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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習慣每年在「基督普世君王節」舉行「耶穌出
巡愛西環」。由於這幾個月來的社會狀況，動盪不安的
時局仍然持續，加上本年11月24日「基督普世君王節」
適逢區議會選舉日，今年本堂區的「耶穌出巡愛西環」
改在12月8日(將臨期第二主日)以一項福傳活動進行。主
題是「追求真理，力行仁愛」。

在靈性準備方面，我們自11月初開始，便於各台主
日彌撒中一同誦唸教區《2019傳教節禱文》，特別為堂
區向街坊傳福音的使命和事工祈禱。

活動當天，我們租用了一輛開篷雙層巴士，以「耶
穌出巡」橫額裝飾車身。巴士將在西環兩個不同地點停
留約半小時，期間舉行福傳活動。(詳情請參閱本期的堂
區資訊)。

「耶穌出巡愛西環」是一個傳揚福音(喜訊)的堂區
行動，我們要傳揚一些我們認為重要和有價值的訊息。
事實上，在這資訊爆炸、資訊流通極其方便的時代，我
們往往用很多時間閱覽並回覆我們所收到的訊息，可能
我們自己也發放不少訊息給別人。我們需要在「耶穌出
巡愛西環」這個傳揚福音的機會上，停下來反省一下，

我們要多些關注什麼訊息。我想藉今年傳教節在彌撒中
恭讀的一段福音(若17:1, 11, 17-19)，和大家分享我們要
注重和宣揚的訊息。

「那時候，耶穌舉目向天說」(若17:1)，這是耶穌作
為信者、司祭的祈禱，這是祂自發的、在生活中的某個
時刻、在眾人前向聖父所作祈禱。祂將祂的祈禱融合於
生活中，用祂的祈禱生活傳達訊息。讓我們效法祂。

「聖父啊！求祢因祢的名，保全那些祢所賜給我的
人，使他們合而為一，正如我們一樣。」(若17:11)耶穌
稱天主為聖父，祂是聖父的唯一聖子，和聖父有著非常
密切的父子關係。我們眾人在基督內，都有這位聖父作
為我們的慈父，我們都是祂可愛的子女，我們眾人都是
主內的兄弟姊妹。這為每個人是多麼重要的訊息啊！耶
穌特別為祂的門徒的合一祈禱，事實上，合一雖然重要
和必須，但在人而言，是幾乎不可能達到的，是需要熱
切祈求的恩寵，好能
在我們之間反映聖父
與聖子全然合一的事
實。

「求祢以真理祝
聖他們；祢的話就是真
理。就如祢派遣我到世
界上來，照樣，我也派
遣他們到世界上去。我
為他們祝聖我自己，為
叫他們也因真理而被祝
聖。」(若17:17-19)在
現實世界中，我們看到
種種的分裂，我們用什麼作為合一的基礎？真理——天主
的話，透過祂的聖子給我們的話，以及教會在不同的時代
對這話的解釋，是我們合一的基礎。天主從有罪的、不接
受天主的話的世界召叫我們到祂的身邊去接受祂的話，因
而我們受到祝聖，然後派遣我們到世界上去，幫助其他的
人接受祂的話。耶穌為我們祝聖祂自己，意思是祂完全接
受並奉行天主的話，是我們接受天主的話的好榜樣。

傳揚什麼訊息？傳揚什麼訊息？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份牧民議會 議決事項

3. 推展堂區愛心服務，計劃於2020年第一季舉辦「探訪工作坊」，歡迎善會成員及教友參加。
稍後公布詳情。

4. 引領慕道者投入堂區生活，於12月開始參加善會的聚會。

5. 維修委員會繼續跟進第二期聖堂維修工程策劃。籌備分享刊於第6頁。

1.「耶穌出巡愛西環」於12月8日(將臨期第二主日)舉行，福傳活動形式與往
年不同。資訊刊於第3、4及5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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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頁的資訊。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份 動 態   堂 區 禮 儀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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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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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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周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6th
(周五)

首瞻禮六
恭敬耶穌聖心
晚上八時

8th
(周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

15th
(周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

18th
(周三)

三三追思亡者
下午六時

22nd
(周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24th
(周二)

迎接救主「聖誕頌」祈禱
晚上十一時三十分
聖誕子夜彌撒
凌晨十二時

25th
(周三)

聖誕節彌撒
中文： 早上七時、
 八時半、十時、
 晚上六時
英文： 早上十一時半
嬰兒領洗：下午二時

29th
(周日) 聖家節

31st
(周二)

除夕謝主彌撒
晚上九時

雷達盛	 $100
聖安多尼之友會	 $300
葉衛熾瑞	 $1000
潘宅	 $200
龐蔣靜儀	 $100
李寶苓	 $200
精叻馬	 $200

曾潔玲	 	$100
鄭雅蓮	 	$100
王冠龍	 	$200
太極福傳會	 	$500
劉黃典卿	 	$500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	 	$400

敬禮聖安多尼
逢周二  晚上六時彌撒

明供聖體
逢周四  晚上七時

誦唸「向聖若望鮑思高禱文」
每月最後一天的各台彌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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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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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每月「神聖閱讀」

日期：12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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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聖言聚會
主題：《默示錄2-3章》

日期：12月15日 (將臨期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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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出巡愛西環」
福傳活動開篷巴士

日期：12月8日(將臨期第2主日)
時間：上午10:00彌撒舉行「福傳派遣禮」
巡遊路線：
 11:00 – 11:30 停薄扶林道
 11:35 – 11:45 停聖安多尼堂正門
 11:55 – 12:20 停皇后大道西455號渣打銀行
 12:35 – 13:00 停堅尼地城科士街

