謝主！他領洗了，我
們並舉行婚配彌撒！自此，我便「事
事」都「和主掛鈎」由「祂」帶領！
婚後住西環，去聖母玫瑰堂。那時和朋
友一同學插花，被邀請參與該堂的彌撒
獻花，在「有伴及互相鼓勵」下開始了
為聖堂插花的工作。插花的靈感是來自
聖經的章節，每次在買花╱插花前我都
「求主開工」，使我這「工具」能「不
負所托」。
稍後老爺及奶奶也信教，為陪伴他們參與彌撒而返回聖安多尼堂。
丈夫在中學時是歌詠團成員，另他同學的妹妹是琴姐姐，所以被邀請加
入choir。而我這不懂五線譜的音痴也成為團員。我間中也為彌撒獻花。
時間過得真快，轉瞬已經在聖安多尼聖詠團數十年了。感恩能夠加
入這大家庭，互相愛護和成長！願大家都能時時和主溝通，依祂的旨意
來行事！
亞孟！

團員 Marga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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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周日，我必前來，參與這堂區聖祭。信徒合一歸心讚美，全能的創造者 。
數十年來，我都是參與聖安多尼聖詠團負責的8:30am
主日彌撒。聖詠團的歌聲十分動聽，當年的司琴—琴姐
姐，她彈奏的琴聲餘音裊裊，沉魚出聽，令我不禁想加入
聖詠團這個大家庭。
媽媽臨終時對我說，她有兩
個心願：第一就是其中一位子孫
能擔當司琴，像琴姐姐一樣以琴
聲去讚美主；而另一個心願就是我
能抽空參與一個善會，為堂區服
務，我把此事默存在心中。當女兒
Catherine小學畢業兼完成主日學
課程時，我告訴她婆婆有這兩個心
願，Catherine聽過後，毫不猶豫，
就答應與我一同加入聖安多尼聖詠
團。
2004年1月1日(天主之母節)，我抱著戰戰兢兢的心
態，向指揮表示我們想加入聖安多尼聖詠團，不知道聖詠
團會否收納我們兩個「薯仔」？指揮二話不說就帶我們

到音樂室，當年會長(昭哥)也答應我們加入，並帶我們認
識團員，我稱我倆為「薯仔」皆因我對音樂毫無認識。感
謝主，也感謝爸爸媽媽在天國裡的庇佑，我找到了對的善
會！皆因每次8:30am彌撒後，品嘗
會長L u E E及副會長丹尼斯親自為
我們預備滑溜溜而又香噴噴的絲襪
奶茶，與兄弟姊妹分享豐富早餐的
同時，感受到關懷備至，也會一起
分憂和代禱！早餐後又會作靈修，
聖經分享，練歌，身心靈兼備，是
一個減壓的好地方！2009年時，感
激會長L u E E，副會長丹尼斯及琴
姐姐給了Catherine一個機會彈奏領
主後詠，慢慢讓她接手司琴工作！
不經不覺，我倆已加入聖詠團這大
家庭十五年了，感謝主給予我們第二個溫暖的家，亦感謝
各團員包容，給我們這機會完成了媽媽的心願，以不同方
式去事奉主，為堂區作出綿力！願我等努力齊心，決意共
負責任，懷著感恩心靈，為天主作見證！

團員 吳劉秀雲，Catherine(司琴)

風雨不改四十載，滿心歡喜讚頌主
1967
年 校 際 音
樂比賽，男
子組合唱冠
軍……苦練
了六個月，
小心保護的
聲線終在得
獎的歡呼聲
中叫破了。
就讀的中學的合唱團訓練有素，在每年的校際音樂節中，
成績斐然，可說是坐亞望冠，記憶中從沒有得過第三名。
學習唱歌及參加歌詠團的歲月，從此展開。中學的五年生
涯裏，參加了大大小小的各類合唱比賽，感激老師的悉心
栽培，在我身體內播下音樂細胞的種子。
閣閣！閣閣！穿著皮鞋，走上通往歌樓狹窄的樓梯
後，空間豁然開朗，俯視著宏偉的聖堂，神父正在主持著
彌撒禮儀。輕聲走過來，熱情招待我的兩位是歌詠團的團
員，帶領及安排我坐在一個位置，參加聖安多尼聖詠團，
從此開始，當時是1979年。

