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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墓園活動

•	 認識「常年期」

•	 編織組專訪

•	 一月至三月	
主日和節日備忘

神父的話

事件一：	

　　永康是一位中學四年級的學生，今早他和一位同

班同學文光一同返學，正要過馬路，看見消防車和十

字車響着號匆匆駛到街口，於是二人停下來，讓趕着

救急的車隊先行。永康對文光說：「好彩唔系我屋企

火警。」文光看看永康說：「你屋企算好彩，燒唔到，

不過消防車和十字車要到的地方，一定有人需要幫助，

他們的處境一定不安全，我哋不如求天主保佑佢哋。」

事件二：	

　　亞虹的父親患上老人痴呆症，每天早上四時起床

就要去飲早茶。亞虹雖然早上八時半就要上班，可是

他畢竟是自己的老父，那有棄之不理？這固然不是一

份好差使，所以亞虹感到非常不愉快。在陪伴老父到

茶樓的一段路上，亞虹跟老父沒幾句話，就好像依撒

格被亞巴郎帶著上山舉行祭祀的心情，心中滿是自怨

和嘰咕的情緒。每個早上都是這樣走著，報販、到水

上街市取貨的、到茶樓開工的和一些睡在暗角的人都

已經啟動工作。有一個早上，亞虹不期然地想為他們

祈禱，求上主照顧和保佑他們。由這天開始，這份陪

老父上茶樓的靜寂時份，成了她和天主和人共處的時

間，那些她願為之代禱的人成為她無名的朋友。

　　每天遇到許多人，有些是自己喜歡的，也有是避

之則吉的，可是所遇上的不全由自己作主。不過自己

在這人來人往不自主的相遇中，保守自己有的善意，

卻是百分百的自由。這許多相遇的人，就像馬路上的

十字車、消防車，或者是不識的報販、到街市入貨的人；

一如文光和亞虹的心意，可以為這些不認識的人在主

前代禱求福佑。這樣做，不是可以保持自己心內的平

靜和良善，也可以培養關懷別人的愛德？

堂區：良善的集散地

　　記得去年煉靈月每星期五晚上為亡者獻彌撒，到

堂來的教友特別心誠，因為大家都為自己已離世的親

人在主前代禱，這份心善和關愛都在參加者的表情流

露出來。對呀，原來為亡者代禱是一種愛德的實踐，

也是對共融合一的信德表現，同時表達我們對未來在

上主內重逢的望德。

　　2011年 9月，教宗本篤十六世發出一篇移民日的
文告。教宗指出今天無論是國際間或一國之內，千萬

的人為了不同的原因，有為政治受迫害的、有為脫貧

到外地找機會的移居者。教宗在今年和平日的文告中，

要求教會關懷這些移居的人，盡力保障他們的尊嚴，

協助他們在相異的文化和風俗裡建立起來。作為基督

信仰團體，我們分享教宗的觀點和支持他的呼籲，也

許我們可以為移居的人做些事。但最低限度可以為他

們代禱；這些「他們」並不抽象，他們是你們家中的

或街上可見的家傭、茶樓酒館裡的侍應、建築地盤裡

的外地勞工，又或是你們在外國留學的子女或兄妹。

　　在新的一年，我們堂裡的人可以培養代禱的「善」

嗎 ?	祝你新的一年善心進步！

鍾神父

感謝
謝謝您們為堂慶及聖誕佈置聖堂及馬槽，

讓我們能愉快地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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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期