•	教友如要加入堂區福傳隊，可在12月8日早上9:30往
馮強禮堂報到。

•	沒報名的教友亦歡迎到皇后大道西和歌詠團一同向
街坊詠唱聖詩。

聖誕頌音樂祈禱會

∼以歌詠迎接聖誕∼
準備心靈  參與子夜彌撒

聖誕節嬰兒領洗

12月25日 (周三)
下午2:00  聖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截止報名：12月21日

家長及代父母聚會：12月22日(主日)
下午2:00 – 4:30 母佑堂

日期：12月24日(平安夜)
時間：晚上11:30
地點：聖堂





2019年「耶穌出巡愛西環」
李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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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耶穌出巡愛西環」因為目前的社會情況，換
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在12月8日(將臨期第二主日)，利用一
輛開篷雙巴士在西區，以耶穌聖心像代替聖體出遊。傳揚
喜訊交由福傳隊伍推動，預計當日需要超過150人，分五組
在石塘咀及西環接觸街坊。福傳巴士在皇后大道西及堅尼
地城港鐵站科士街支援。

今年的福傳主題是「追求真理，力行人愛」。為推動
全堂區教友能夠積極參與福傳，在11月初開始，每台主日
彌撒後一起誦唸教區「2019傳教節禱文」。籌備小組按所
定流程繼續商議安排及各項分工細節，包括設計掛在巴士
的橫額和裝飾佈置，一定要吸引路人。因整個福傳的活動
時間少於三小時，內容一定要豐富。至於音響方面，安裝
絕對不能輕視，務求達到最好的福傳效果。致給各善會信
函已在11月初發出，希望堂區善會成員能踴躍報名參加福
傳隊，在11月24日前交回條。在宣傳方面，除了《羊牧之
聲》外、活動海報、與街坊互動及問取聯絡資料方式，也
不能疏忽，考慮利用堂區Facebook Page (配合更新框架和
內容)，並以QR Code協助福傳事工。

在12月8日當天早上10:00彌撒中，舉行特別的派遣禮，
讓天主聖神充滿在每一位福傳隊員身上，像當年的「伯多祿
就同十一位宗徒」(宗2:14)一樣，帶同福傳禮物，前往石塘
咀及西環，開始傳揚基督的福音。約11:00，巴士首先停在

香港大學旁邊石牆下進行裝飾，掛上福傳標語及大幅的耶
穌聖心像畫。約11:30，裝飾好的雙層巴士，將會停在聖堂
門口，接載主禮神父、牧民議會會長及歌詠團，開始沿西
環進發。首站將會在皇后大道西近和合街停留，預計早上
11:55到達，司儀主持大約二十五分鐘的節目，包括歌詠團
獻唱聖歌及表演，主禮神父及牧民議會會長發表講話，並

安排福傳隊員在石塘咀繼續福傳活動。
大約中午12:30，福傳巴士會轉到西環
科士街堅尼地城港鐵站旁邊繼續福傳工
作，節目和石塘咀的內容大致相同。整
個活動預算在三小時內完成。

歡迎堂區善會成員及教友前往上述
兩個舉行福傳活動的地點，與歌詠團一
起唱歌，齊心在社區傳揚主愛和祝福。

今次的「耶穌出巡愛西環」活動
是一項全新的嘗試，籌備小組全心全
力做好事前準備的工作。由於這個活

動也是相當大型的，所需的人力物力也會不少，希望堂區
內的各位兄弟姊妹能鼎力支持，出力出錢，包括參加福傳
隊或各小組的工作，到福傳巴士停泊地點支持打氣，或資
助「耶穌出巡愛西環」所需的經費。「他們出去，到處宣
講，主與他們合作，並以奇蹟相隨，證實所傳的道理。」
(谷16:20)

盧燊權、趙沛樺
11月16日

譚雋熹、吳瑋恩
11月23日



李漢英

聖安多尼堂第一期維修工程在10月初全部完成，範
圍包括屋頂防漏工程、外牆的維修及油漆工程、鐘樓內的
各項維修及翻新工程、防墮安全系統的安裝工程等。現在
整個聖堂的外貌是煥然一新，內部漏水的情況也一一改善
了，所花的費用也在預算內，合共港幣560萬元，感謝教友
對第一期工程的鼎力支持。

第二期維修工程的開啟會議(Kick-off Meeting)在10月28
日舉行，除了維修籌委會成員外，吳永順兄弟、建築師及
工程顧問(AGC Design Ltd)、結構工程師(APT Engineering 
Consultant Ltd)及屋宇裝備工程師(Far East Consulting 
Engineers Ltd)均有派代表出席，在會議中聆聽他們的意見
及一起討論第二期工程的細節。

在整個第二期維修工程開啟會議中，大家花了不少時
間討論升降機的安裝的問題。升降機為年長的教友是一項
非常重要的設施，因為目前堂區是沒有支援長者及殘疾人
士的設施，對年長和行動不便者進入聖堂及參與禮儀有一

梁啟光神父
生日快樂
11月29日

黃家輝神父
主保慶日快樂

12月26日

之一聖安多尼堂
第二期維修

因為，預算的費用較第一期超過一倍，在目前社會的情況
下，預計籌款會比較困難，所以，大家同意加入更多籌款
委員會成員，以協助未來籌款的工作。祈望上主的帶領，
聖母的助佑，教友們大力支持，可以完成這艱巨的工作。