時光荏苒，
歲月如梭，一轉
眼四十年。四十
年長的沙漏，不
知道要多大？回
望過去四十年，
由結婚，生子，
以至安居，樂業
都在聖安多尼堂
(安記)發生，感謝
主，讚美主！讓
我加入了一個最
開心，最適合自己的善會，更認識了一班良善心謙，藹然
可親的兄弟姊妹。一年五十二個星期，風雨不改，到聖堂
參與彌撒和唱聖詠，非常珍惜與團員相處的時間，每個星
期的聚會都在歌聲和歡呼聲中度過。聖詠團不但充實了我
的時間，更加豐富了我的生命。在團中，會齡相近的團員
為數不少，盼望大家能夠活出豐盛的人生，親近天主，肖
似基督。餘下的歲月，將會更精彩，更積極，更有活力！
共勉之。

團員 招漢權 David Chiu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
(路15:4)

團 體 生 活 中的 愛
感謝主，帶領我於今年三月參與本堂的8:30am歌詠團，我實在很感
恩，自己自幼在公教家庭成長，祖宗十三代也是天主教徒，讓我感受到
天主時時刻刻都臨在我的心中。而我一直以來都很渴望參與善會，但多
年來卻因工作關係，未能全心全意地投入。今年三月適逢眾多的環境因
素，我終於下定決心，參加本堂聖詠團，一心一意向主奉獻我的所有。
我很感恩，參加聖詠團後，每分每秒也感受到團內兄弟姊妹的愛和關懷備至。實
在感謝主賜予我一眾有愛的兄弟姊妹！

團員 劉秀麗 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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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歌聲讚頌上主
幸運地，我出生於一個天主教家庭，讓我能夠從小認識天主，學習主的道。並且有機會
在小學時開始參與輔祭和歌詠團，使我能在教堂內為主服務，我相信這是天主給我最美好的
祝福 —— 認識衪、學習衪、跟隨衪。
三年前，由於小兒學校的原故，我們一家搬入了中西區。自然地就開始參加了離家較近
的聖安多尼堂的彌撒，開始時還是有少少不習慣，偶爾回去那一個我由出生後就一直參與彌
撒的聖伯多祿堂。直至2017年9月，小兒滿三歲參加了聖安多尼堂的主日學後，我才在聖安
多尼堂定了下來。沒有參加善會的這段時間，我還是有些不習慣。每個星期參加彌撒後就回
去，心裡空落落似的，總是沒有家的感覺，直到一天，受到琴姐姐的邀請，加入8:30am歌詠
團，才找回那種熟悉的感覺。
歌詠團裡，每位弟兄姊妹都是那麼親切，大家每星期聚在一起，互相聯誼之餘，亦互相祝福，一起以歌聲讚頌上主。
這感覺不單單是一個團體，更是一個家。我們因為愛，在基督的愛內成為了兄弟姊妹。雖然和以前是不同的教堂，但感覺
和以前一樣，很快便融入這個堂區團體。因為，我們都是因着同一信仰聚在一起，一起以歌聲讚頌上主。

團員 Eddie

為主而活、為主而做、為主而唱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非常感恩！這首聖詠給了我人生寶貴的時光，及信仰
上的成長。當我大女兒 (Julianna) 4歲時，我已教她唱這首
歌的第一段。
其後在一個偶然的
場合，王太(Eveleen)，
即現任禮委委長，於結
婚25周年紀念時，邀請
了Julianna詠唱這首歌。
在早期的多俾亞守靈祈
禱時，雖然我不是歌詠團
成員，但我常常被組長關
惠琼邀請我領唱這首「奇
妙救恩」。自2000年開
始，本人加入了不同的善
會：關社、堂家組、影
音組、多俾亞、及聖方

