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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般說的「玫瑰聖母」、
「玫瑰月」，較準確的說，應是「玫
瑰經聖母」、「玫瑰經月」，外文的
意義便是如此。

誦唸玫瑰經是如此重要的一則
花地瑪訊息，花地瑪聖母願意被稱為
「玫瑰經聖母」。當年(1917年)她特
別要求為世界和平誦唸玫瑰經，因為
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第三
次顯現時，聖母說：「你們要每天唸
玫瑰經，恭敬玫瑰經聖母，為世界獲
得和平及戰爭得以結束，因為只有她
能得到所求。」這次大戰於1914年7
月開始，在1918年11月結束，歷時
四年零三個月。花地瑪聖母六次顯現
中，都要求我們每天唸玫瑰經。

這經文是聖母於數百年前給予教會的，歷史也證
明，這是對付基督宗教的敵人(無論是有形的或無形
的)，強而有力的武器。1571年10月7日，在萊濱多
一役中，基督徒的軍隊獲得勝利。在戰爭前當教會受
到威脅時，教宗庇護五世呼籲教友誦唸玫瑰經，呼求
聖母的助佑。為了紀念這次光榮的勝利，教宗訂定了
10月7日為「至聖玫瑰經聖母瞻禮日」，10月隨後也
成了玫瑰經月，並鼓勵信友誦唸玫瑰經。今天，我們
的世界遭逢極大的危機，不論是身體上的或屬神方面
的，我們更應熱切地誦唸玫瑰經。

玫瑰經可說是福音的祈禱，因為玫瑰經的歡喜、
光明、痛苦、榮福各五端的事蹟，幾乎全部來自福音
的記載。因此，每端玫瑰經的事蹟都和基督救贖人類
的事蹟有密切的關係。我們誦唸玫瑰經時，便偕同
聖母一起進入基督的救恩奧蹟之中，並在聖母的助佑

下，跟隨基督，行走救恩的道路。我
們特別為罪人(當然也包括我們自己)
的悔改祈禱，好使大家都能得到天主
的救恩。

在誦唸玫瑰經時，我們在聖母的
陪伴下默想每端的事蹟，便能避免機
械式地誦唸經文。所謂默想就是將每
端的事蹟和我們自己或我們的生活有
關的地方作對照，從而得到啟發，加
增與主與人的共融。機械式地誦唸玫
瑰經，使我們的祈禱沒有什麼質素可
言。為改善這點，讓我們一面誦唸經
文，一面默想每端的救恩事蹟。在我
們開始誦唸玫瑰經時，放上一些祈禱
意向，全心信賴聖母的轉求，也能幫

助我們更專心的誦唸玫瑰經。

玫瑰經是一種很簡單的祈禱，主要的經文都是大
家非常熟悉的天主經、聖母經和光榮經，所以男女老
幼都可誦唸，也不受時間和環境的限制。歷代無數的
信友，透過玫瑰經的祈禱來接近天主，滿全福音對我
們的祈禱要求，並得到祈禱的效果和樂趣。在人生很
多重要的時刻，人從玫瑰經的祈禱中得到光明，並在
玫瑰經聖母的助佑下，作出符合天主旨意的決定；在
苦難和憂傷的時刻，玫瑰經聖母不知陪伴了多少人走
過困境；面對罪惡巨大的威脅和福音高水準的要求，
玫瑰經是聖母給我們的「小」武器或「小」工具，但
只要我們做了我們小小的一份，回應聖母的邀請來每
天誦唸玫瑰經，她便會做其餘的絕大部份，幫助我們
度過難關，解除罪惡的威脅，逐漸達到福音高水準的
要求，以及使天主偉大的救恩行動在我們身上產生美
果。

玫瑰經聖母 與 玫瑰經月



1st
(周五)

聖母玫瑰月展開
「串連玫瑰經」
祈禱開始

首瞻禮六
恭敬耶穌聖心
晚上八時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份 動 態  堂 區 禮 儀 活 動

二 零 二 一 年 九 月 份 牧 民 議 會  議 決 事 項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份 動 態  堂 區 禮 儀 活 動

二 零 二 一 年 九 月 份 牧 民 議 會  議 決 事 項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份 動 態  堂 區 禮 儀 活 動

1. 繼續專注發展三個目標群組，跟進商議及實踐牧民計劃：(a)新教友與慕道
班同學；(b)青少年；(c)主日學家長。

2. 推廣10月「串連玫瑰經」，聯繫善會成員、教友、慕道者及其他兄弟姊妹
一起組合祈禱小組，敬禮聖母。資訊刊於第4頁。

3. 於10月14日為新教友舉辦學習營，主題：「活出信仰生活，做堂區生力軍」。跟進帶領他們
選擇加入合適的團體，持續培育成長。

4. 傳信、禮儀、互愛委員會繼續加強與下屬善會的聯繫，推廣培育組的活動。10月先知書聖經
講座通告刊於第3頁。

5. 持續策劃愛心服務，關顧社區的街坊及有需要的基層家庭，並作福傳。9月26日進行街上派口
罩及派贈食物，簡報刊於第5頁。

6. 籌備11月21日(基督普世君王節)舉行「耶穌出巡愛西環」福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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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煥屏	 $1000
李珮華	 $1000
聖安多尼之友會	 $300
雷忠盛	 $100
潘宅	 $200
龐蔣靜儀	 $100