定程度的困難。除此之外，
聖堂內的裝修、音響、電
器、燈光等設備經過多年的
使用，需要考慮更換。聖堂
下層活動室的裝修、門窗和
其他建築物，包括聖母岩
左側的儲物室、簷篷、走廊
等，也需要維修。冷氣機房
的重建工程也需要詳細檢
討。

第二期維修所有工程的
費用，粗略估計也會超過一
千萬元，所以，財務小組也
在11月20日開了一個特別會
議，商討未來籌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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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十二月

(資料：堂區培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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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 諾厄時代的人，沉醉在世俗的事情，連自己快要被洪

水淹沒，也不覺察。我們呢？

✯ 我們每天為了什麼而勞碌？為著什麼而籌謀呢？

✯ 我們何時會感到掛慮？何時會喜樂呢？

✯ 在我們內心深處，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 到底誰是我們的「主人」呢？

聖經金句
「你們要醒寤，因為

你們不知道：在那一天你們
的主人要來。」(瑪24:42）

祈禱
仁慈的天父，祢才是天地萬物的主宰。求你讓我

們保持醒寤，認清自己的目標，善用祢賜予的恩寵和塔
冷通，憑著信望愛三德，努力做個忠信稱職的僕人。亞
孟。

聖安多尼堂的兄弟姊妹：

將臨期是教會禮儀年的開始，培育組透過神師帶領的回顧、反思及前瞻工作坊規劃了新一年的培育方向，決定
每月聖經講座於完成《默示錄》第二講後暫停，並於十二月份的講座中由主任司鐸梁熾材神父代表堂區教友致送紀
念品，感謝Dominic Tam兄弟傳揚天國喜訊的熱忱和對堂區多年的貢獻。

梵二前的教會以「由上而下」的模式進行，以既定的傳統、數理、圖象等象徵去推行宗教運動。梵二改革後福
傳和信仰淨化的領域中需要配合教友的信仰小團體的特色因材施教，以關懷的心胸與世界交談，在過程中彼此包容
和淨化，在共事堂區活動的工作中尋找教友的信仰需要和與主相遇的體驗。

耶穌召叫十二位宗徒：「為同祂常在一起，並派遣他們去宣講」(谷3:14)。此後在新約中，所有信者都稱為門
徒，表示跟隨基督，奉祂為師傅，表示教會中的團體是一種生活模式向基督學習，以祂的福音工作為團體的理想目
標，為的是薪火相傳延續下去。

新一年的培育工作也希望朝著這信仰生活方向進發，因
此聖經講座將於十二月份的聚會後將暫停，取而代之是「由下
而上」的信仰培育工作。教友對聖經培育、神修有興趣的中堅
份子可以將多年共同鑽研的聖經道理由主日讀經、福音及聖經
金句出發，融匯貫通後在信仰小團體中帶出反省、默想及祈禱
意向，將基督徒生活薪傳出去，回饋各自的信仰小團體。未加
入善會的教友也可以選擇你心儀的善會，將你天賦的塔冷通為
主服務，接受派遣，在信仰小團體中一起成長。

透過各自小團體祈禱聚會的準備；聖經啟示、教會訓導及信仰生活的體驗；資料搜集的準備工作；與信友的宗
教經驗分享等；教友可以在不同善會因應不同年齡層及內涵的需要，共同奉獻愛德工作，在過程中尋找並發掘建構
堂區的培育新領域及方向。主佑大家！

未來培育方向

培育組致意
2019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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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於10月18-29日舉辦「希臘朝聖之旅：尋找聖保
祿足跡」，由黃家輝神父率領已圓滿結束。在這12天旅程
中，大家體驗到保祿宗徒的心路歷程對教會的貢獻，感受
到他傳教的重要性。保祿的歸化展現出天主的大能，惟獨
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改變他的心意，轉變成帶領人相信他之
前反對主的信仰，他接受主的召叫往外邦人那裡傳教。

希臘是一個信奉多神的國家，當時的希臘人、羅馬
人、猶太人不聽保祿講耶穌復活的事蹟，但保祿憑着堅定
的信德，仍然宣揚基督復活的喜訊。當遇到困難和迫害，
他信賴天主，對天主充滿信心，依靠聖神的扶持和大能，
得到傳教力量以克服所遇到的困難和迫害，成為復活基督
的活生生見證。

旅程首天，我們先到得撒洛尼(Thessaloniki)，乘坐旅
遊巴市內遊，再前往斐理伯(Philippi)保祿和息拉坐監之地。
即使歷經數千年，部分遺跡仍流傳下來。斐理伯是保祿和
他的同伴在歐洲第一個接受基督信仰的教會，我們在他當
年所到之處，看到很多外教神廟的遺址，可以想像他當年
福傳使命的困難。

路途中參觀里狄雅(Lydia)洗禮堂，里狄雅是保祿在
歐洲第一位施行洗禮的人。我們繼續前往卡瓦拉海港市
(Kavala City)，卡瓦拉在聖經中稱為乃阿頗里(Neapolis)，
在保祿登岸的位置建立一座東正教聖堂，外牆建有紀念保
祿登岸的馬賽克畫，我們在聖堂外拍了一張團體照留念。

最難得可以到隱修院之城(Monasteries of Meteora)東
正教最大的隱修院中心，它最大的特色是一座座高峰上矗
立著一所一所與世
隔絕的隱修院。修
士們憑著虔誠的心
與毅力建造了遠離
凡俗的修道院。修
士虔心修行，過着
刻苦的生活，日常
物資是依賴繩索與
吊籃運輸。我們參
觀了一所男隱修院
和一所女隱修院，
院內保存着精細的
拜占庭壁畫，如今
道路的修築有車可
以代步。

