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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習慣每年在「基督普世君王節」舉行「耶穌出
巡愛西環」。今年第18屆的福傳活動在11月21日(主日)
順利進行。主題是「天主是愛•你們來看看罷！」(報導
見第4頁)

雖然疫情影響是屆堂區活動的規模，我們仍可運用
創意，繼續攜手同心，關愛西環街坊，與市民「分享喜
樂和希望的福音」。我們特別安排一輛開篷雙層巴士，

當天進行耶穌聖體出遊，及兩回的福傳之旅，分別前往
西環石塘咀和堅尼地城，在社區傳送天主的愛和祝福。

是次堂區巴士作兩小時外展福傳，由梁熾才神父和
黃家輝神父引領，沿途播放悅耳聖歌。旅程中，在皇后
大道西和科士街兩個站停下時，每次安排一位教友在車
上作信仰見證(內容見第5頁)，另有聖詠團獻唱，隨後神
父講道，接續舉揚聖體，降福西環社區和街坊作圓滿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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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神父表示：「天主先愛了我們，祂派遣我們與他人分
享這賦予生命意義的愛。」

以下是黃神父當天在巴士上的街頭講道內容：

各位街坊，各位兄弟姊妹：今日主日，是基督普世君王
節。主耶穌是普世君王。這位君王不是受你服事，反過來是
主耶穌服事你；這位君王不需要你交出自己，反過來主耶穌
是為了你而交出祂自己的生命，為你作贖價。(《瑪》20:28)

其實，今日，主耶穌用祂天主的神能，以麵餅的形質，
此時此刻已經來到你們當中。我們即將舉行朝拜聖體禮儀，
讓耶穌聖體祝福你們，祝福我們大家。主耶穌之所以和我們
在這裡，因為，主耶穌講「我是君王。我為此而生，我也為
此而來到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

主耶穌再講「凡屬於真理的，必聽從我的聲音。」簡單來說，主耶穌的聲音就是說話，主耶
穌的說話就是真理。其中最最最重要的真理是：『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肋》19:18)每次
當你做到愛近人如你自己的時候，你同時都是實踐了『愛上主，(愛)你的天主。』(《申》6:4-5)

我們現在舉行朝拜聖體禮儀，讓耶穌聖體祝福你們，祝福我們大家。

堂區巴士福傳
聖體出巡祝福西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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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多尼之友會	$300

雷華盛	 $100

潘宅	 $200

龐蔣靜儀	 $100

母親祈禱會	 $100

劉雙貴	 $500

精叻馬	 $200

陶存明	 $1000

梁麗娟	 $200

太極福傳會	 $500

男聖體會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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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份 動 態  堂 區 禮 儀 活 動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份 動 態  堂 區 禮 儀 活 動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份 牧 民 議 會  議 決 事 項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份 牧 民 議 會  議 決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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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1日(基督普世君王節)舉行「耶穌出巡愛西環」福傳活動，主日彌撒
進行派遣全堂教友。報導刊於第1、4及5頁。

3.	持續策劃愛心服務，關顧社區的街坊及有需要的基層家庭，建立食物銀行，並作福傳。12月
11日進行樂融融迎聖誕聚會，通告刊於第3頁。

4.	跟進帶領新教友參與合適的堂區團體，持續培育成長。

5.	12月27日舉辦堂區大家庭「普天同慶一天遊」，通告刊於第3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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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聖地講座通
告刊於第3頁。

3rd
(周五)

首瞻禮六
恭敬耶穌聖心
晚上八時

5th
(周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

12th
(周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

15th
(周三)

三三追思亡者
下午六時

19th
(周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24th
(周五)

聖誕子夜彌撒
凌晨十二時

25th
(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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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th
(周日) 聖家節

31st
(周五)

除夕彌撒
晚上九時
(下午六時彌撒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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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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第五部福音

日期：12月5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
時間：上午11:30	–中午12:30
地點：聯誼廳	
講者：談志遠	(Brian)
	 (曾接受耶路撒冷聖地監理的導遊培訓，為多年前

本港往聖地朝聖團的領隊。講者亦曾接受方濟會
士吳岳清神父多年的聖經培育。)

