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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的兄弟姊妹：

願主基督的平安和慈愛常與您們眾人同在！

堂區月報暫別了數月，今期又與大家見面，特為

君送上我們團體生命與旅程之點滴。

上週主日（24日）甫慶祝完「世

界傳教節」，該刻提醒了我們做

基督徒的使命，履行以續向萬民

傳揚耶穌基督福音的使命。教宗

本篤十六提醒我們每人皆是信仰

團體的個體，須致力令這團體得

以壯大發展、生氣勃勃。一個將

心比心的團體恆以信心、愛和承

擔為宗旨。而教會團體的共融卻

賴以每個個體以寬坦之心，主動

承擔，履行責任。

下兩個月我們將舉行多項慶祝活

動，藉此把我們的生命更投入團體當中。應當常

常記住：基督徒的使命，不僅僅是參加主日彌撒

而已。務必要將我們所聆聽、所祈求、所讚頌

的，在日常生活中具體的實踐出來。

十一月提醒我們每一位皆要堪稱為「聖人」。成

為聖人就是要聖化我們的生活和所作的事。成為

聖人是要緊緊追隨基督，在亟待幫助的兄弟姊妹

當中察覺主的臨在。成為聖人便要聖化我們日常

生活。本月我們亦會思念已逝的兄弟姊妹，為他

們祈禱。在追思節上，我們緬懷已離世的親人；

其度過一生，因某事某物，曾感動過我們的心

靈。在彌撒中呈上奉獻、將鮮花送上墓碑、燃點

蠟燭，皆深深表達出我們跟他們在祈禱和靈性

上，已融合為一。他們在世時，為我們所做、所

分擔的事，在此亦向天主獻上感恩。

十二月我們將進入教會一年當中

最為美好的時刻：將臨期。我們

藉此預備主的道，預備自己的心

靈，以慶祝基督誕生。將臨期帶

領我們走一段道路，直至聖誕節

前夕；而我們想藉此預備好自

己，培養團體的信德。將臨期四

個主日中，四枝蠟燭放置「將臨

期花環」內，每週主日為多一枝

蠟燭燃點；象徵生命之環──

生命需要天主的光照方能達致圓

滿。

我們也將記念本堂的主保聖人

──聖方濟各沙勿略。其一生再次令我們記起偉

大信心之榜樣──完全獻身於傳教事工，滿懷熱

忱將福音帶給眾多人民。我們堂區仍舊要在傳教

精神中發展成長，要尋求具體的方法將我們所宣

認的、所相信的，實踐出來。請大家祈禱：藉聖

方濟各沙勿略轉求天主，祝福我們眾人，合力凝

聚一個感受到共融與主愛的教會團體。

願主保佑您們！

韋神父

神父的信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弗一：22~23）（格前

十二：12）望廈堂區中心於9月12日開幕，鍾神

父表示，堂區是教會建立團體的地方，望廈堂區

中心開幕主要是團聚教友，陪伴教友成長，期望

每位教友都投入使用，共同參與，並由天主的聖

言帶領團體生活、運作和發展。同時，他還期望

藉此激勵教友為堂區或教區的禮儀音樂創作，為

澳門教區的禮儀音樂增添生氣。

鍾神父表示，望廈聖方濟各教堂並不是澳門教區

的物業，而是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物業。早年

前，望廈教堂除是嘉諾撒修會的會院外，更是該

修會為社會提供服務的場所，如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收容無家可歸的孤兒，隨後亦曾提供過多