濟各聖詠團等等。最近，亦加入了聖母軍行列。但這些善
工，我家人都沒有積極參與；全是本人個人參加。今年，
天主卻作出了非常巧妙的安排，在Thomas Wong(亞龍)的
力邀下，我和太太(Beatrice)於4月份，加入了聖安多尼聖
詠團。
聖詠，原來是一個極好的事奉天主的方法。透過聖
詠，我們能夠讚美、歌頌及光榮天主和聖母。而且，歌唱
聖詠也是一個眾禱的方法。唱歌詠，看似簡單的工作，原
來也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其中涉及基本樂理、聲樂訓練等
等。我和太太在這方面的認知十分膚淺，但歌詠團的成員
都很悉心地在旁指導，擔當我們的守護天使，做我們信
仰上的同行者。在崎嶇的路上，雖然我們經常跌倒，但團
長等沒有放棄我們，更耐心地指導我們。正如，我們的信
仰是要經歷考驗和磨練，才能成長。所以無論在彌撒中、
練習聖詠的時候及享受團員提供豐富早餐的時候，我們都
感受到家的温暖。在練習聖詠的時候，主任司鐸梁熾才神
父、助理司鐸黄家輝神父、前本堂主任司鐸李海龍神父也
會間中出席，為我們打氣！
為主而活、為主而做、為主而唱。我們聖安多尼聖詠
團的大門為你打開，歡迎有興趣的教友加入。

團員 Derek, Beatrice

歡迎對音樂有興趣的教友 / 慕道者加入本善會 ── 聖安多尼聖詠團(主日8:30am choir)
詳情請聯絡堂區辦事處或電郵stanthonychoir@gmail.com

歡迎慕道班同學和教友參加

聚會時間
逢主日上午八時半
至中午十二時
豐富活動
靈修培育、聲樂訓練、
夾Band、卡拉OK、
生日會、大食會、
退省、本地 / 海外旅遊、
會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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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erb accompanies the noun “mountain”: the verb
to go up. Isaiah exhorts us: “Come, let us go up to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2:3). We were not born to remain
on the ground, to be satisfied with ordinary things, we were
born to reach the heights and there to meet God and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However, this means that we have to go
up: to leave behind a horizontal life and to resist the force of
gravity caused by our self-centredness, to make an exodus
from our own ego. Going up requires great effort, but it is the
only way to get a better view of everything. As mountainclimbers know, only when you arrive at the top can you get
the most beautiful view; only then do you realize that you
would not have that view were it not for that uphill path.
And as in the mountains we cannot climb well if we
are weighed down by our packs, so in life we must rid
ourselves of things that are useless. This is also the secret
of mission: to go, you have to leave something behind, to
proclaim, you must first renounce. A credible proclamation
is not made with beautiful words, but by an exemplary life:
a life of service that is capable of rejecting all those material
things that shrink the heart and make people indifferent and
inward-looking; a life that renounces the useless things that
entangle the heart in order to find time for God and others.
We can ask ourselves: how am I doing in my efforts to go
up? Am I able to reject the heavy and useless baggage of
worldliness in order to climb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Is
mine a journey upwards or one of worldliness?
If the mountain
reminds us of what
matters – God and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 and the
verb to go up tells
us how to get there,
a third word is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today’s celebration.
It is the adjective all,
which constantly reappears in the readings we have heard:
“all peoples”, says Isaiah (2:2); “all peoples”, we repeated in
the Psalm; God desires “all to be saved”, writes Paul (1 Tim
2:4);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says Jesus in the
Gospel (Mt 28:19). The Lord is deliberate in repeating the
word all. He knows that we are always using the words “my”
and “our”: my things, our people, our community... But he
constantly uses the word all. All, because no one is excluded
from his heart, from his salvation; all, so that our heart can
go beyond human boundaries and particularism based on a
self-centredness that displeases God. All, because everyone
is a precious treasur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s found only
in giving this treasure to others. Here is our mission: to go up

