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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年

挨年近晚，除了小孩子外，人都少不免會緬懷過

去，同時寄望將來。活到一把年紀，每逢到年尾

自然想起很遠的時候的一個年卅晚：同一層樓住

著三伙人家，各家吃過團年飯，大人忙著擺好火

水爐，媽媽拿出麵粉、發粉、托盤、生油、荳

沙、水、白糖和黃糖，將東西放到三家共用的大

廳和走廊上，大人和小孩在那兩枝白光管下擠得

滿屋都是；外面雖然寒風呼呼，三家人共聚一

堂，加上幾個火水爐的熱力，倒將寒氣驅除。

大人們管火、落油，孩子們等著搓麵粉。孩子們

優先將搓成的東西放落熱呼呼的滾油裏。這些東

西有小鴨、小鵝、駱駝、足球、屋仔、人仔、角

仔，也有最易搓而富想像的蛇；哈哈，蛇真是不

難認出來的製成品，在油鑊裏最不會走失的。

當時三家人大概有五六個孩子，年齡大約由4歲
到8歲，大家都很開心，大家都很專注運用想像

力去創造各式各樣自己喜愛的東西，比併一番之

後，這些東西還可以自己享用，又或送給爸和媽

以表孝心和敬意，很樂！

這樣的年晚party，遠在半世紀的日子，可不是常

有的呢！因為可以和大人一起「平起平坐」地做

事，又可以「亂來」都不受指責，是年中最放肆

的一晚；現在回想起來都會有一絲甜意，今天看

起來，最妙的還是當時尚未發明的，是好一個「

自由創作」坊。365天中只有這麼的一個難得的

晚上，孩子們稱之為「年卅晚炸角仔」。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過去，難有幾個家庭還

用火水爐，誰家還會花時間在廳中大動手腳去炸

角仔，讓孩子冒險？年貨到超級市場不是樣樣

齊，何必「辛苦」自己？這是現代人的生活，若

没有機會去懷想，真的看不到當中的差別和趣

味。半個世紀的相隔，相信只有一樣還未變的，

就是大人的派利是！哈哈，最好的東西總不會受

淘汰吧！

將近年晚的日子，我祝願堂裏每一個家庭都享受

到家庭樂，樂滿心中；每當你回想「家」的時

候，在你的記憶中它是那末具體、那末可捉摸

的，都有那甜絲的美意和祝福，那就是家中各人

彼此的接納和欣賞；那怕我創造的是蛇形角仔。

家是天主送給我們其中最美妙的禮物，願大家都

齊齊落手落腳建造它，讓甜美和愛意充盈你家！

亞孟。

鍾神父

蛇形角仔



辛卯年

望廈堂區於1月2日在新堂區中心舉行加油站聚

會，主講嘉賓是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客座教授

容若愚博士，其分享主題是：「探索及分享在信

仰福傳上，以創意為主題的輸入」。容博士首先

引用十字聖架號帶出「父愛」、「人子」、「靈

氣」及「讚頌」四個點子。

在解釋「因父」時，他利用十幅很有趣有關天父

創造萬物的漫畫，讓我們明白到天主其實和我們

很接近，但由於我們看不見天主，因而經常忘記

衪的存在，幸好我們藉着耶穌的來臨，得以看見

天父的模樣。

接着容博士先後播放了兩段有關耶穌受洗的電影

情節，作為「及子」的解說，他指出後期製作的

一段對耶穌和若瀚洗者之間的關係，有更近乎真

實的描述，說明以電影作為福傳的工具，也有創

新的需要。

隨後容博士就「靈」和「氣」兩方面，分享他對

「聖神」的想法，在「靈」這方面，他認為我們

無法看見聖神，只能感受到祂的存在。至於「

氣」這方面，他說二千年來，聖神以不同的存在

方式，緊隨着年代向前行，使我們不斷有新發

現，隨着時間和空間的移動，帶領着和幫助我們

成長。容博士利用有關電場，電波和蜘蛛織網所

顯示出肉眼察覺不到的能量的短片，指出聖神原

來是可以融入世俗的。

在隨後的幾段短片中，我們欣賞了有關水母和海

藻的關係、小蟹如何逃避潮漲的侵襲、與及花朵

定時開放的自然現象，了解到生物時鐘的神奇力

量，藉此，容博士提醒我們對創造萬物的天主，

獻上感恩和讚頌，那就是「亞孟」的意思。

最後，容博士以「更新」「跨越自我」「獨立思

維」作為總結。他認為我們要不斷更新，不應把

傳統的一切照單全收，而要適當地放棄一些東

西。

「跨越自我」是指經常以另外一個角度看事物，

嘗試在觀點和理念方面有所突破。事實上，當自

己和別人的角度有所不同時，會發覺比原來傳統

的自己已有所提升了。只要從自己的角度思考，

才能把所學的加以消化，那就是獨立思維的重

要。另外，容博士還提醒在座的主日學導師們，

創意福傳 — 堂區加油站聚會後記

 與會者全神貫注地聆聽容博士的生動演講

在課堂中對學生的紀律要求不宜過於嚴格，要給

予他們較多自由的思想空間。

參與此次講座的教友及主日學導師們都認為，容

博士的講話和生動的演繹，深深地吸引着我們，

令我們對自己的信仰，特別在福傳教學上，有更

多的體會和反思。鍾神父指出容博士的講話本身

已是一個創意福傳的上佳例子，他期望主日學的

教學工作亦能有所創新，更有效地幫助同學們在

信仰方面成長。

 鍾神父與容博士(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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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彌撒時間