曾潔玲	 $100
鄭雅蓮	 $100
精叻馬	 $200
黃嘉瑜	 $200
太極福傳會	 $500
男聖體會	 $500

3rd
(周日)

常年期第廿七主日
慕道者收錄禮
下午六時

10th
(周日) 常年期第廿八主日

17th
(周日) 常年期第廿九主日

20th
(周三)

三三追思亡者
下午六時

24th
(周日)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傳教節)

31st
(周日)

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
聖母玫瑰月結束
奉獻「神花咭」
下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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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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月「樂融融聚會」

日期：10月24日 (常年期第30主日)
時間：下午5:00 – 6:30 (兩個時段)
地點：母佑堂
內容：招待街坊及基層家庭，憑票換領

晚餐、水果及禮物各乙份
助興：福傳粵曲組表演

內容分享：
•	先知書的神諭、得救方程式、水的神學、講道三分法
•	依撒意亞先知的「上主受苦僕人」如何預像在耶肋米

亞先知身上，並應驗在新約中的基督

日期：10月10日 (常年期第28主日)
時間：上午11:30 – 中午1:00
地點：聯誼廳
講者：培育組組長黄仲川
 (聖神修院「先知書」課程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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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口罩義賣
邀請您：慷慨支持愛德、福傳工作

在疫情下 恆心祈禱 堅信天主

堂區辦事處銷售：$50

聖經講座：耶肋米亞先知書

歡迎慷慨購買
誠邀協助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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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敬禮聖母   串連玫瑰經

堂區提供「神花咭」(見圖)給大家，方便教友記錄全月奉獻給
聖母的神花。請各位把「神花咭」於10月底前掛在聖堂內的「玫
瑰聖母祝福牆」上。所有「神花咭」將於10月31日下午6:00彌撒
作奉獻，圓滿結束玫瑰月。

❶10月2-3日 為普世教會、堂區牧民工作

❷10月9-10日 為世界和平、疫症消除

❸10月16-17日 為家庭、貧病受苦者

❹10月23-24日 為福傳

❺10月30-31日 為「耶穌出巡愛西環」活動

堂區大家庭在「聖
母玫瑰月」各台主
日彌撒後，一同誦
唸一端玫瑰經，五
周的意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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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教友積極成立眾多個5
人「串連玫瑰經」小組，各人每天分
唸一端經文，共同在「玫瑰月」奉獻
串串玫瑰經給聖母。

敬禮主題：「偕同慈母∼互連祈
禱∼信靠主恩」。

除了小組祈禱外，本堂聖母軍為
幫助教友認識玫瑰經的美妙，安排在
10月每個主日上午11:30，於聖母岩帶
領教友一齊誦唸玫瑰經。歡迎各位參
加，並可先填寫個人的祈禱意向，放在
聖母岩旁的信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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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為指定祈禱意向(見右)「誦
唸一串玫瑰經」。

② 每人只負責1端，而全月各位每
天唸一端玫瑰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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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端玫瑰經後
唸〈花地瑪聖母禱詞〉。

  【註：堂區提供「每天誦唸玫瑰
經」單張】

「串連玫瑰經」小組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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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融融愛       行動

9月26日(常年期第26主日)上午11:30，一眾熱心弟兄姊妹接受了神父派遣後，到附近街道派口罩。這次愛德行動
共派了133包口罩和70張包點飯劵，共有6位成人和2位小明友參與。

其中一位參與者陳俊傑分享表示：「很感恩加入『樂融融之愛心派口罩』小組，我們感到天主給予滿滿的恩寵；
作為本區的居民和教友，透過派口罩的愛德行動去了解和關心街坊長者，宣揚天主的愛。這服務對小孩也特別有意
義，有別於平日習慣的接收模式，讓他們也作出行動去關心有需要的人。」

此外，聖堂「樂融融」為加強服務，於9月26日推
出名為「樂融融之日用食糧」，目的是協助區內有需要
的家庭。當天下午在母佑堂進行首次活動，有40個家
庭受惠，堂區提供予他們的日用糧包括：白米、麵、奶
粉、購物券、餐券等。這些物品是由善心教友捐出。

盼望此活動能每兩月舉辦一次，同時懇請教友慷慨
捐輸給「樂融融之日用食糧」，共襄善舉，幫助有需要
的家庭。

堂區牧民議會成員與
梁熾才神父慶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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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音樂會
•日期：11月10日
•時間：晚上7:30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閉幕音樂會
•日期：11月15日
•時間：晚上7:30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註： 聖安多尼堂則濟利亞
 聖詠團是表演者之一】

聖詠欣賞節目
•日期：2021年11月13日 - 14日
•時間：晚上8:00
•地點：九龍華仁書院學校禮堂2021年11月10日至15日   門票：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