下 一 站 是
前 往 雅 典 ， 衛 城
(Acropolis)無疑成為
雅典的地標，見證
了希臘古代文明的輝煌，除了作為祭祀的聖地也是防禦要
塞，經典的代表作是巴特農神殿(Parthenon)。

離開雅典來到格林多(Corinth)，格林多古城因一場嚴重
的地震全被破壞，遺下阿浪羅神殿部份殘餘的建築。聖保
祿在格林多古城傳教並建立教會，令當地很多信眾皈依天
主成為天主教徒，並先後寫了兩封書信——聖保祿宗徒致

格林多人前書和後書，鼓勵和安慰信友們要以堅忍的信德
走向永生。

從雅典登上遊輪，遊覽米科諾斯島(Mykonos)、厄弗所
(Ephesus)、帕特莫斯島(Patmos Island)、克里特島(Crete 
Island)和聖托里尼(Santorini)。

最令我嚮往是踏足厄弗所古城，新約聖經中有相當大
的部份是在厄弗所寫成，最重要的原因是聖母瑪利亞、聖
若望宗徒、聖保祿宗徒，聖弟茂德，以及後世許多聖人聖
女都在這裏生活過。厄弗所古城現留下不少古羅馬時期輝
煌的建築物遺跡，看起來像廢墟，但依然散發一股濃厚的
古典氣質。

聖母故居位於厄弗所。儘管聖母故居從未被梵蒂岡
正式確認，但多位教宗曾到訪及祝聖，此傳說也可尋回跡
象：耶穌在十字架上委託聖若望照顧祂的母親，然而聖若
望的墓地就在厄弗所距離聖母故居不遠。

我們很幸運可以在聖母故居裡的小聖堂舉行彌撒。禮
成後難掩心中的喜悅而仍繼續啍着歌詠衷心讚美天主，不
停用歌聲讚美天主的慈愛，可以帶領我來到這裏朝聖，感
謝主、讚美主。

帕特莫斯又被稱為「默示錄島」，聖若望在這個島上
的山洞裡得到天主的啟示，而寫下了新約聖經中最後一卷
書的《默示錄》。島上還建有一座大型的聖若望修院已被
列為世界遺產。

在希臘本土東側與土耳其之間的海便是愛琴海，從船
上遠望聖托里尼，高聳的懸崖峭壁上是許多白色房子依山
面海而建。到我們上岸時已過了最美麗日落的時刻，心情
難免有些失落，晚上海風比較清涼，很快乘接駁小船返回
郵輪。

郵輪四日三晚的旅程結束，收拾起依依不捨的心情回
香港。我們有幸臨上飛機前可與韓大輝總主教午餐小敍，
兩位神長一同共祭彌撒，實在是我們朝聖團的福氣。

這次朝聖之旅加深認識聖保祿宗徒傳教的歷程，他
堅持信念，堅持建立教會，依靠聖神的照顧。聖保祿有一
份神恩，有一股轉化人的力量，傳達真理訊息的說服力很
強，開啟了外邦人信主，領域擴展至地極。

十二天的旅程均陽光普照，蔚藍的天空一望無際，路
途上輕鬆好
走，令人心
情 愉 快 。
藉 此 多 謝
Tim Chan 
和Daisy的
悉心安排，
多謝黃神父
在彌撒中的
教導。感謝
主 ， 讚 美
主。

Teresa	Li	(聖安多尼聖詠團)

希臘朝聖：尋找聖保祿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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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湛漢
回顧這次希臘朝聖，我深深感受到主的慈

愛。首先感謝黃神父、Tim、Daisy和Derek安
排這神聖及充滿愛的朝聖團，亦感謝各位團友
旅途中無微不至的照顧。記得離開希臘當日早

上，正前往主教座堂參加韓大輝總主教主持彌撒。我突然
發覺護照及香港身份證不翼而飛，那時Derek在我身邊。
我請他不要讓其他團員知道，不想影響他們參加彌撒的情
緒。出於愛，他卻通知了Daisy。她立即飛身趕去剛到過的
Museum area，她遇見朱桂英姊妹，此時現場有一位希臘
青年看見她們慌張似在找東西，便舉起手中拿着的護照，
問她們是否找尋這個。當她們回來交證件給我時，讓我感
動又驚喜！這奇蹟將令我畢生難忘，亦教我深信有主的

范菊芳

感謝聖安多尼堂、奇恩旅行社、Tim和
Daisy悉心安排了這次希臘朝聖之旅，使我們
加深認識了聖保祿宗徒傳教的種種經歷。透過

情，多謝聖母媽媽救了我的性命。想當年初為人母，患了
產後抑鬱症，曾衝動想了結生命時，聖母瑪利亞突然浮現
在我腦海中，十分溫柔跟我說：「妳繼續努力吧！」我反
問，向聖母表示我有如虛殼，身體和精神上都十分虛弱的
我怎能繼續下去？？那時聖母已消失了。聖母的說話雖然
簡短，卻使我不斷在腦海思量怎麼可以繼續努力的疑問？
奇怪在這一刻使我即時忘記了結束自己性命的念頭，只有
聽從聖母的意思嘗試繼續我的生命旅程！

