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九龍尖沙咀玫瑰堂
2002 至 2003 年度

這個年頭，香港人備受疫症和經濟不景的打擊，但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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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日

神修及培育
神修及培育
朝拜聖體
每月首個星期五早上九時至下午六時堂區舉行明供
聖體，內容包括祈禱、默想、誦唸玫瑰經，由聖體會會員
帶領每小時一節的朝拜聖體，之後有神父主持聖體降福
禮，是與主契合的時刻。

農曆新年團拜
今年的農曆新年團拜，在 2003 年 2 月 9 日(年初九)
舉行。當日除了教友們聚在一起互相祝賀一番外，神父和
堂區議會幹事更大派利是，充滿歡欣熱鬧氣氛，喜氣洋洋。

主保瞻禮
將臨期及四旬期避靜
堂區將臨期避靜於 2002 年 12 月 8 日(主日)，在九龍
聖瑪利書院小聖堂舉行。主講者為梁幹潮神父。而四旬期
鐸區避靜則於 2003 年 3 月 30 日舉行，主題為：
「在逆境中
看到主」，於聖方濟各堂舉行，邀請到楊鳴章神父主講。
內容有祈禱、講道、歌詠、修和聖事、聖體降福……等。
聖經主日－售賣神修書籍
每年「將臨期」第一主日為堂區的「聖經主日」
，本
年度聖言宣讀會於該主日售賣公教神修書籍共收約港幣
1,800。
玫瑰經年活動
為鼓勵教友誦唸玫瑰經，2003 年 2 月 8 日於主日感
恩祭內誦唸榮福一端，各台感恩祭分別由至貞之母、聖言
宣讀會、聖體會、玫瑰聖母會會員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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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0 月 5 日(星期六)，為堂區主保瞻禮，當天邀
請了陳日君主教親臨主祭，感恩祭後更假座油麻地龍騰閣酒
家，舉行教友聯歡聚餐，是晚筵開三十席，讓教友同聚共樂
歡然。

新教友迎新會
原定於聖週六晚復活慶典禮儀後舉行，因預防疫症而取
消。

聖母像遊行
於 2003 年 5 月 31 日晚舉行聖母像遊行，以回應聖母
月結束。當晚不少信眾到來一邊唸玫瑰經一邊繞著聖堂到
聖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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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堂區活動

主日茶座
由 2002 年 7 月至現在主日茶座暫停為教友服務。使
各位教友失去一處主日相聚的地方。現有一好消息向各教

玫瑰堂維修步行籌款
於 2002 年 11 月 10 日下一時許開始，地點為山頂盧
吉道，約 200 人參加，共籌得善款港幣 245,687。

友宣佈，主日茶座將於 2003 年 10 月 26 日繼續為教友服務。
希望各教友能享用由一群熱心教友為你們預備的飲品和
小食。

祈禱晚會
名為「希望之旅」是於 2002 年 11 月 29 日舉行，當
晚有約 50 人參加，以祈禱、讀經、歌詠去感恩，讓我們以

出版堂區禮儀記事簿

感謝的心，一切崇敬和榮耀都歸於主。

堂區每年皆會印製「禮儀記事簿」免費送給教友。它
除了提供每日讀經的章節，更印有每週不同的金句，加深
教友在靈修和禮儀上的認識。

聖堂維修完竣謝主感恩祭
於 2003 年 1 月 19 日（星期日）下午三時舉行。感恩
祭後於聖堂外略備茶點招待來賓，場面熱鬧興奮。

善別小組
堂區於 2002 年 3 月 24 日舉行過「善別禮儀小組」講
座，得到一些熱心教友的支持，之後於 2002 年 5 月 30 日

堂區攝影比賽
由於聖堂維修工程已經完工，加上為配合百週年慶

成立了堂區善別小組，協助亡者家屬辦理殯葬事宜及禮

典，於 2003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期間舉行了堂區攝影

儀。而 2003 年 8 月招收會員。

比賽。比賽分「內在美組」及「外在美組」
，共收相片 327
張，今次參賽者水準很高，經 5 位評判﹕曾慶文神父、容
若愚先生、陳德權先生、駱誠昌先生、譚澤文先生精心選
出冠、亞、季軍、優異獎及入圍獎。頒獎禮已於曾慶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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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鐸 40 週年感恩祭中舉行完畢。

福傳

母親節及父親節派發禮物
2003 年 5 月 11 日母親節派發了 633 個十字架給女教
友。2003 年 6 月 15 日父親節派發了 607 枝原子筆給男教友。