聖詠 — Hymnos — 詞源於希臘文，意思是頌讚之曲。聖詠節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嶄新項目，將以額我略曲、合唱音樂
及流行音樂等不同演繹方式，為大眾呈現不同年代及風格的聖樂作品。

首屆聖詠節匯聚了來自本地以至世界各地優秀的歌手、歌詠團、歌唱組合、鋼琴家及創作人，以最高水平演繹聖
樂作品。雲集陣容強大蜚聲國際的本地音樂人才，包括鋼琴家李嘉齡女士、音樂教育家及指揮陳永華教授太平紳
士、鋼琴家及音樂監製陳雋騫先生、當代作曲家鄭汝森博士、本地組合AMDG、天使綸音、Vox Antiqua、新晉樂團
Nexus Ensemble、澳門無伴奏樂團純音雅詠、愛爾蘭神父Fr. Ray Kelly等。

查詢：9638-2171 (WhatsApp)，電郵：contact@hkhfs.org

【註：門票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派完即止】

簡介：聖福若瑟1852年
4月15日生於前奧國(今
意大利)帕迪亞。1875年
7月25日晉鐸。1878年加
入聖言會，成為首批聖
言會傳教士，前往中國傳
教。1879年4月到達香港
後，學習中文，於西貢對
岸的小島鹽田仔服務，與
米蘭外方傳教會（1926
年易名「宗座外方傳教
會」）的神父一起從事
傳教工作。鹽田仔全體居
民已於1875年受洗。自
1881年，他在中國山東
傳教27年。最後為服務
病患，而身染傷寒，於
1908年1月28日逝世，他
被稱為「魯南傳教區之
父」。福神父說：「愛是
教外人所懂得的唯一外國
語言。」1975年10月19
日教宗保祿六世宣佈他為
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於2003年10月5日宣佈他
為聖人。中華教會每年於
1月29日慶祝聖福若瑟紀
念日。

日期：10月14日 (星期四，重陽節公眾假期)
地點：聖若瑟堂 (香港花園道37號)
時間：晚上7:30 – 9:00  (憑票入座)

免費索取門票：
(1) 聖若瑟堂；(2) 樂舞坊 (香港銅鑼灣邊寧頓街17號邊寧頓商業大廈7樓)；
(3) 活水中心 (九龍觀塘巧明街114號迅達工業大廈1樓B室)





教會今年10月24日慶祝傳教節。教宗方濟各發表2021
年世界傳教節文告的主題是《我們不得不說我們所見所聞的
事(宗4:20)》。文告分為兩部分：「宗徒的經驗」和「向所
有人發出的邀請」。

宗徒的經驗
教宗首先強調：「傳福音的歷史始於上主自己的熱切

願望，即召喚每一個人並與之進行親切的交談。宗徒們是首
先告訴我們這事的人，他們甚至說出了他們與主相遇的日期
和時間(參閱若15:12-17)。」宗徒們體驗到上主的友情，看
到祂醫治病人、與罪人同食共飲、飽飫飢餓者、親近被排斥
者、觸摸不潔之人、與貧窮者為伍、邀請人以真福八端的福
音精神生活，以一種全新和充滿權威的方式教導，在他們身
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愛總是在行動，並激勵我們去
分享一個美妙和充滿希望的訊息：『我們找到了默西亞』(若
1:41)。」

提及首批基督徒的艱難經驗，教宗寫道：「第一批基督
徒在敵視和艱難的環境中開始了他們的信仰生活。被邊緣化
和遭監禁的經歷加上內外的衝突，促使他們把問題、衝突和
困難變成執行使命的機會，並以上主之神的油膏塗抹在所有
事和所有人身上。」

《宗徒大事錄》教導我們要緊緊地依靠耶穌來忍受苦
難，好在「深信天主能在任何狀況中，甚至是明
顯的挫敗中行動」和「那些把自己托付給天主的人
都會結出好果子」的確信中成長(參閱《福音的喜
樂》279號)。

教宗把目光轉到了今天人類的實況中：在這全
球大流行的日子裡，當人們試圖以健康社交距離為
名掩飾和為冷漠辯解時，迫切需要履行「同情慈悲
的使命」，令在遵守必要社交距離時，也能完成接
觸、關懷和推動的行動。「我們所見所聞的」(宗
4:20)，我們所經驗到的能夠成為一個參照點和可信
的來源，使我們能夠恢復分享的渴望去建立「一個

值得我們的時間、精力和資源歸屬和團結的團體」
(《衆位弟兄》36號)。

像宗徒和初期的基督徒一樣，我們也可完全確
信地說：我們不得不說我們所見所聞的事。我們從
上主那裡所領受的一切，都要善用，並自願地與他
人分享。我們也可以天天觸摸到基督痛苦和光榮的
軀體，在祂那裡，我們可以找到勇氣去與我們相遇
的人分享希望的生命，確信上主永遠在我們身邊。
教會的福傳使命在我們世界的變化和對受造物的關
懷中獲得圓滿。