★互愛委員會•培育組  合辦★

聖誕節嬰兒領洗

樂融融迎聖誕聚會 普天同慶一天遊

喜
樂
迎
救
主

講座主題：「有趣重遊聖地」
12月25日 (周六)
下午2:30  聖堂

**************************
截止報名：12月18日

家長及代父母聚會：12月19日(主日)
下午2:00	–	4:30	母佑堂

善
度
將
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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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出巡愛西環2021
「天主是愛•你們來看看罷！」 李漢英



劉佩欣

蘇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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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出巡：
信仰見證分享

耶穌回答說：「你說的是，我是君王。我為此而生，我也為
此而來到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的，必聽從我的聲
音。」

在日常生活中，我是如何為真理作證的呢？我時常提醒自
己要保持信望愛的精神，愛人如己，時刻包容、仁慈，以實踐基
督的精神，務求讓身邊人感受到天主在我日常生活中的臨在。有
關具體的行動，我們可以多點關心身邊的家人與朋友，也要懂得
包容每個人的差異，接納每個人的長處、短處，讓他們感受到被
愛，從而感受基督的愛。

在追求真理上，我認為閱讀聖經，理解天主的話語是最好的
方法。只
要勤讀聖經，加以祈禱，與上主對話，便能尋求真理。例如，
閱讀若望福音1:14：「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我們
見了他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
及若望福音1:17：「恩寵和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而來的。」透
過閱讀以上聖經章節，我知道生活的所有恩典都是來自天主。
在天主內，我們充滿恩典，能以祂的真理堅定地生活。

真理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是支撐生活的基石，是燈塔，引
領正確方向。有了基督的教導，實踐其真理，心安理得，可以
自信從容地立身處世。



06
堂
區
資
訊



07
堂
區
資
訊

時代背境和以色列民(以民)的罪惡
先知生長在以民受亞述和巴比倫帝國壓迫的時代。以民

也沾染了客納罕地混合宗教拜邪神的惡習而危害了與天主的
關係。

猶大約史雅王曾因大司祭希耳克雅在聖殿內發現法律書
而改革宗教，重建與天主的關係。但終因對抗埃及而陣亡，
未能完成改革。兒子約雅金繼位，在宗教和政治上違反天主
的旨意，使以民陷於罪惡，而受先知斥責。先知在「聖殿宣
講」(耶26:1-6)斥責約雅金王的不是，險遭處死。(耶26:16-
24)先知因受天主命指示以民不要反抗巴比倫，而被親屬和
眾以民視為賣國賊，生命常受威脅。

約雅金王終因反抗巴比倫而導致耶路撒冷被圍攻，其病
逝後，繼位的耶苛尼雅王投降，被擄往巴比倫。巴比倫另立
耶苛尼雅的叔父瑪塔尼雅為猶大王，改名漆德克雅。漆德克
雅王於主前587年背叛巴比倫，巴比倫王拿步高派大軍毀滅
聖殿和耶路撒冷。漆德克雅王被弄盲，兒子被殺，帶上鎖鏈
並被押往巴比倫，南猶大國遂亡。

耶肋米亞先知的蒙召
先知是本雅明地內阿納托特城的司祭希耳克雅的兒子。

在猶大王約史雅十三年(公元前626年)蒙召為先知，直到漆
德克雅王十一年耶路撒冷居民被擄充軍為止，先後凡四十
年。天主對他說：「我還沒有在母腹內形成你以前，我已認
識了你；在你還沒有出離母胎以前，我已祝聖了你，選定了

你作萬民的先知。」(耶1:5)上主伸出手來觸摸先知的口說：
「看，我將我的話放在你口中；看，我今天委派你對萬民和
列國，執行拔除、破壞、毀滅、推翻、建設和栽培的任務」
(耶1:9-10)。

猶大國領導層和人民的虛假樂觀主義
面對巴比倫的威脅，約雅金王妄想像昔日依撒意亞先知

為猶大王希則克雅祈求，求得天主拯救耶路撒冷免被亞述所
滅。所以希望天主也會再次拯救他們。希望藉著聖殿、假先
知、和祭獻，天主會再次與他們同在。

先知打擊人民虛假的樂觀主義的想法
先知在聖殿門口告誡人民天主的神諭：以民不能依恃聖

殿作他們的保障，因他們不相稱的宗教生活把聖殿變成了賊
窩，衹會落得聖殿將會如史羅聖所一樣被毀的下埸。

天主神諭中的得救方程式
上主將有關以民若想得救的神諭傳給先知，人民要
(1)	不跟隨外方神衹，
(2)	不流無辜者的血，
(3)	行事公道，
(4)	徹底改善生活行為，
(5)	才能依恃聖殿作他們的保障。