我十分感激萬有上主的奇妙安排，藉著祂的無形力量
使我排除困難才有今天！我和丈夫藉此感謝舉辦朝聖團的
負責人Tim和Daisy，亦多謝黃神父的訓導，提醒我們時常

今次是第一次參加朝聖團，旅程十分愉
快！朝聖到聖母的故居，我有如回到娘家的興
奮的心情與母親擁抱相聚，獲得很多喜樂和慰
藉！當時我內心湧出欣悅的眼淚和感激的心

李長瑛
感謝亞添、Daisy和Derek的全力為我

們服務！最終當然是感謝我們的天主，一
切都是祂的賜予！

多謝黃神父於旅途中的訓導，以及Tim和
Daisy的協助，能認識和體驗聖保祿的足跡。願
主祝福你們和各團友獲得主賜平安和喜樂！

黃素玲

葉恩琴

拜訪聖母故居，讓我們體驗到這位天主之母在人間時那種
儉樸、刻苦、謙卑的生活。此外，也增加了我們在各方面
的知識和信仰方面的提升。特別感謝黃神父在每日彌撒中

愛 ， 便 會
透 過 人 與
人 的 關 愛
行 動 中 ，
讓 奇 蹟 在
生活中出
現，感謝
主，讚美
主！聖安
多 尼 ，
為 我 等
祈。

的 悉 心
教 導 ，
使 我 們
在 靈 修
層 面 上
獲 益 良
多。願全
能仁慈的
天主祝福
並護佑各
位直到永
遠……

反省保祿傳揚
福音的精神、
毅力和勇敢，
強調不要忘記
祈禱力量的重
要 性 。 多 謝
Derek 在這旅
程中分享精彩
希臘的神話故
事 ， 也 增 添
不 少 朝 聖 的
氣 氛 。 感 謝
我 丈 夫 的 支

持 及
給 予
我 機
會 參
加朝聖
團，作
我們的
豐 盛 結
婚 周 年
紀 念 禮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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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錦威
是次探訪能多了解西環街坊的近況及獨居老人的日常生活和需要，探訪的長者已是92歲及行動不便

的老婆婆，可幸家中有外傭姐姐能照顧她日常起居飲食。我們的探訪雖未能減輕她中風後行動不便的困
擾，但我們相信透過天主的帶領，這次的探訪能將關心及愛的種子栽在她的心裏去。讓這份分享習慣也能
傳揚開去，使別人也和我一樣可享受到與人分享的喜悅，活在主內，感謝及讚美主！
 
徐來

第一次參與聖堂和明愛合辦的送暖探訪行動。旨在透過探訪，能送給一班長者一份關心，了解他們的
需要，在力所能及下給予幫忙。在出發前，社工都有做個簡介，教我們一些如何打開話題的技巧。在開始
前作了一個簡單祈禱，希望聖母媽媽帶領我們順利完成這次活動，之後便分組探訪了。我們探訪的家庭是
司徒婆婆和她的女兒，司徒婆婆已經80多歲，開始時還是擔心溝通不好，但婆婆很健談，分享了很多以前
的故事，不知不覺便要完結是次的探訪。在這次探訪的最大感受是原來快樂可以很簡單，因為簡單就容易
感恩知足，就會快樂。我們有幸可以有餘力去與他人分享愛，正如天主愛我們一樣！

 
陳敏琪

我今天與我先生和女兒探訪了一位住在西環村超過四十年的獨居婆婆。雖然婆婆比較內斂，不太願
意參加一些社區活動，但卻十分願意與我們分享她的過往經歷，以及西環的種種變遷。這樣的探訪令我深
深感受到何謂「施比受更有福」，雖然我付出了時間去探訪，得到的卻是一份情懷，一份逐漸消失的人情
味，這些都是很難得的，十分感謝天主賜予這個機會。希望可以一直參加類似的活動，既可以從長者們口
中活生生地體驗不同經歷，又可以身教女兒尊重及孝敬長輩的愛德。感謝主，讚美主！
 
廖君翹

喜見九旬的馮婆婆四代同堂，福蔭滿門。個半小時的探訪過得特別快，一邊看著婆婆解說牆上掛著多
幅發黃的照片，眼見兒孫一代一代在那小小斗室成長，細聽她訴說令人振奮的香江故事，實在動人。據悉
西環今年踏入第60個年頭，一磚一瓦依然圓好無缺，就如主恩庇蔭當中居住的長者，十分感恩。最後，以
幾句短詩為活動作結：初秋送爽，沙沙微風；別過老翁，祝福其中。

聖安多尼堂愛心服務
慕道班同學10月12日參加了堂區愛心服務小組探訪，當日在聖神帶領下，我

們體驗一個愉快的愛德服務。今期通訊與大家分享十多位參加者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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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鋒
今日和兩個女兒探訪一位92歲老婆婆。雖然婆婆行動不便，經常睡在床上和坐輪椅，但聽到我們前來探望，特別是聽

到我兩個女兒的聲音時，她好像有點反應，我相信她都會感到好開心。長者其實很需要別人關心，可是他們的子女可能因
不同原因未能經常陪伴，久而久之彼此關係疏遠了，長者就變得孤獨。多與他們聊聊天，他們便會很開心、滿足。另外，
本人兩個女兒則是首次探訪，起初他們很緊張，但很快便習慣了。對他說來說是一次很好的經驗，讓他們知道世界上其實
有很多人需要別人關心的，而幸福亦非必然。此外，他們亦可以透過探訪學習如何與長者溝通，了解長者的心境，日後父
母年老了都懂得如何處理。

袁佩芝
今日我有機會帶兩個小朋友一齊出席聖安多尼堂及明愛合辦的探訪老友記活動，確實感到十分有意義。今早我們一行

三大四小一起往西環邨探訪一位93歲的愛卿婆婆。婆婆見到我們都十分熱情，她雖然聽力不太好，但說話聲線還十分響
亮，而且不停訴說近日的生活小節，大家都覺得這個老友記十分樂觀開朗。