向所有人發出的邀請
教宗強調今年世界傳教節的主題：「我們不得不說我

們所見所聞的事」，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召喚，召喚我們
承擔『責任』，並把我們心中所承載的帶給他人」。教宗指
出：「這一使命一直是教會的標記，因為『她存在是為傳福
音』(聖保祿六世《傳福音》勸諭14號)。初期的基督徒沒有
陷入成為精英團體的誘惑，而是受到上主所賜新生命的啓發
去天下萬國見證他們的所見所聞，即天國來臨的好消息。」

在每年十月倒數第二個主日慶祝的世界傳教節，我們懷
著感激的心情紀念所有以自己的生活見證更新我們的領洗承
諾，成為慷慨喜樂福音使徒的男女傳教士。今天，耶穌需要
能夠把聖召作為真正的愛情故事來生活的心靈，祂要使他們
走到世界的邊緣地區，去作同情和慈悲的信使和工具。祂以
不同方式向每個人發出這個召喚。

教宗表示，增加我們每天擴大接觸圈子的能力，接觸那
些不屬於「我們利益世界」的人，總是重要的，尤其是在疫
情大流行時期如此(參閱《衆位弟兄》97號)。履行使命就是
大膽地培養像基督一樣的感受，並和祂一樣相信我們周圍的
人也是我們的弟兄姊妹。願祂同情慈悲的愛感動我們的心，
使我們成為真正的傳教門徒。

最後，教宗向聖母祈禱：「願首位傳教使徒瑪利亞，使
所有受洗的人增強在這個世界上成為鹽和光的渴望。」

教宗2021年世界傳教節文告：
世界渴望以

「傳播同情慈悲為使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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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十月
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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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金句
「你去變賣你所有的一切，施捨給窮人，你必有
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背著十字架，跟隨我！」
(谷10:21)

生活分享
耶穌在福音中，要求追隨祂的門徒放棄

關心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改為專注天主關心的
事，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在一般猶太人的法

規中，遵守十誡的生活已經準備好為得永生的工作，但耶穌將
這傳統的基本要求提升至另一層次。耶穌警告門徒富有是一件
非常危險的事情。祂認為永生是無價寶，是值得我們變賣一切
來得到，這個富青年被財富蒙蔽，還未有真正的智慧去認識這
永生的價值，所以不願放棄俗世富裕的生活去跟隨耶穌。耶穌
說：「仗恃錢財的人進入天主的國是多麽難啊！」(谷10:24)，
許多人可能單從文字表面意思去解讀聖經，都會像聖經中的富
青年一樣面帶愁容，憂鬱地走開了(谷10:22)。又或會像魯莽率
直的漁夫伯多祿，追問耶穌那麽我們又可以獲得什麽好處說：
「看，我們捨棄了一切，而跟隨了你……。」(谷10:28)

擁有財富本身並非是罪，耶穌也經常說：「工人自當有他
的工資」(路加10:7)。接待你的人吃什麽你就吃什麽，而不是
無止境的追求財富，剝削窮人致富。那不肯捨棄物質享樂、奢
侈、追逐名利的欲望，不願意去照顧有需要的人才是罪惡的根
源。門徒們原以為耶穌升了天很快便要再來：「我去了，為你
們預備了地方以後，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若
14:3)，因此在初期教會，門徒的末世將至意識很強，故凡信了
的人(門徒)，常齊集一處，一切所有皆歸公用。他們把產業和財
物變賣，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每天都成群結隊地前往聖殿，
也挨户擘餅，懷著歡樂和誠實的心一起進食(宗2:44-46)。

天主最關心的是社會上被邊緣化的窮人和孤兒、寡婦，所
以天主要求門徒專注去接待、關心和分施給有需要的人。世上
所有的資源都是天主創造和恩賜，風調雨順、五榖豐收都是主
的祝福，讓我們從豐富的資源中致富。天主要求在我們的富足
中去幫助窮人，而非無止境地追求物質的享受和欺壓窮人。否
則，財富反而成了進入天國的「絆腳石」。

健康和天賦才華是天主給我們的「塔冷通」，我們要好好
利用這「塔冷通」去服務他人。除了負責任地每天工作、賺取
工資外，還要有意義地為自己積蓄天國的財富，分享無論是我
們富足的金錢或是我們僅有的「兩個小錢」(谷12:42)。不要
剝削他人，慷慨付出自己的時間和金錢，去為堂區和被邊緣化
的窮人努力付出。不要沉迷生活享樂，將時間花在追劇和打機
上，不要蜚語流言製造是非，利用時間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
時常團聚，擘餅和祈禱(宗2:42)。

「那些有錢財的人，進天主的國多麽難啊！」(谷10:23) 
但「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卻不然，因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
能的」(谷10:27)。耶穌來不是為召叫義人，而是召叫罪人(谷
2:17)，因為眾生皆罪人，透過天主不斷的試煉，令罪人捨棄世
俗的依戀，令我們成為稱職的天主子女。