先知指責人民建丘壇、拜偶象和邪神，火焚子女做活人
祭的不相稱行為，假先知冒主說謊言，靠祭獻換取平安的虛

學習聖言

認識「耶肋米亞先知書」
堂區培育組於10月10日舉行了由黃仲川兄弟主講的聖經講座，主題是「耶肋米亞先知書」，

探討了耶肋米亞先知(先知)的蒙召、時代背境、神諭、得救方程式和水的神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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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區新首牧12月4日履新

湯漢樞機牧函：將臨期的意義及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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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將臨期勉言：

教宗在將臨期第一主日三鐘經祈禱活動中，邀請信眾醒寤和
祈禱，來謹守自己的心以防心靈的懶散，這樣的懶散會熄滅
傳教熱忱和對福音的熱情。

以祈禱點燃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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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神修話語 DEC

生活反省
洗者若翰在母胎中已經充滿聖神，天使告訴匝加利亞說，他的兒子將會使許多的人心意轉變。在凱撒提庇留執

政第十五年，即約公元27年至28年間，若翰在荒野聽到了天主的話，於是便開始為祂預備道路。若翰走遍約旦河一
帶，向百姓宣講悔改的洗禮，為他們施洗，為耶穌預備善良的百姓、有準備的子民。

耶穌的第一次來臨後，時至今天已有兩千年了。人類的歷史延續下去，福音的喜訊從基督，從初期教會一直傳遞
至今天的你和我。

跟若翰不同，雖然他在荒野中聽到天主的話，但「在天國內最小的，也比他大」(路7:28)。我們聽到的天主的話
是由耶穌、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內的洗禮已不單是若翰悔改的洗禮，而是令我們經水和聖神而重生，成為天主子女
的洗禮。

路加福音的記載	(路3:4-6)	印証了若翰就是依撒意亞預言的那位到處宣講、為耶穌預備道路的「呼號者」(依40:3-5)。

我們同樣印証了依撒意亞的預言在「今天」應驗了，因為我們就是「現代的那位呼號者」。一方面，我們要效法
耶穌禁食祈禱(路4:1-12)，因聖神的德能去善度每一天，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愛主愛人的行動。除克己修身外，我們更
要宣講福音，向(靈性上)貧窮的人傳報喜訊	 (路4:18)，讓更多人認識真理進入教會，透過接受耶穌的洗禮而重生，修
直祂的途徑，預備耶穌第二次來臨。

然而知易行難，在我們內心總會有一些冷漠傲慢形成的山陵，或者妒忌猜度造成的深谷。在走向上主的道路上，
世俗的誘惑引我們轉入崎嶇彎路，懶惰與貪婪推我們墮進陷阱。的確，當一個基督徒並不容易，我們更不可以「hea
著做」。耶穌說：「你們竭力由窄門而入罷。」(路13:24)	 我們要加倍儆醒，認清應該侍奉那一個主人，不要「手扶
著犁而往後看」，要緊緊跟隨我們的善牧，並祈求祂的恩寵和助佑，我們才能克勝障礙，走上坦途。

祈禱
主耶穌基督，我們願意做個忠信的僕人，願意做個修

直途徑的呼號者，為祢光榮的再臨做好準備。深知自己的
不足和軟弱，我們懇求祢，一路上與我們同行，在我們徬
徨迷失時指引我們，當我們軟弱無力時，賜予我們夠用的
恩寵，讓我們能夠善度每一天，並引領更多朋友認識祢，
跟隨祢。亞孟。

「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
聖經金句

(路3:4c)

歡迎瀏覽	培育組生活聖言	YouTube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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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穎茵

香港聖詠節的重心，是透過聖樂宣
揚愛的訊息。
11月10日至15日，透過聖樂演出、
研討會及講座，香港聖詠節希望為
社群帶來平安和諧。
聖詠節內容豐富多采，涵蓋自16世
紀的經典以至本地原創的作品。
聖樂向社群傳揚愛的訊息，能重啟
靈性增長，使人感悟天主臨在的喜
悅。
則濟利亞聖詠團獻唱三首聖歌，包
括兩首泰澤短誦《請大家讚美上
主》和《光榮頌》，及《全然向
祢》(曲詞：游智婷、李信義)。