聖誕期
常年期 

（第二階段）

常年期 
（第一階段）

四旬期

復活期

禮儀年曆

「墳場」這兩個字時常被人跟「驚嚇」、「恐懼」這一類的詞匯聯想

在一起，但有否想過墳場亦可以是一個讓人反思自己的生命、理解一

個城市背後歷史的地方呢？本堂的靈修組在 2011年 11月 12日於舊
西洋墓場舉行遊墓園活動；透過彌撒和介紹墓園的歷史，增加參加者

對基督教信仰對死亡的看法、基督徒對死亡和活出生命應持有的態度

和認知。活動由鍾神父主持的彌撒開始，彌撒中以聖詠的方式回應每

一篇讀經和信友禱文，之後由梁潤琼女士介紹舊西洋墳場的歷史、特

色和一些葬於墳場中人物的事蹟。參加者籍此難得機會向講者發問，

活動在互動歡樂的氣氛中進行。最後活動在劉修女帶領的祈禱中結束。

活動剪影

遊墓園活動

　　如你於 10月至 11月份逢星期四晚上 8時後路過堂
區的活動中心，你會見到一班教友一邊編織頸巾一邊談天

說地，氣氛十分愉快融樂。他們是為 2011年冬至送暖活
動編織頸巾送給獨居長者的編織組；小組希望透過編織温

暖牌頸巾以表達對被探訪者的關心。幫到人亦幫到自己，

沒想到這個活動成了凝聚一班平時只限於彌撒中認得彼

此教友的契機，體現團體的力量。

　　當被問及為何參加是次活動時，編織組其中一位組員

Gloria表示：「參加活動是為了幫助老人家」──相信這
亦是大部份組員參加編織組的動機。她們亦沒有預料到透

過活動可以認識到一班平日於彌撒中只會互相點頭、認得

他們是屬同一堂區的教友。每次聚會都是團員間互相切

磋、互相教授編織技考的機會。

　　「有一次我想編織某個花式頸巾，但不知怎樣做才能

使頸巾不捲起來，其他組員給予我不同的意見，最終能織

出滿意的作品。」Gloria笑著道。而其他兩位受訪者趙太
和 Teresa則對事件作補充：組員們更向不同難度的花式
挑戰，為織出不同難度的作品互相獻計！

　　除分享編織技巧外，組員們更一邊編織，一邊分享生

活的大小事。可能就是組員間這種互動愉快的氣氛，吸引

着編織組的組員逢星期四晚抽空出席聚會；參加聚會對他

凝聚團體的力量──編織組專訪

補充資料

•	 是次活動得到堂區教友的大力支持，

共同籌集到善款澳門幣 7,350元正

•	 有善長送出 50套毛冷帽子和手套

們來說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並無壓力。未開始前編織組

訂下織出 40條頸巾的目標，而這個目標早已完成。他們
之後調整目標，除了為冬至送暖被探訪者編織外，更為

830彌撒中歌詠團婆婆們編織頸巾。活動結束時編織組共
編織了 80條頸巾，足足超額完成 50%！可見團體的力
量真的很大！

　　Teresa建議，堂區可多些舉辦這類型的活動如曲奇
餅班、蛋糕班或手工班等，這類型的活動猶如編織組可以

成為凝聚教友聚集的契機，提供機會讓教友互相認識，互

相了解。趙太則表示，起初未參加編織組前，她預計會有

其他堂區的教友和非教友參加活動，但當她得悉參加者全

都來自本堂區時則感到有點失望。趙太認為：「可能由於

活動只在堂區宣傳，其實這類型活動是一次很好的契機吸

引非教友參加，使他們認識教會，認識耶穌基督。」

小組專訪

認識教會

　　天主教教會有其禮儀年曆，結構以基督一生的事蹟為

核心，其中有兩個主要的週期：1)聖誕週期（包括將臨
期和聖誕期）；2)復活週期（包括四旬期、逾越節三日
慶典及復活期），以外的時間就是常年期，年中加入聖人

們的紀念日，為鼓勵信友效法他們因基督而獲救的榜樣來

生活。

　　禮儀年中大約有三十三至三十四週是稱為「常年

期」，它會被復活期分割為兩個階段，第一段是聖誕期最

末的「主的受洗節」，即是常年期第一主日，到四旬期前

結束；第二段就是在聖神降臨節（復活期結束）後再開始，

到最後主日（第三十四週）基督普世君王節為止，一年的

禮儀年曆亦會完結。

　　常年期沒有特殊的主題，只是對耶穌基督的奧蹟作綜

合性的慶祝，在讀經安排上是會依循甲、乙、丙年的次

序，為能在三年的循環內，展示耶穌基督整個生活，宣講

及教訓。常年期在最後幾個主日會特別強調基督救世奧蹟

圓滿完成，在末日，主耶穌最終要勝利地再來，永遠為

王，所以基督君王節就是在整個禮儀年最後一個主日慶

祝。

　　在循環紀念基督的奧蹟時，聖教會編排插入一些紀念

節日，尤其以特殊的心情，尊敬天主之母榮福瑪利亞。紀

念節日的主要目的是要我們看到基督在聖者們身上偉大

的救贖工程，他們已藉天主的恩寵達到成全境界，並享有

永生，他們正是天父面前時刻為我們轉禱，擔任天人之間

的中保，教會尊敬他們是鼓勵信友積極效法他們的榜樣，

在自己的生活中更彰顯出基督對世人的愛。

禮儀年曆──常年期

在每個年期中，教會以特選的聖言，

幫助我們加深對天主的信仰， 

藉禮儀聖化我們的生活。
資料來源：
•	 香港慈幼青年牧民辦事處
•	 香港教區教友培育辦事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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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月 1日 元旦
一月一日是慶祝聖母瑪利亞為天主之母的日子。天主子耶穌誕生了，瑪利亞正式成為一

位母親，讓我們向天主之母道賀。

1月 8日 主顯節

俗稱三王來朝。這是和耶穌聖誕有關的節日，三位有學識的智者藉天象知道有一位非同

凡向的人物要誕生，因而涉山步水，排除困難來到冷小城朝見了天主子。這個節日其中

一個含意，是天主子的降生是為普世人類，不分種族和文化。我們既接受了救主的光，

也應讓這道光顯示出來。

1月 15日 常年期第二主日 若望福音 1:35-42

1月 22日
常年期第三主日 瑪爾谷福音 1:14-20

農曆年廿九（除夕） 本堂下午 3時舉行「謝主禮」

1月 23日 壬辰年初一 本堂早上 9:30舉行春節感恩祭及教友團拜

1月 29日 常年期第四主日 瑪爾谷福音 1:21-28

二月

2月 5日 常年期第五主日 瑪爾谷福音 1:29-39

2月 12日 常年期第六主日 瑪爾谷福音 1:40-45

2月 19日 常年期第七主日 瑪爾谷福音	2:1-12

2月 22日
聖灰禮儀	

	( 四旬期開始 )

本堂分別在早上 7時、7:30時，及晚上 8時舉行聖灰禮儀彌撒。當日教友守大小齋。

•	 四旬期內本堂每星期六下午 4:45時在聖堂舉行拜苦路。

•	 四旬期內每星期五教友守小齋。

2月 25日 晚上舉行大耶穌苦像出遊，由聖奧斯定堂遊行至主教座堂。

2月 26日 四旬期第一主日

瑪爾谷福音 1:12-15

•	 候洗者甄選禮之一

•	 下午舉行大耶穌苦像出遊，由主教座堂遊行至聖奧斯定堂。

三月

3月 4日 四旬期第二主日 瑪爾谷福音 9:2-10

3月 11日 四旬期第三主日
若望福音 2:13-25

•	 候洗者甄選禮之二

3月 18日 四旬期第四主日 若望福音 3:14-21

3月 19日 聖若瑟瞻禮

3月 25日 四旬期第五主日
若望福音 12:20-33

•	 候洗者甄選禮之三

3月 26日
預報救主降生	

( 聖母領報 )

一月至三月主日和節日備忘

堂區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