天主召叫所有信賴祂的人去做愛心服務工作，
祂不是祇挑選最有能力的人，不管你擁有的塔冷通
是「一」個、「兩」個還是「五」個，天主都有相
應的要求。人不應自暴自棄，推諉自己能力有所不
逮而放棄加入愛心服務工作行列。但主對我 (保祿
宗徒) 說：「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因為我的德能
在軟弱中纔全顯出來。」所以我甘心情願誇耀我的
軟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格後12:9)。
與主相遇的經驗告訴我們，在軟弱中完全交託，天
主會成就大事。德蘭修女認為如果事情遇到阻力停
滯不前，其實是天父認為時機未成熟，當時機成熟
時祂自會派遣合適的人選，去幫助及支持祂的事
工。

天主在乎不是結果，而是過程。在過程中祂不
斷歷煉我們，要求我們堅持對主的信賴，使我們成
為無瑕可指的子女。不要將所有成就都歸功自己，
將天主白白惠賜的一切視作理所當然。不要害怕天
主是個刻薄的人，在你沒有下種的地方收割，在你
沒有散佈的地方聚斂。不要因恐懼天主嚴父的形
象，而白白浪費自己擁有的「塔冷通」。讓我們都
懷著謙卑的心，保持忠信讓天主帶領，放下恐懼，
堅持信德，運用天主所賜的「塔冷通」，「因為凡
是有的，還要給他，叫他富裕；那沒有的，連他所
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奪去。」(瑪13:12)

祈禱
尊威的天主！求賜給我們信德，接受現世的一

切試煉，燃燒起對祢忠誠的心火，使我們願意捨棄
一切，追隨祢。主耶穌，祢的十字架是我們永生的
希望和我們的救恩！求賜我們明智地關心身邊有需
要的人，智慧地應用祢賜給我們的「塔冷通」去服
務人群，使我們踏上天國永生的道路。亞孟。

	(資料：聖安多尼聖詠團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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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8日(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瞻禮)，聖座
公布教宗方濟各《以父親的心》(Patris Corde)宗座牧
函，紀念大聖若瑟被奉為普世教會的主保150周年。教
宗在牧函中欽定，從去年12月8日至2021年12月8日為
特別的「聖若瑟年」。

踏入了大聖若瑟年，在主任司鐸梁熾才神父帶領
下，牧民議會推動有關大聖若瑟敬禮的訓導，與善會
一起投入研究和分享，率先於3月19日(聖若瑟瞻禮)為
堂區教友舉辦介紹《以父親的心》牧函的講座。5月23
日(五旬節主日)，羅鳴道神父 (Fr. Rhomel) 為英語教友
團體講解牧函的精髓。隨著兩次堂區講座後，培育組
近期針對堂區兒童，計劃在新學年周六和周日主日學
開課後，與主日學慕道的小朋友分享教宗牧函內容和
教導。

主日學「以父親的心」講座

籌 備 過 程 中 ， 培 育 組
不斷和主日學校長及導師溝
通，以便準備及落實活動和
講座細節。講座於9月18日
和25日分兩節在星期六主日
學進行，及於9月26日在主
日學進行，分別由組員鄧燕
玲和何蘭蕙姊妹負責向周六
主日學，及盧佩娟和區鳳儀
姊妹負責向主日學講解，並

士替我們悉心解釋過一次的拉丁文"Patris Corde"(Patris：父
親，Corde：心) 的意思，小朋友都記得和答對了。

整個活動就好像和小朋友開嘉年華會，大家都圍繞著導師一
起互動，因為導師們都反映著大聖若瑟和聖母慈愛的面容。培育
組特別印製了一張聖若瑟七個形象的海報，並將「小心心攝石」
派給同學，鼓勵他們選擇喜愛的父親形象。他們一起圍著海報，
貼上心心的場面既熱鬧又溫馨。另外，培育組還邀請主日學同學
參加填色比賽和自選創作的繪畫活動，優異作品名單會於收集作

和小朋友互動交流完成了講座分享。

內容介紹包括「聖若瑟的七個形象」：(1)勇敢又有創
意的父親；(2)溫良的父親；(3)受愛戴的父親；(4)服從的父
親；(5)接納的父親；(6)勤勞又樸實的父親；(7)謙遜及反映
天父影子的父親。

除了豐富的簡報內容外，音樂、動畫、聖經問答題和
大夥兒互動都是這次活動的主要元素。參加活動的主日學
兒童都非常投入，搶答有關聖若瑟的聖經問答題。就連修

品後公布。

在聖神的帶領和眷顧下，培育組員們合
作無間，加上主日學導師的協助和支持，使
這一連兩個星期的講座順利完成了。導師們
表示十分享受這次培育組為主日學籌劃的活
動，希望未來會有更多合作空間。

填色比賽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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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宣讀聖言，生活聖言，成為聖言的傳遞者和作證者
聚會： 每月第2及第4個星期一晚上7:30召開例會，一同祈禱、釋經及分享信仰生活

每主日晚上8:30參與網上讀字會議
服務堂區： 負責各主日及主日提前中文彌撒讀經及信友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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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周年退省、教區宣讀員大會…等等

11
善
會
分
享

招志鴻、盧慧宜
締結婚約

聖言宣讀組   新會員招募

恭賀聖詠團團長彭璐新姑之喜，及團員丈夫招漢權
新翁之喜。9月26日，湯漢樞機為他們的兒子及新
抱(見上圖)在聖安多尼堂主持婚禮。祝福一對新人
百年好合，永結同心。