加上四個小朋友還唱了兩首歌(Jesus Loves Me 和「歡笑感恩」)送給婆婆，令這個探訪劃上完美的句號。在這次活動
裏，能給予一個愛老敬老的正面訊息給小朋友，又可以為這位婆婆送上祝福，真是感恩。多謝天主的安排！

堂區送暖探訪行動

陳頌天
真開心今天可參與探訪西環村獨居

老人活動。今天探訪的馮婆婆其實也很精
神，只是因為年紀大了，身體不聽使喚，
出入有些不便。其實我以前也常探望獨居
的嫲嫲，也知道長者其實希望有人記得他
們已很足夠。有時候，他們可能會在一些
生活小節上發生問題時選擇忍受，例如燈
泡壞了會寧願摸黑。如果能透過活動幫助
他們解決這些生活小節的問題，更可避免
意外，確實是有意義的活動。帶同小孩參
與活動，更能教導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道理。我確實也很有興趣參加這愛心服務
小組的活動。

許慧慧
今天和一班義工探訪了一位85歲的老

太太。與老太太的談話中可以感受到婆婆
活得很開心，每天都與一班老友記歡聚，
對身邊的人和事十分積極，可以從她的笑 
容中感受到正能量。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
   麼有意義的活動，感謝主一切的安排。

羅仲康
當我在探訪時，我不斷思考為何她會獨居呢？是兒女不願照顧？還是

有其他因素？
我發現，婆婆屋裡，掛住一張公公的黑白相，相信應該是婆婆的已

過身丈夫。跟自己的另一半經歷一輩子，再在這個年紀分離，頓時覺得婆
婆真的好可憐。然後就想到自己的父母，也會有這一天，所以無論任何時
候，都應該要盡量孝順父母，多作陪伴。感謝主，可以有機會讓我參加今
天的探訪，提點我要時常孝敬父母。

麥洪意
我和兒子們探訪了一位93歲的老太太，是我們的第一次參加這麼有

意義的活動。到達老太太的家，還未入屋裏，孩子們就被放在門口圍欄上
曬的魚吸引著，原來是老太太自製的鹹魚。與老太太的談話中，覺得她也
是被天主眷顧著的，有健康的身體。93歲腰骨挺直得與年輕人一樣，每天
都出外散步，有非常好的心態，即使是自己一人居住，對生活的質量也不
馬虎，屋裡整齊乾淨。感謝主的召請，讓我和兒子都有一個難忘的體驗，
藉着這次探訪也是一個很好的教材，讓孩子知道要孝敬父母，要有愛德之
心。感謝主，讚美主。

李蘭芳
婆婆精神不錯，很健談，大家在談話上帶出氣氛，她是一個活出彩虹

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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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男女聖體會和太極福傳會成員期待已久的退省於
10月5日舉行，當天早上8:30在聖堂集合，一衆15人由本堂
主任司鐸梁熾才帶領乘坐專巴，轉瞬間便來到摩星嶺嘉諾
撒靜修院。

傅秀梅修女接待我們，隨後關小梅修女講解修院一些
設施及過去一點歷史。原來修院前身是一對葡國籍夫婦的
私人別墅，他們有一位美麗可愛的女兒名叫Honey。在她十
七歲那年因游泳而遇溺身亡，夫婦二人非常悲痛，最後决
定離開此傷心地，把別墅送贈給嘉諾撒仁愛女修會。靜修
院為紀念故人定名為Honeyville Canossian Retreat House。

梁神父帶領我們到小堂舉行晨禱，分兩組對經。兄弟
姊妹們非常享受這次晨禱。我們轉到會議室，神父教授道
理，主題為「認識福音中的耶穌」，內容非常豐富，未能
盡錄。以下摘錄一些耶穌言行與大家分享。

在我們中間所完成的事蹟(路1:1-3)：指耶穌基督所完
成的救恩事蹟，即圓滿天主拯
救人類的事蹟。「在我們中
間」並不只是福音記載所發生
的事蹟，而是在耶穌身上所完
成的事與衆人有關的。「為真
道服役」：真道指聖言，聖言
指基督。福音是靠人傳人的，
並不只靠書本。

耶穌公開生活的第一個行動：清理聖殿爆炸性的開
始，要更新猶太宗教的信仰方式，樹立了敵人，包括法利
塞人、司祭等。

天主子，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谷1:1)：福音是「喜
訊」。基本的喜訊：耶穌是天主子，
子和父有非常獨特的關係。耶穌被宣
判死刑的原因，是他宣稱自己是天主
子(谷14:60-65)。馬爾谷福音開始、
中間和結尾都宣認「耶穌是天主子」
(谷15:37-39)。耶穌大喊一聲，就斷
了氣。聖所裏的帳幔，從上到下，分
裂為二，站在耶穌對面的百夫長，看
見耶穌是如何斷氣，就說：「這個人
真是天主子！」

耶穌復活後，宗徒主要宣揚耶
穌是天主子(若3:16-17)：看！天主那
麽愛世人！祂把自己的唯一聖子賜給
世界，令相信祂的人不致喪亡，反而
獲得永生。因為天主派遣聖子來到世

上，不是為世界的罪，而是要世界因祂而得救恩。

耶穌啟示自己：初期宣講「天主的國」的來臨。天主
的國：人類和生命是由天主照管的；天主派遺祂的聖子來
做我們君王、首領。人要離開邪惡，皈依天主的美善。門
徒看見復活的耶穌才相信，這顯示他們仍需要增加信德，
沒有看見復活的主而相信則需要更大的信德。