則濟利亞聖詠團

還記得當
時的彌撒還受
著疫情影響，
我跟會長商量
了一會，當她
知道要於11月
1 5日在香港
文化中心音樂
廳演出時，大
家也有一點猶
疑，但理解到
主辦者正在努力尋找各堂區聖詠團參與，於是我們也抱住不妨一試的心態
答應了。

隨後，我們便著手選歌和練習，並在多個星期的主日留下來反覆地錄
音和錄影，務求達到更高的水平。雖然只是七分鐘的演出，但團員的努力
投入，實在令我非常感動。藉這次演出，不但提升了我們的合唱默契，更
讓我能認認真真地以歌聲頌揚天主。

轉眼間，我們八位
團員，包括趙嘉雯、鍾穎
茵、高德耀、羅家明、
林瑋賢、吳國輝、黃友仙
及余荇之，已站在文化中
心的舞台上，向著逾千位
持票觀眾完成了演出。謝
幕的一刻，大家也十分激
動。原來，歌聲真的會為
人帶來喜悅。希望我們在
彌撒中的獻唱，也能為教
友們增添一份平安與喜
樂。

數個月前，一位很久沒見的朋友說她想籌辦一個聖詠節，以聖詠為社會
帶來和諧正面的影響，宣揚天主大愛的喜悅。她更說已經組成了不同的節
目委員會，並有委員提議邀請聖安多尼堂則濟利亞聖詠團參與演出。這位
朋友，正是「香港聖詠節」主席許頴雯。



張少輝	(服務15年)
不經不覺下，轉瞬間在聖安多尼聖詠團服務已有整整15
年。加入聖詠團之初，從只參與男高音合唱部份開始，至
現在兼任司琴一職，整個過程及經歷，各方面所學到的都
很多很多，豐富了我的人生。有位聖人說，唱歌就是雙倍

的祈禱，藉著歌聲可讓祈禱得到聆聽。相信只要我們大家彼此用心唱，可以令教友更能感受到彌撒的神聖及享受聖樂
的觸動。對我來說，天主揀選了我加入聖詠團，我會與聖安多尼聖詠團努力地在感恩祭中帶領各位教友用歌聲讚美上
主，以服務的精神活出信仰。

團 員 分 享

ann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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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多尼聖詠團64周年紀念

服務25年  李美玲姊妹

服務25年  梁蔭輝兄弟

服務40年  吳幗靈姊妹

長期服務獎團員 (2021)

嘉
許
長
期
服
務
團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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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家長與子女參加「愛心派口罩」

多俾亞小組11月14日
靈修活動及派遣感恩祭

本組宗旨：	透過協助殯儀服務，向主家及親友傳播基督的信息，達至福傳的目標。

本組目的：	向本堂區內不幸離世的教
友，提供所需合乎公教禮儀
的殯葬服務。

服務範圍：	為亡者舉行守靈祈禱、出殯
禮、下葬禮儀及祈禱。

服務對象：	居住在本堂區內的教友或其
直系教友親屬。

歡迎有意
參與服務的教友，加入

多俾亞小組。請向
堂區辦事處查詢。



Living Word of God – Dec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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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and Holy One of Israel (Isaiah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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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
for December

十二月份教宗祈禱意向
Catechists
Let us pray for the catechists, summoned to 
announce the Word of God: may they be its 
witnesses, with courage and creativity and i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為教理講授者 (福傳員)
願宣講天主聖言的教理講授者	(福傳員)	能以聖神
的力量，勇敢而有創意地為天主聖言作證。



Shepherd Flock’s
Dialogue December 2021

Saint Anthony’s Church  Parish Newsletter  No. 616

Liturgy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 of December 2021

Welcome to 11:30 AM English Mass

3rd December
First Friday of the month
Feast of Sacred Heart of Jesus Mass
8:00pm (Chinese)

5th December
2nd Sunday of 
Advent

12th December
3rd Sunday of 
Advent

15th December
Commemoration of All Faithful 
Departed Mass
6:00pm (Chinese)

19th December
4th Sunday of Advent

24th December
Christmas Eve
Midnight Mass at 12:00am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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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th December
Feast of Holy Family

31st December
New Year’s Eve Mass
9:00pm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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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e Francis:

Be vigilant and pray always
At the Angelus on the First Sunday of Advent, Pope Francis calls on us to "be vigilant" and to persevere 
in prayer, which "reawakens the soul from sleep" and helps us focus on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n life. The 
following is full text of the Holy Father’s mess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