聖安多尼聖詠團喜事

歡迎： 凡年滿18至55歲熱愛聖言，且恆常參與本堂區彌撒及以廣東話為母語的教友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
聖言就是天主。

(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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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聖 若 瑟
年，9月25日下午，葡
萄園成員組隊前往九龍
灣聖若瑟堂，參觀名為
「 如 同 父 的 心 」 的 畫
展。這個畫展由一位資
深的藝術人劉婉婷姊妹
做主筆，有數十幅油畫
展出。當中將教宗方濟
各宗座收函《以父親的
心》為主題，繪畫出聖
若瑟的幾個夢境、勞動
者，及捍衛聖家者的角
色，帶領參觀者進入祈禱，是一個非常好的神修畫展。
正如作家所說，聖神在她心內有一把聲音說「提起畫
筆，畫我吧」，而我們參觀這個畫展之後，也有一個聲
音說「走進畫展，看我吧」。

葡萄園弟兄姊妹在疫情稍放緩後，連續第二個月舉
行外展活動。這次一共有十位成員出席，除了參觀畫展
外，還有自己團體內的凝聚活動，大家到附近一間茶餐
廳坐下，一齊分享對參觀畫展的感受。活動直至傍晚六
時多才完結。

關於畫家：
劉婉婷姊妹生於第七代公教家庭，自幼領洗，聖名Rita。
她在年幼時，已感到天主召叫她成為「藝術傳教士」。
多年來，她竭盡全力做「天主的畫筆」，多次舉辦個人
藝術展，2021年是她踏入藝術之路20周年。她是一位藝
術教育工作者，已出版三本個人著作。

葡萄園外展活動  觀賞「聖若瑟年」畫展

。。。大聖若瑟年畫展 。。。

日期：由現在至11月28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地點：九龍灣聖若瑟堂 (觀塘道57號)
時間：周一至五 下午2:00 – 5:00 
  (平日致電堂區預約：2352 2025)
 周六   上午10:00 – 12:00；下午2:00 – 5:00
           周日   下午2:00 – 5:00 
                               【公眾假期休息】



聖雲先會乃在俗基督徒團體，我們服務的對象，不分種族與信仰，一視同仁。透過
會員親往探訪，去關懷慰藉和幫助貧困、遇上生活困難或疾病的人，並鼓勵勸勉，使能
振作自立。感謝天主！很高興在2020年有兩位剛領洗的新會員加入，她們與協會內不同
年資年齡的弟兄姊妹互相扶持及分享經驗，積極參與愛德服務及每月例會，透過聖經分
享使信仰基礎更加穩固。

過去一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雖然大型的護老院探訪活動迫不得已要暫停，但
會員仍心繫院內的「老友記」們，不時把防疫物資、口罩、搓手液、濕紙巾等送贈到
院舍以表關懷。另因疫情的影響下，很多基層家庭頓失經濟支柱，遇上財務困難，向
本會求助個案增多。我們都盡量伸以援手，陪伴他們同行度過困境。而中央分會推動
的「在希望中侍奉」活動，讓我們可以透過更靈活的形式，繼續去服務這些有需要的
人，為他們送上防疫物資及日常生活品。受助人臉上那份真摯感恩的笑容，讓我們更
有動力做好幫助弱小的派遣工作，光榮及讚美天主！

聖雲先會2020-21年度匯報聖雲先會2020-21年度匯報 鄧敏瑩

年 度 收 支 及 探 訪 人 次 比 對 表
事      項 4/2019 - 3/2020 4/2020 - 3/2021 增 / 減

本協會全年捐款收入交中央分會 $66,522.10 $25,422.10 -61.8%
本協會全年各項支出由中央分會撥款支付 $112,041.21 $159,025.34 41.9%
一般探訪款項支出 $101,725.11 $104,364.04 2.6%
緊急援助款項支出 $2,000.00 $43,322.60 2,066.1%
醫藥援助款項支出 $0.00 $1,450.00 -
教育援助款項支出 $8,316.10 $9,888.70 18.9%
全年探訪次數 362 224 -38.1%
全年受探人數 1,564 1,658 6.0 %

註	(1)	 本協會全年收入捐款交中央分會
	 本協會全年各項支出由中央分會撥款支付	
	 收支對比	:	
註	(2)	 探訪款項包括用於購買食品及日用品贈送受探之護理安老院及堂區老人。	
註	(3)	 在疫情下中央分會特別推動的「在希望中侍奉」計劃，全年共支出	$77,400.10，受探人數	900人	

$25,422.10
$159,025.34
	($133,603.24)

　
收
　
入
　

本堂門捐款項 $23,282.10 　
特別捐款 -
會員秘捐 $2,140.00 　
中央分會已撥款 $116,047.34 　
會員代付探訪款項(待中央分會撥款) $42,978.00 　

　
支

出
　

本年收入各項捐款交中央分會 　 $25,422.10
本年度探訪款項（1,638個案 ） 　 $104,364.04
緊急援助 (8個案) 　 $43,322.60
醫藥援助 (1個案) $1,450.00
教育援助 (補習費及書簿費) (11個案) 　 $9,888.70
共計 (港幣) $184,447.44 $184,4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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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Word of God – October 2021