慕道組
經過年多時間的信仰培育，在 2003 年 4 月 19 日 (聖
週六)晚上，玫瑰堂共有 39 位成人及 6 位小朋友領受入門

曾慶文神父鐸 40 週年感恩祭

聖事，加入天主教會大家庭；同時，當晚亦有 1 位教友領

為慶祝曾神父鐸 40 週年，於 2003 年 6 月 29 日下

受堅振聖事。在 2002 年 9 月份開始，慕道班亦有 4 位陪談

午三時三十分舉行了感恩祭，感恩祭後於聖堂外備有茶點

員及 1 位導師加入，協助慕道班內的福傳及聯繫工作。成

及蛋糕招待來賓，教友爭相與曾神父拍照留念，場面溫馨

人慕道組為讓更多兄弟姊妹毋須因錯過慕道班開課期而

熱鬧。

等候太久，故於 2003 年 5 月開始，決定多開一班特別班，
讓他們對信仰的熱切不致冷卻。此慕道班慕道期同為兩
年。同時，慕道組亦於 2003 年 1 月始，開辦青少年慕道班，

善會介紹日
於 2003 年 7 月 27 日(星期日)舉行，共有 18 個善會參
與，佈置展板介紹善會。當天參觀者踴躍，場面熱鬧，讓

培育由中一至中三青少年，使他們在互動中認識天主，跟
隨基督，加入教會。

善會會員與教友和慕道者有一個好的交流機會。
至於兒童信仰培育組，在 2002 年 9 月開始的新學年，
共有學生約 85 人，而導師方面，則有導師及小導師共 21
名。同時，因在 2003 年 3 月爆發「非典型肺炎」疫症，故
兒童信仰培育組須由 2003 年 3 月 29 日開始停課，直至暑
假後才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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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2 年 9 月，2003 年 7 月及 8 月參與教區惠黎剛

福傳之友
「福傳之友」在過去一年曾協助玫瑰堂每逢單月第三

毅會籌辨之每月探訪石鼓洲戒毒之兄弟。

個星期五舉行的 101 聚會，讓更多兄弟姊妹能認識天主救
恩的喜訊，當中的主題包括：耶穌是誰、主，你在何方、
財來自有方、父親、愛的天使等。

其他活動
參與去年 12 月 1 日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主辦之新
移民服務活動「家多一點關懷」
。
參與今年 3 月 2 日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舉辦之中國
宗教信仰自由探討會

關社

於今年 4 月回應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曾支持關注

培育活動

非典型肺炎下基層市民之送暖行動。

2002 年 10 月至 2003 年 1 月期間於每台感恩祭後講解
關社和教會社會訓導之釋義。
2003 年１月應聖德肋撒堂關社組之邀請於該堂感恩
祭後講解關社及社會訓導。

協助明愛於 4 月在堂區內派發以表示關心非典型肺
炎病患者之黃絲帶。
於 7 月呼籲及召集教友參與七一大遊行。
今年 9 月 21 日於堂區內舉行週年捐血日。

探訪活動
鼓勵並安排教友參與 2002 年 10 月份石鼓洲戒毒所的
開放日，參加者共 81 人。
於去年 11 月成立扶康會邂逅軒長期探訪支隊進行每
月探訪和支援戶外活動截至今年 8 月共探訪 10 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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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活動
玫瑰堂青少年小組
玫瑰堂青少年小組 YaR (Youth at Rosary) 「青年堆」，
現有核心成員 16 名，其中部份新成員更是因為參與「青年
堆」活動後，願意投身為堂區內青年服務。
YaR 2003 年活動計劃
YaR 青年堆在 2002 年 11 月開始籌劃 2003 年整年活
動，以望藉著定期、連貫、持續的活動加強堂區內青少年
對堂區歸屬感，並培育青少年彼此服務的使命。計劃由
2003 年 2 月開始至 12 月結束。第一階段的活動內容：2
月—— 有喎；3 月—— 有料到；4 月——有搞；在
2 月份舉行的活動，參與者僅為 3 人；3 月份舉行的活動，
參與者僅 1 人，因此，此次聚會最後宣告取消；因而核心
成員亦商議改變活動方式，押後每月聚會這模式，改為時
節的活動。

哎 YaR 歷奇 03
YaR「青年堆」於 2003 年 8 月 2 至 4 日，聯同賽馬會
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舉辦名為『哎 YaR 歷奇 03』的三日二
夜的歷奇訓練。報名參加人數 21 名。目的是讓青年人能藉
此活動懂得善用時間，並發揮個人及團體的信心、溝通、
支持、鼓勵、團結、合作、忍耐、接受、關懷、犧牲、冷
靜及修和。
為使青年人於活動前能有初步的認識，所以特別於 7
月 26 日進行一次誓師大會，讓青年人在歷奇活動前有一次
互相認識的機會。