the mountain to pray for everyone and to co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 to be a gift to all.
Going up and coming down: the Christian, therefore,
is always on the move, outward-bound. Go is in fact the
imperative of Jesus in the Gospel. We meet many people
every day, but – we can ask – do we really encounter the
people we meet? Do we accept the invitation of Jesus or
simply go about our own business? Everyone expects things
from others, but the Christian goes to others. Bearing witness
to Jesus is never about getting accolades from others, but
about loving those who do not even know the Lord. Those
who bear witness to Jesus go out to all, not just to their own
acquaintances or their little group. Jesus is also saying to you:
“Go, don’t miss a chance to bear me witness!” My brother,
my sister, the Lord expects from you a testimony that no one
can give in your place. “May you come to realize what that
word is, the message of Jesus that God wants to speak to the
world by your life…. lest you fail in your precious mission.”
(Gaudete et Exsultate, 24).
What instructions does the Lord give us for going forth
to others? Only one, and very simple: make disciples. But,
be careful: his disciples, not our own. The Church proclaims
the Gospel well only if she lives the life of a disciple. And
a disciple follows the Master daily and shares the joy of
discipleship with others. Not by conquering, mandating,
proselytizing, but by witnessing, humbling oneself alongside
other disciples and offering with love the love that we
ourselves received. This is our mission: to give pure and
fresh air to those immersed in the pollution of our world; to
bring to earth that peace which fills us with joy whenever we
meet Jesus on the mountain in prayer; to show by our lives,
and perhaps even by our words, that God loves everyone
and never tires of anyone.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each of us has
and is “a mission on
this earth” (Evangelii
Gaudium, 273). We are
here to witness, bless,
console, raise up, and
radiate the beauty of
Jesus. Have courage!
Jesus expects so much
from you! We can say that the Lord is “concerned” about
those who do not yet know that they are beloved children
of the Fa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whom he gave his
life and sent the Holy Spirit. Do you want to quell Jesus’
concern? Go and show love to everyone, because your life
is a precious mission: it is not a burden to be borne, but a gift
to offer. Have courage, and let us fearlessly go forth to all!

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 for November

十一月份教宗祈禱意向

Dialogue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Near East

That a spirit of dialogue, encounter, and reconciliation emerge in
the Near East, where diverse religious communities share their
lives together.

為近東的交談與和好
願交談、相遇及和好的精神能出現在近東，使當地不同宗教團體
能共同分享他們的生活。

Saint Anthony’s Church Parish Newsletter

Shepherd Flock’s
Dialogue

No.

591

Liturgy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 of November 2019
1st November

First Friday of the month
Feast of Sacred Heart of Jesus Mass
8:00pm (Chinese)

20th November

3rd November

10th November

31st Sunday of the Year

Commemoration of All Faithful Departed Mass
6:00pm (Chinese)

32nd Sunday of the Year

24th November

Solemnity of Christ the King

17th November

33rd Sunday of the Year

Events for St. Anthony’s Church
*Holy Hour of Eucharistic Adoration
(every Thursday evening 7:00pm)
*St. Anthony’s Day (every Tuesday)

Welcome to 11:30am English Mass

Pope at World Mission Day Mass:

Life as Mission and as Gift
Pope Francis celebrates Mass on World Mission Sunday, 20 October 2019.
In his homily, he challenges us to reflect on the meaning of our mission.
hours in prayer (cf. Mk 6:46) to unite heaven and earth, and to
unite us,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the Father.
What does the mountain say to us? We are called to draw
near to God and to others. To God, the Most High, in silence
and prayer, avoiding the rumours and gossip that diminish us.
And to others, who, from the mountain, can be seen in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hat of God who calls all peoples. From
on high, others are seen as a community whose harmonious
beauty is discovered only in viewing them as a whole. The
mountain reminds us that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should
not be selected but embraced, not only with our gaze but
also with our entire life. The mountain unites God and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 single embrace, that of prayer. The
mountain draws us up and away from the many transient
things, and summons us to rediscover what is essential, what
is lasting: God and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Mission begins
on the mountain: there, we discover what really counts. In
the midst of this missionary month, let us ask ourselves: what
really counts in my life? To what peaks do I want to ascend?
I would like to reflect on three words taken from the
readings we have just heard: a noun, a verb and an adjective.
The noun is the mountain: Isaiah speaks of it when he
prophesies about a mountain of the Lord, raised above the
hills, to which all the nations will flow (cf. Is 2:2). We see
the image of the mountain again in the Gospel when Jesus,
after his resurrection, tells his disciples to meet him on the
mount of Galilee; the Galilee inhabited by many different
peoples: “Galilee of the Gentiles” (cf. Mt 4:15). It seems, then,
that the mountain is God’s favourite place for encountering
humanity. It is his meeting place with us, as we see in the
Bible, beginning with Mount Sinai and Mount Carmel, all
the way to Jesus, who proclaimed the Beatitudes on the
mountain, was transfigured on Mount Tabor, gave his life on
Mount Calvary and ascended to heaven from the Mount of
Olives. The mountain, the place of great encounters between
God and humanity, is also the place where Jesus spent seve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