Reflection
The beginning of marriage goes way back to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couple in the book of Genesis (2:18-24). “God 
blessed them, saying:” Be fertile and multiply, fill the earth 
and subdue it. Have dominion over the fish to the sea, the 
birds of the air, and all living things that moves on the earth.” 
God has created all things to ensure humans will have a 
sui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As depicted in Chapter 1 of 
Genesis, human’s vocation is to fertile and multiply, fill the 
earth and subdue it and have dominion over all living things 
that move on earth. The Hebrew verb Kabash (Subdue) 
frequently appears in contexts of war or in situations where 
one person has power over another (e.g. Est. 7:8). (1)  Here 
human creatures are given power over other created beings, 
a power that St. John Paul II interprets as responsibility (see 
the Ecological Crisis 3). (2)  Likewise in Chapter 2, human’s 
vocation is to maintain harmony amongst humans and all 
creature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good and evil laid 
down by God. Hence, communion among all people and all 
creatures is the main objective of God’s creation in human. 
Harmonious family lif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God’s plan in 
human beings. No other institution in our society has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marriage. Without marriage and fertility 
human would already have gone extinct.

The high divorce rate (about 40%) in Hong Kong has 
troubled the character of our church community and blurred 
the family image as a miniature of the Church. The battle 
of the unmarried young generation and divorced family is 
threatening the human race. Maintaining a strong and lasting 
Catholic family life can help demonstrate how a long lasting 
marriage is workable.

Among God’s creation none is on a par with Adam. 
It is only when a rib is taken from the sleeping man, in a 
symbolic expression of equality, that a matched “helper” 
is found. In Hebrew the literal meaning of helper need not 
imply subordination, because God is called a helper in Deut. 
33:7 and Psalm 46:2. The language suggests a profound 
affinity between the man and woman and a relationship that 
is supportive and nurturing. (3)

Catholic marriage is a divine decree that a man and a 
woman will constitute and enrich each other in a pair. Their 
new and permanent relationship requires separation from 
any other human attachment. Jesus unhesitatingly speaks of 
marriage as a permanent lifelong union between a man and 
woman. The teachings of Jesus (Mark 10:2-12) reiterates the 
singular and indissoluble character of Holy Matrimony. The 
decree of Moses allowing for divorce is revoked as it was 

The Lord God said: “It is not good for the man to 
be alone.  I will make a suitable partner for him.” 
(Gen 2:18)

27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instituted due to the hardened heart of the Israelit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not every marriage will hold 

together. In fact, some of them, for good reasons, should not.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 marriage image is distorted by sexual 
orientation and has presented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and 
complicated challenge of our time. There are deep-rooted 
personal factors that prevent some people entering into a 
marriage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of the opposite sex. We 
have no choice in supporting marriage other than opposite 
sex because the true meaning of marriage derives from Christ 
himself. Yet Christians must be willing to wrestle with some 
of the most serious moral dilemmas the church has ever 
faced with understanding and compassion.

In many marriages there are moments of incredible 
pain. There are events that, if not honestly addressed, could 
lead to marital crisis. Enduring Catholic marriages proves that 
lasting commitment is possible. Perhaps one effective means 
of supporting the Holy Matrimony is to celebrate those 
marriages that have lasted through the years.

To end this reflection,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poem that 
I found some 40 years ago on the wall in an Irish pub on 
woman: “Woman was created from a rib of man not from 
his head to top him. Neither was she made from his feet to 
be walked upon. She was created from beneath his arm to 
be protected, from his side to be equal, and next to his heart 
to be loved.”

 (Source: Parish Formation Group)

Reference:
(1) Little Rock Catholic Study Bible, Little Rock Scripture Study Dec. 2010, 

pg. 62.
(2) Pope John Paul II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World Day of Peace: Peace 

with God the Creator, Peace with All creation. 1 Jan. 1990 (see also 
Pope John Paul II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3, 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 Peter C. Phan Mar. 1994).

(3) Little Rock Catholic Study Bible, pg. 65.
(4) Intimacy in Prayer Wisdom from Bernard of Clairvaux, Pauline Books 

and Media (Boston), pg. 35-36.

Prayer
My Lord Jesus, bridegroom of the Church, the love of 

our hearts is sweet indeed, but can be led astray if it lacks the 
love of the soul. Help us learn from you a love that is tender, 
wise and strong so that we can cherish it in our own family.  

We seek for your support so that our love may not be 
worn down by difficulties. Let your love kindle our zealous 
faith, let wisdom disclose your embracing love and grace.  Let 
constancy strengthen our hope and keep us fervent, discreet 
and courageous. (4)

Bless us so that we can love you wisely and our love 
endures with strength till we meet agai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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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 for October

十 月 份 教 宗 祈 禱 意 向

The Book of Acts, he says “teaches us to endure hardship 
by clinging firmly to Christ.”