項慈善工作，包括照顧智障人士或精神病患者

等。直至七十年代，嘉諾撒修會慷慨地把望廈教

堂借予教區推行牧民工作，為教友提供彌撒之

餘，更可團聚教友。

不過，近年嘉諾撒修會有新發展計劃，計劃把現

時望廈教堂的花園位置興建新校舍，故教區擔

心現時堂區的牧民

工作無法繼續；幸

而，教區早於二十

多年前已買下望廈

聖堂對面的物業（

即現時望廈堂區中

心），因而教區把

該單位重新裝潢，

用作堂區的辦事處

及活動中心。現時

堂區的慕道班、聖

經分享、祈禱或慶

祝活動等都會“轉

移陣地”，搬往望

廈堂區中心繼續

開展多元化的服

務。

堂區尤如教友的家

鍾神父指，堂區是教會建立團體亦是教友聚腳的

地方，望廈堂區中心主要是以牧民工作而設，除

讓已認識基督的教友能加深了解外，亦希望能吸

引未認識基督的人前來，並由天主的聖言帶領團

體生活、運作和發展。

望廈堂區中心內裝潢的色調和祈禱室等都是由教

望廈堂區中心開幕　建立基督的身體

 黎鴻昇主教為堂區中心祝聖及啟用禮

友設計，以及中心內放置很多不同年代的相片，

意味著堂區中心是屬於教友的地方，亦是陪伴教

友成長的地方，尤如一個家。鍾神父笑言：教友

是屬於堂區，神父只是提供服務，並不是“老

闆”。故他認為“家”是需要家庭成員的投入和

佈置，希望每位教友都能夠參與這個“家”的工

作，提出不同的想法和建議。

冀激勵教友創作禮儀音樂

同時，鍾神父期望望廈堂區中心內的所有設施，

每位教友都能用得上，如中心內設有投影機，教

友可就信仰或社會議題互相討論，探討基督徒在

社會上擔當的角色等；又或給主日學同學可以自

行搜集資料製作幻燈片，主

動學習，隨後結合中心設施

如投影機、音響等，與堂區

教友分享製作成果，從而帶

動堂區教友的互動和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望廈堂區心內

設音樂室，鍾神父關注到現

時澳門教區的禮儀音樂，觀

乎鄰近地區香港或台灣都有

禮儀音樂的創作，故他希望

藉著望廈堂區中心提供硬件

設施，激勵教友為堂區或教

區的禮儀音樂創作發展而努

力。

 見證每個生命躍動的昔日照片

 以主是世界光為主題的祈禱室

 禮堂

 創意音樂室及錄音室



從2007年的上海、2008年的馬來西亞、2009年
的韓國首爾、到今年2010年的越南，本堂已是

連續第4年舉辦海外朝聖活動，參加者的要求和

感受也是有所不同的。從本年5月下旬開始籌備

有關行程，兩位神父們皆給予不同的支持和協

助，為使教友更容易了解及明白越南教區的發

展歷史，鍾神父將原文的英文資料翻譯成中文

後放在本堂網頁內讓教友參與，好為

朝聖團出發前作好準備。此外亦為教

友會準備朝聖主題金句，讓教友朝著

朝聖的中心思想進發，主日學導師及

畢業班同學根據神父所提供的資料為

教友們準備朝聖簡報，以作出發前的

營前聚會時給教友們一個簡單的導論

課題，還有韋神父抽空作我們的隨團

神司。

引述鍾神父為我們準備的越南教區資

料：越南是亞洲國家中天主教徒人數

最多的國家之一，目前越南有天主

教徒約600萬，人數在亞洲僅次於菲

律賓和中國大陸（包括地下教會）

，但其占人口的比重和社會影響力則遠高於中

國。同時天主教也是越南最重要的二大宗教（

天主教和佛教）之一。天主教於1533年傳入越

南，略為早於進入明朝的中國，並且發展相當

迅速。不久歸屬於澳門教區管轄。法國統治時

期取得合法地位。當時越南天主教徒的總數大

約與整個中國相當。1954年7月20日，日內瓦

協定簽訂，結束了法國在

越南的統治，並將越南一

分為二。當時逃離越南北

部的86萬多難民中，估計

有75%為天主教友。1954
年，北方政府將許多教會

產業充公，將外國修會從

越南北方驅逐出去。但天

主教在越南南部仍有較大

的影響力，前南越總統吳

廷琰就是一名虔誠的天主

教徒。1975年越戰結束後

共產黨執政，所有的宗教

都受到嚴密限制，直到

1990年代初才開始逐步放

寬。2004年6月，越南出版

了首本《天主教手冊》，

記載了1533年至今的越南天主教組織及活動，

詳細介紹了越南當時的25個教區的近況，並詳

列了所有主教、堂區及神父的地址、電話、傳

真、電郵。根據《天主教手冊》的數據顯示，

在越南總人口8010萬中，天主教徒有557萬，擁

有2810位神父、近13000名修會會士、1326名
大修生、1712名備修生及51156名傳道員。但在

2730個堂區中，仍有近1200所沒有本堂神父。

2010越南之旅

為親身探究越南教區的真正情況，大家在8月中

旬開展了這6天的越南南部朝聖旅程，朝聖地點

主要集中在胡志明市及附近地方，包括: 頭頓耶