退省以觀看一套電影《天主子》為完結，正好與神
父教導我們認識福音的耶穌配合得天衣無縫。再次感謝梁
神帶領我們一天的神修，令大家獲益良多。感謝主，讚美
主。

聖母玫瑰月一天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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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3日下午，「多俾亞善別小組」在母佑堂
舉行了兩年一次的派遣禮感恩祭及靈修日。活動以泰澤短
誦開始，以感恩祭作結束，中間有神師黃家輝神父的教導
和默想，並在感恩祭中進行派遣禮。

喚起老先生的回憶，二人重拾夫婦的親密關係。

短片使我想起在堂區善會的服務，很多時是努力地
做、做、做，倒忘卻了服務中帶出與天主的關係。

在感恩祭講道中，黃神父引用福音裏匝凱的故事，提
醒大家要像匝凱一樣，在野桑樹上與主相遇後，不應就此
滿足，要下來、改變自己、迎接主到自己內心的生命，讓
主帶領，這才是真正的皈依。

主，願祢也使我們在堂區不同的服務中，也記得祢與
我們在一起和帶領著我們，將祢的愛藉著我們的服務，與
其他弟兄姊妹分享。亞孟。

盧家驥

11月3日星期天下午，參與了由神師黃家輝神父帶領的
靈修祈禱聚會。從一片讚美上主的聲音開始祈禱，進入與
主相遇的時刻。心情也從社會近日的動盪歸投向基督的懷
裏，一切也變得平靜、安寧！突然感到世上所有的一切以
及身邊發生的事，不論是金錢與權力.......等等，一切都有終
結的時候——歸於天主！

「這顆心，鏤空刻通的地方，留有空間加入新的元
素，新的色彩……」這是黃神父帶領我們，從反省中提及
的靈修思想，也是我印像最深刻的。我們生活在這世上，
實在有很多俗世事務去處理，不單處理身邊的人和事，還
有家庭、事業、學業，及至自己的情緒也需要處理。

正因如此，我們也很容易忘記自己的信仰，遠離天
主！忘記怎樣跟隨祂的教導，聽從天主的旨意，而不是跟

隨自己的意思，所以常常需要反省自己的言行舉止及

不忘天主服務中

前塵

皈依。祈求天主聖神打開我的心靈，留多點空間給天主，
好能發揮基督徒的仁愛精神，讓我在生活上做多點天主喜
歡的事情。這為我的生命才有意義和色彩。

誰能將天主的愛與我們相隔絕？祂的愛情是寬仁的，
慈悲的。只要我們相信祂，即使在世上最後的時刻，靈魂
也能得到救贖，到達天主台前，得享永生！

很感謝天主帶領我加入「多俾亞善別小組」，在參與
每一項服務中，都能發現新的元素，新的人生體會；從中
學習而改變自己，更能生活於主的愛內，與主相偕！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
到永遠！亞孟。

在教導中，黃神父利用一個小遊戲，讓大家認識自
己，從而認識天主。繼續下來的一段卡通短片倒是令我有
所觸動，片中有一對老夫婦，那位老太太常帶一些照片找
丈夫，內容都是他倆一起生活的相關物品，希望藉著照片
喚醒丈夫記起兩人的關係；但丈夫只不斷努力為她尋找失
物而已，這使老太太很失望。最後是藉著一張婚禮照片，

靈修多俾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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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自1995年在聖安多尼堂前主任司
鐸何廣凌神父帶領下，建立了服務基金，為青少年服務。
基金的宗旨在於鼓勵慈幼大家庭成員發揚鮑聖精神，資助
培育青少年的活動，尤其以愛的行動，協助有困難的單親
家庭及缺乏照顧的青少年。

協進會青少年服務基金籌款
服 務 基 金 接

續於12月8日下午
一時在長洲舉行步
行籌款。首先在長
洲花地瑪聖母堂集
合，繼而誦唸玫瑰
經及舉行啟動禮，
隨後離開聖堂往碼
頭 ， 乘 「 鮑 思 高

號」往景色優美的大浪村作壓軸的聖體降福。

如果有教友誠邀贊助，祈望你們能大力支持這「發揚
鮑 聖 精 神
和 資 助 培
育 青 少 年
的 活 動 ，
以 愛 的 行
動 協 助 有
困 難 的 家
庭 及 需 要
照 顧 的 青
少年」的「服務基金」籌款。

11月10日(主日)上午，服務基金在聖安多尼堂舉行義
賣籌款。有陳鴻基神父、梁啟光神父及劉戩雄神父捐出的
聖物；教友捐出小部分聖物、紀念品及絕大部分全新的時
尚衣飾；也有聖鮑思高研習中心師生畫作的年曆畫等等。
承蒙熱心人士的支持，共襄善舉，義賣籌得$23,350。

「認識聖經，致力福傳」是每個教友的責任
我們必須把握機會，認識天主聖言

聖安多尼堂 聖言宣讀組 邀請您
本會宗旨： 宣讀聖言，生活聖言，成為聖言的傳遞者和作證者
聚會： 每月逢第2及第4個星期一晚上7:30於聖安多尼堂一同祈禱、釋經

及分享信仰生活
活動： 神修培育、宣讀技巧及禮儀知識訓練
服務堂區： 主日及提前彌撒中宣讀天主聖言及信友禱文、分擔堂區特別禮儀

職務、協助推展堂區禮儀、福傳及互愛活動
邀請： 年滿十八歲，熱愛天主聖言，並以聖言作生活見證的公教徒，以

廣東話為母語，對宣讀聖言有興趣，具備謙恭及服務的心及恆常
參與本堂彌撒的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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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This verse of the First Advent Sunday reading is 

repeated in verbatim in both the Isaiah 2:3 and Micah 4:2. 
Scholars tend to regard this as a reflection of a certain short 
creed commonly professed in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and 
the themes are often found repeated in Psalms that teach 
the faithful not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what we are 
encountering nowadays but to encourage them to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the new heaven and earth come.  
This is a day when both the Jews and Gentile learn the Law 
of God and lead all people to obey his law and glorified the 
God that dwells among them.