  農曆除夕(2/2)下午3:30 
謝主彌撒

  正月初一(3/2)上午9:30 
春節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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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加入歌團的時候，
我只是一個小六生，轉眼間已在
歌團生活了十數載，我和歌團可謂看
著對方成長。或許你會問：「那麼小
就加入歌團？是誰的主意？」我會答
說：「是天主的旨意」，感謝天主

給我有讚美祂的機會。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加入
歌團，雖然最初是為了使自得
以盡教友最基本的本份參與彌
撒，但後來透過參與歌團及堂區
活動發現身為教友不可只做基本
及不斷獲取，奉獻也是必須的。
團體生活使個人及團體有著各項
（如靈修、處事及與主及與人的
關係）的正面改變及成長，在此
鼓勵各位要多多參與。改變自

己、改變他人。

剛開
始加入歌詠

團原因很簡單，就
是喜歡唱歌。在歌團中
經歷了很多，從慕道到
領洗，團體生活給了我
很多的支持，陪我經歷
高低起跌，我感到
非常的幸福。

大家好，我是望廈930歌
團成員的大健，多得六年前歌團弟兄
姊妹的誠意邀請，使我認識了望廈聖堂；
因他們的陪伴，使我領洗成了教友，在信仰上
互相支持．亦希望自己在每個彌撒當中，以歌
聲讚美天主，讓自己及教友都能夠投入氣

氛，做好歌詠團成員的使命。

小時
候，跟
爸爸到望廈聖方濟各堂望彌撒，

常常坐在歌詠團後面，感覺歌曲很好聽，也
覺得歌團很有家的感覺。所以，千禧年復活節領
洗後第二天便加入了！我相信這個團體對我的信
仰生活有幫助。十一年了！到現在，我還是
會被歌曲感動。在詠唱中感受天主與

我的關係。

在每個主日彌撒中，我們都會

用歌聲讚美上主，因為歌聲除

了能帶給人們喜樂，音樂更是

增強信仰的力量，望廈堂區歌

詠團團長阿樹道。

服務堂區 服務彌撒

阿樹表示望廈堂區成立至今有

二十三年，而他參加這團體已

十七年，於過去十年更擔任了

該團團長一職。他指出歌詠團

的角色除了以歌聲協助彌撒得

以更圓滿進行之外，還透過熟

識的聖歌讓教友更投入整個彌

撒當中。

提升團員歌唱及信仰能力

近年歌詠團為了讓團員的能力

得以提升，增強其信仰生活，

阿樹表示該團的靈修組及活

動組都會定期為團員舉辦活

動，如四旬期避靜、暑假生活

營等，以增強團員的靈修生

活；至於對外交流活動亦甚活

躍， 2009年度分別與澳門中

樂團以及香港歌詠團Gabriel’s 
Message進行音樂上交流，此外

亦會跟本澳其他堂區聯繫以進

行歌曲交流；阿樹希望透過與

不同團體交流，可以從中認識

不同的讚美曲後，能帶回堂區

與教友們分享。

阿樹亦比喻信仰就像一壺水，當壺內的水倒進

於不同的水杯後，便需要再加水進壺內才能繼

續給人們享用，所以該團除了會對歌唱方面不

斷進行提升外，作為一個信仰團體及彌撒中的

協助者，歌詠團各團員亦曾接受一些認識彌撒

當中意義的信仰培育活動，好使各團員更了解

彌撒中每段禮儀進行的意義，好使於詠唱時能

更投入。另外，為了讓每週主日的福音更活現

於教友們面前，阿樹表示於選曲方面必會設合

當天福音內容，亦要求各團員理解每週福音內

容及熟識每首聖詠曲詞的意思，好讓每位團員

於詠唱時能一致地把意境表達出來。

時間配合難 需新血支持

而隨著資深團員已開始建立自己的家庭，阿

樹表示歌詠團現正面臨的困難是時間配合的問

題，但展望於來年能與各團員好好配合練歌及

靈修活動時間，以能繼續此團體的成長；至於

招募新團員方面，他指出歌詠團是需要新血的

加入，所以如教友們有興趣參與，亦可於主日

早上九時半彌撒後直接與歌詠團聯絡。

望廈堂區小組系列介紹 — 歌詠團

透過歌聲傳播　增強信仰力量
「請歌頌上主，因為祂行顯赫的事，這事應該遍傳天下。」(依12:5)

 歌詠團團長阿樹

Esther Tong

Deolinda Ma 海寧 大健

Chi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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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五日為本堂慶祝主保節的日子，於當天早