Referring to the current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Pope writes that the virus has “brought to the fore and 
amplified the pain, the solitude, the poverty and the 
injustices experienced by so many people. It has unmasked 
our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and revealed the brokenness 
and polarization quietly growing in our midst.”

He goes on to say that “Those who are most frail 
and vulnerable have come to feel even more so. We have 
experienced discouragement, disillusionment and fatigue; 
nor have we been immune from a growing negativity that 
stifles hope.”

in October, Pope Francis observes that it is an opportunity 
to “recall with gratitude all those men and women who 
by their testimony of life help us to renew our baptismal 
commitment to be generous and joyful apostles of 
the Gospel. Let us remember especially all those who 
resolutely set out, leaving home and family behind, to 
bring the Gospel to all those places and people athirst for 
its saving message.”

Courageous witness
When we contemplate their missionary witness, writes 

the Pope, “we are inspired to be courageous ourselves.”

He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call to mission is not 
a thing of the past, or a romantic leftover from earlier 
times.” Today too Jesus needs “messengers and agents of 
compassion.” he says.

Missionary disciples 
We pray that every baptized person may be 
engaged in evangelization, available to the mission, 
by being witnesses of a life that has the flavour of 
the Gospel.

He is not here, but has risen
Yet, Pope Francis says, “we can hear the powerful 

message of life that echoes in our hearts and proclaims: 
‘He is not here, but has risen’”.

This message, comments the Pope, is one of hope 
that “shatters every form of determinism and, to those who 
let themselves be touched by it, bestows the freedom and 
boldness needed to rise up and seek with creativity every 
possible way to show compassion…”

Amid this pandemic, underlines the Pope, “when 
there is a temptation to disguise and justify indifference 
and apathy in the name of healthy social distancing, 
there is urgent need for the mission of compassion, which 
can make that necessary distancing an opportunity for 
encounter, care and promotion.”

In our present circumstances, he continue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missionaries of hope who, anointed by 
the Lord, can provide a prophetic reminder that no one is 
saved by himself.”

A call to serve
In his message, Pope Francis describes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World Mission Day as a summons to each of 
us to ‘own’ and to bring to others what we bear in our 
hearts.”

“I like to think that ‘even those who are most frail, 
limited and troubled can be missionaries in their own 
way, for goodness can always be shared, even if it exists 
alongside many limitations,’” the Pope says.

On World Mission Day, which is celebrated each year 

Concluding his message, Pope Francis stresses that 
“Always, but especially in these times of pandemic, it is 
important to grow in our daily ability to widen our circle, 
to reach out to others who, albeit physically close to us, 
are not immediately part of our “circle of interests.”

To be on mission, he adds, “is to be willing to think as 
Christ does, to believe with him that those around us are 
als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為福傳門徒
願每位領受洗
禮者都能以充
滿福音喜樂和
隨時待命的生
活見證，參與
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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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pherd Flock’s
Dialogue October 2021

Saint Anthony’s Church  Parish Newsletter  No. 614

Liturgy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 of October 2021

Welcome to 11:30am English Mass

20th October
Commemoration of 
All Faithful Departed 
Mass
6:00pm (Chinese)

24th October
30th Sunday of 
the Year 
(Mission Sunday)

31st October
31st Sunday of the Year
Conclusion of Holy Rosary Month
Offering of Spiritual Flowers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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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t October
Our Lady of Holy Rosary Month begins
Commencement of Rosary Mara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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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rd October 
27th Sunday of the Year
Rite of Acceptance of 
Catechumens
6:00pm (Chinese)

10th October
28th Sunday of the Year

17th October
29th Sunday of the Year 

Welcome to 11:30 AM English Mass

“We cannot but speak about what we have seen 
and heard,” taken from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is the 
theme chosen by Pope Francis for World Mission Day 
2021 which will be observed on 24 October.

In his message, the Pope emphasizes that “Once we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God’s love, and recognize his 
fatherly presence in our personal and community life, 
we cannot help but proclaim and share what we have 
seen and heard.”

What the Apostles tell us
Pope Francis explains that Jesus’ relationship with 

his disciples and his humanity, “shows us the extent to 
which God loves our humanity and makes his own our 
joys and sufferings, our hopes and our concerns.”

He notes that “Everything about Christ reminds us 
that he knows well our world and its need for redemption, 
and calls us to become actively engaged in this mission.”

Focusing his attention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Mission Day: 
Pope Francis calls for a mission of compassion

Pope Francis releases his message for World Mission Day, underlining that amid this pandemic 
there is the need for a “mission of compassion.”

Apostles, Pope Francis writes that the Apostles tell us that 
“The history of evangelization began with the Lord’s own 
passionate desire to call and enter into friendly dialogue 
with everyone, just as they are.”

Experiencing the Lord’s friendship, compassion and 
teaching, says the Pope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m 
[the Apostles], awakening amazement, expansive joy and a 
profound sense of gratitude.”

The Pope points out that “With Jesus, we too have 
seen, heard and experienced that things can be different.” 
“The ecclesial community reveals its splendour whenever it 
recalls with gratitude that the Lord loved us first.”

Challenges of the pandemic
However, Pope Francis stresses that life can be difficu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