The church has chosen this piece that points towards 
the Eschat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iturgical year. It 
reminds us that we must learn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our 
ultimate goal is pointing towards the second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ile Isaiah describes Jerusalem as the 
sign of peace and the palmist constantly prays that such a 
peace can endure, yet ironically, Jerusalem has constantly 
been engulfed by war.

Today the moral values of our conscience are often 
found breaking new bottom baseline. Humans want to 
establish new moral framework so that they can  determine 
what is good and evil according to their own reconfigured 
standard to cover-up the sins they have committed.  They 
behave like the first couple who ate the fruit of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Genesis 3:4-6). They want 
to become God who processes the power to judge and 
determine good from evil and right from wrong.

Nowadays, human, the extremely blurred “Image 
of God”, is incapable to reflect the glory of God.  This 
eschatological situation resembles the age of Noah when 

Living Word of God: Advent Reflection

“That he may instruct us in his ways and we may 
walk in his paths” (Isaiah 2:3; Micah 4:2)

flood destroyed the earth whereby the judgement of God 
came quietly unnoticed. Although prophet Isaiah has 
constantly reminded the Israelite to stay awake but who 
had listened? He foretold the age of peace whereby people 
will turn their weapons that use for killing in the war into 
agricultural tool for building up the society, but who will 
take initiative? 

The four weeks of Advent is a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 to 
look forward to prepare our home returning journey. Therefore, 
in Romans 13:11 Paul reminds us to stay awake with a joyful 
and faithful heart, and a constant awareness to welcome the 
return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Church life 
is often described 
as Christians on 
pilgrimage and a 
home returning 
journey to God. 
Death has been 
reckoned as an 
important and 
d e t e r m i n i s t i c 
end state of this journey. The first week of Advent is a new 
beginning of the Church’s Liturgical Year and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keep our eyes on Jesus Christ our Lord throughout 
our journey (Hebrews 12:2). Not only should we b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Second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ut 
also to the righteous judgement associated with the His 
glorious return. God’s judgement is tempered by love and 
mercy and Isaiah has constantly warned the Israelites to 
be prepared for this final and eschatological meeting. Our 
preparation is our constant awareness to live our life in the 
light and love brought by our Lord. God who had created 
human in his likeness and who had loved us so much to 
send His only begotten son to become one of us to release 
us from the slavery of sins.

Let us pray 
Almighty God our Father, may we pray for day and 

night the early conversion of the sinners so that we are all 
welcome into the home in your heavenly kingdom.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and home is where there is someone 
who so loves and has mercy on us waiting for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Home is taking up where one left off 
in the earthly pilgrimage. Nevermind how long we have 
been lost and away from home. May this Advent become 
the beginning of home coming journeys of all sinners to 
God’s love. Amen.

(Source: Parish Formation Group)

The Future of the Very Young
That every country take the measures necessary to 

prioritize the future of the very young,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為年幼者的未來
願各國都能做出必要的決策，優先為年幼者，尤其是受苦的年幼者創造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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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urgy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 of December 2019

Welcome to 11:30am English Mass

w	“Advent has a special charm, 
it makes us experience 
deeply the meaning of 
history.”
w	“In Advent we rediscover 

the beauty of all being on a 
journey … across the paths 
of time.”
w	“The season of Advent 

restores … a hope which 
does not disappoint for it 
is founded on God’s Word. 
A hope which does not 
disappoint, simply because 
the Lord never disappoints! 
… Let us think about and 
feel this beauty.”
w	“Let us allow ourselves to be 

guided by Mary this Advent, 
she who is mother, a mamma 
and knows how to guide us. 
Let us allow ourselves to be 
guided by her during this 
season of active waiting and 
watchfulness.”
w	“Christmas is joy, religious 

joy, an inner joy of light and 
peace.”
w	“The Birth of Jesus brings 

us the good news that we 
are loved immensely and 
uniquely by God.”
w	“May we be in this world a 

ray of that light which shone 
forth from Bethlehem, 
bringing joy and peace to 
the hearts of all men and 
women.”

∼ Pope Francis

1st December 
1st Sunday of 
Advent

6th December 
First Friday of the month
Feast of Sacred Heart of Jesus Mass
8:00pm (Chinese)

8th December 
2nd Sunday of Advent
Evangelization Outreach in Western District
Commissioning Rite at 10:00am Mass (Chinese)

15th December 
3rd Sunday of 
Advent

18th December 
Commemoration of All Faithful Departed Mass
6:00pm (Chinese)

22nd December 
4th Sunday of Advent

24th December 
Christmas Eve
Christmas Praise and Worship at 11:30pm
Midnight Mass at 12:00am (Chinese)

25th December 
Christmas Day
Chinese Mass: 7:00am, 8:30am, 10:00am, 6:00pm
English Mass: 11:30am

29th December 
Feast of Holy Family

31st December 
New Year's Eve
Thanksgiving Mass at 9:00pm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