穌山、聖母山、西貢及堤岸區內的大、小聖堂

以及美拖等地，透過我們所到過的每一處地方

和接觸過的人和事物，團友間的相互幫助和關

懷，越南當地教友們的熱情款待，這些等等都

令我們有很深刻的體會。

是次的朝聖主題金句是「你們是世界的光。」

瑪5:14，透過是次行程，我們除了看到昔日越南

教會的事和物，例如當地其中一間聖堂──西

貢和和平之后堂，竟是昔日文人雅士上課的書

齋，一樑一瓦，仍保持得很典雅的模樣，試想

想一間西式的聖堂座落在一間中式的書齋上會

是何等模樣，祭台中央放有香爐，祭台後的木

刻屏風有著超過百年的歷史，聖堂旁邊的房間

竟是安放了不少教友的骨灰龕的地方，這是當

地較有特色的其中一間聖堂，根據該堂的本堂

神父表示，現時華人教友的數目正逐步漸少，

幸好越南教友的數目不斷提升。市內的其他華

人堂區也存在同様問題。除此以外，我們亦有

留意到當地教友每到一地方，總會告訴那一些

建築物曾屬教會的物業，但現已收歸國有。對

於房產被沒收或被長期借用，他們都表示習以

為常，但為了能跟地方政府和平共處，他們表

示只好接受。



此外我們曾到堤岸聖方濟各堂舉行彌撒及跟該堂

區的教友進行交流，受到該堂神父及教友們的熱

情款待，部份教友表示曾到過澳門朝聖，故對澳

門的教堂有所了解。根據該堂的主任王神父表

示，現時越南胡志明市華人天主教神父的分派工

作皆由他負責安排。正如鍾神父為我們所準備的

朝聖文獻，越南現時沒有天主教學校，故他們明

白要加强鞏固家庭、團體和社團，好使它們成

爲“信仰的搖籃”，使教會福音的種子在內滋

長，且把焦點放在青年及家庭上，使他們明白發

展信仰生活對基督信徒帶來的真正意義，並認為

教友千萬不要爲了權力和財富而進行衝突和搏

鬥，即使在現實生活中面對教會房產被沒收或長

期借用，他們也明白基督徒是要活在真理和基督

的愛當中，而不對政府作出抗議的行為和表現，

我們從當地教友身上發現這事實。多位華人教友

抽空陪伴大家一同出發到各處參觀遊覽，他們大

多表示積極參與堂區的事工，為不同的華人堂區

服務，好讓各個華人堂區即使出現華人教友不足

的情況下，也好能為少數的華人教友提供服務，

好使細少的信仰種子不致失落，我們一班海外華

人教友也有幸獲得到這點福份，他們經常面帶笑

容，展示他們身為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朝聖旅

程中讓我們常常感受到與主同行的心態。

總結是次越南朝聖之旅，我們常常感受到上主眷

顧，重要的是讓我們看見越南教區如何從困難中

發展信仰生活對基督信徒帶來的真正意義，當地

教友們無私地貢獻其私人時間及愛心，讓我們看

見即使活在艱辛，在不公平和不能完全地擁有宗

教自由的情況下，也能活出天主的愛。相對我們

這些處身於宗教自由環境的人，有否積極地活出

基督信仰和使命？有否努力完成福傳的工作？有

否為上主對我們所作的一切而感恩？透過是次朝

聖之旅，堂區教友再次聚首一堂，分享同一旅

程、同一經驗，共同創造同一集體回憶，作為對

基督徒團體生活的另一見証。

Mamame

2010–2011年度的主日學於9月19日正

式開學，如想看更多精彩的相片請登入本堂

網頁：www.mhsfx.catholic.org.mo

主日學開學啦~



堂區11月及12月月份活動

11月

2日（二）
追思彌撒 

早上7時30分、9時30分及晚上8時

逢週五
晚上8時為亡者舉行彌撒  

（會在彌撒中讀出亡者的名字）

12月（將臨期）

4日（六）
堂慶日前夕之場地佈置及準備 

（招募教友幫手佈置場地）

5日（日） 

堂慶

彌撒：早上9時30分及下午6時（取消早上8時15分彌撒），當

日彌撒後有表演及餐點分享會

11日（六）
堂區教友退省 

下午2時30分至6時

18日（六）
病人禮儀及茶會 

下午3時

19日（日）
主日學聖誕慶祝會 

上午10時45分至12時

21日（二）
修和聖事 

晚上8時

24日（五）
子夜彌撒 

晚上12時

25日（六）

聖誕節 

彌撒：早上９時30分（取消早上8時15分彌撒），下午6時彌撒

如常舉行

26日（日） 主日彌撒

31日（五）
謝主彌撒 

下午6時30分

2011年1月

1日（六） 新年彌撒（彌撒時間跟主日相同）

2日（日） 主日彌撒

出版：望廈聖方濟各堂訊息組		 地址：澳門望廈俾利喇街118號	 電話：(853) 2852 8556
電郵：sfx_macau@yahoo.com.hk	 網址：www.mhsfx.dyndns.org或www.mhsfx.catholic.org.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