上九時半，由本堂司鐸鍾志堅神父及韋振立神

父在本堂花園，帶領教友們舉行了感恩聖祭；在

感恩祭中，鍾神父講道中提到「希望」，還提醒

我們於每一件天主的工作中，都要由細微事情做

起，就像每棵大樹其實都是由一粒細微的種子開

始令它成長；及後有三十多名慕道者接受了領洗

儀式及兩位神父的覆手祝福；於領聖體後頌，更

由四位青年人以「Shine Jesus Shine」一曲配以

歌舞表達帶領教友們頌唱。

感恩祭結束後，主保節慶祝活動正式開始，首先

由兩位本堂神父與一眾小朋友切蛋糕慶祝；接著

便由多位小朋友負責進行一連串精彩表演，有口

琴表演、演奏琴藝、跆拳表演及歌舞等，最後當

然還有壓軸BINGO大抽獎遊戲，氣氛愉快。

2010年本堂主保節感恩聖祭及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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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介紹

聖若望鮑思高 St. John Bosco

鮑恩高出生在1815年的意大利都靈。在他兩歲

時，他的父親去世。雖然家境貧窮，但得他的母

親養育成人。鮑思高九歲的時候，他在夢中看見

一位穿著華麗衣服的人，觀導他以溫良和愛德去

對待那些惹事生非的青年人，更要求鮑思高去教

導那些頑童「罪惡的醜陋和德行的美善」。接

著，一位尊貴的女士出現了，更拉著鮑思高的

手，讓他看著一群野獸化為羔羊。她對鮑思高

說：「你應謙卑、堅強和健壯。發生在這些野獸

身上的事，你也要為我的孩子實行。」由於這個

夢，使他知道他的終身使命就是照顧被遺棄的孩

子。

鮑思高為了跟隨聖召，多年來以半工半讀的方式

完成學業。他曾任裁縫、麵包師、鞋匠、木匠

等。在1864年鮑思高受祝聖為神父，他最關注青

少年的成長，所以四出尋找地方讓被遺棄的青年

相聚、祈禱、學習和遊玩，並教導青年人去學習

信仰的生活。

1859年，鮑思高神父在「反神職」的社會下，他

創立專為照顧青年的男修會 ─ 慈幼會，1872年
創立女修會 ─ 母佑會，1875年創立關懷青年的

信友團體 ─ 協進會。這些團體是以「宗教、理

智、仁愛」為宗旨，使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

法」能在青年人中實踐。

在鮑思高辭世前八個月，他在羅馬耶穌聖心堂的

聖母祭台舉行感恩祭，多次因激動而落淚。他清

楚地憶起童年的夢境，特別記得聖母對他說：「

在適當時候，你自會明白一切。」今天，他不但

明白一切，更知道這一切都是聖母的作為！

職務：神父，慈幼會會祖
類別：牧者
紀念日：一月三十一日
主保：青年人的慈父與導師

若望鮑思高的由來

「John」是希伯來文中「幸運之神」的意思，而

「Bosco」則是意大利文「樹林」的意思。綜合

兩者，意思可以解為「樹林中的幸運之神」或「

幸運之神的樹林」。

不論兩者，誰是對錯，最終的意思，都與鮑思高

神父的一生相適應。「幸運」對他來說是天主對

他的厚愛，在亂世中成功創立自己的團體。至於

「樹林」與他更有莫大的淵源。雖然樹林的存

在，是天主創造天地萬物時，已經創造了，但亦

需要人們加以去愛護樹木，悉心打理，才能好好

地生長下去。就如鮑思高神父的生平中，遇到的

青年人，他們都是天主所創造，但有些因為得不

到別人的愛護而使自己墜落。所以，天主派遣鮑

思高神父去栽培他們，使他們能成為有用的人。

因此，「若望鮑思高」這個名字是絕對有重大的

意義。

祈禱經文

天主，祢曾召選聖鮑思高，使他成為青
年的慈父，兒童的導師；求祢賞賜我們
效法聖人，用同樣的愛火拯救人靈，專
心為祢服務。因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祂和祢及聖神，是唯一天主，
永生永王。 亞孟。

12月活動圖片集

十二月是普世歡騰的月份，因為這正是我們的救世主耶穌降

生成人的月份！2010年的十二月，本堂舉行多項活動讓教友

們能夠更好地準備自己的心靈來迎接主耶穌的來臨，如「堂

區將臨期退省之龍門陣—奇妙之旅」。與此同時，感謝韋神

父及一眾自願者為我們佈置馬槽及聖堂，還有一群主日學的

小朋友悉心為大家佈置的聖誕樹，為堂區增添了歡樂和節日

愉悅的氣氛。現在，讓我們一起透過圖輯重溫十二月的多項

活動啦！

 主日學小朋友們悉心佈置的聖誕樹

 由韋神父搭建及佈置的馬槽

 堂區將臨期退省之龍門陣—奇妙之旅

 病人傅油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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