「牛棚」活動
為與青年人再次重溫歷奇當天的片段，故於 2003 年 8
月 17 日，歷奇活動後舉行一個名為『牛棚』的跟進活動，
讓青年人首先從錄影帶回顧當日點滴，繼而以集體「噴漆塗
鴉」方式將當日的活動、特別事件記錄下來。是次活動亦有
16 名青少年參與。

嶼樂天 II
青年堆核心成員原定 4 月 21 日舉行「嶼樂天 II」活
動，藉此聯繫玫瑰堂青少年及青少年慕道者，並讓青少年
體會與大自然的關係，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更深切領會天
主的創世工程。後因「非典型肺炎」關係，是次活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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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議會財政報告

堂區維修 (2002(2002-2003)

堂區議會收支報告表(由 2002 年 9 月 1 日至 2003 年 8 月 31 日)

2002 年 8 月 25 日我們在玫瑰堂聖堂舉行主日彌撒

Date

Particulars

日期

摘要

後，聖堂便暫時關閉四個月進行防漏維修及內部翻新工

Receipt

Payment

收入 ($
($) 支出 ($
($)

2002 年結餘

Balance

餘額 ($
($)
12,488.95

程。在聖堂維修期間，所有平日及主日彌撒均轉移至堂區

07/09/02

週年大會茶點

291.80

12,197.15

禮堂舉行。 這次聖堂的維修工程包括了以下三個項目 : (1)

03/11/02

聖方濟各堂主保瞻禮禮物

199.00

11,998.15

20/12/02

將臨期避靜壁報

88.50

11,909.65

20/12/02

本堂主保瞻禮禮物津貼

240.00

11,669.65

19/01/03

贊助 YaR 青年堆活動’齊歡、同慶賀’

400.00

11,269.65

照明系統。 上述工程全部於聖誕節前 10 天完成，我們如

19/01/03

本堂維修完竣感恩祭茶點

2,061.30

9,208.35

期能在煥然一新的聖堂裡慶祝聖誕節。這次聖堂維修工程

09/02/03

新春團拜

888.60

8,319.75

28/03/03

本堂維修完竣感恩祭冊子小玫瑰花

100.00

8,219.75

28/03/03

週年大會聚餐

240.00.

7,979.75

02/05/03

小玫瑰花裝飾

100.00

7,879.75

24/05/03

進教之佑堂主保瞻禮禮物

200.00

7,679.75

聖堂維修工程完成後，2003 年我們將開始教友公廁翻

29/06/03

聖保祿堂主保瞻禮禮物

188.10

7,491.65

新工程﹑堂區禮堂全面翻新工程﹑更換冷氣系統及堂區辦

29/06/03

晉鐸感恩祭蛋糕

485.00

7,006.65

29/06/03

晉鐸感恩祭雜項

128.40

6,878.25

21/07/03

週年報告用之羊皮紋紙

45.20

6,833.05

24/07/03

影印費

176.00

6,657.05

25/07/03

影印費

22.00

6,635.05

09/08/03

聖老楞佐堂主保瞻禮禮物

196.00

6,439.05

22/08/03

中華聖母堂主保瞻禮禮物

200.00

6,239.05

29/08/03

聖依納爵堂主保瞻禮禮物

175.00

6,064.05

聖堂屋頂及外牆防漏工程；(2) 聖堂內部翻新，包括更換地
板；(3) 更換聖堂全部電線，包括音響電線，及改善聖堂的

共用去了港幣$4,370,000.-，這個費用尚未包括教友公共廁
所﹑堂區禮堂全面翻新工程及更換冷氣系統在內。

公樓屋頂及外牆防漏工程，上述全部工程將於 2003 年 11
月底完成，費用港幣約一千一百萬元。

總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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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4.05

Activities of Various English - Speaking Groups
Rosary Church, Kowloon

為不同機構籌款
為明愛籌款
本年度玫瑰堂繼續為明愛售賣籌款獎券，籌得款項為
港幣 56,710.00

(September 2002 - August 2003)

Index

四旬期運動籌款
本年度合共籌得港幣 87,136.50

Page

聖週四「安貧小姊妹」籌款

English Pastoral Committee

2

本堂每年均於聖週四「主的晚餐」禮儀中舉行特別的愛
心捐獻，以取代傳統的「濯足禮」。2003 年度的聖週四我們
特別為「安貧小姊妹」捐獻，所得款項合共港幣 12,709.50

Children's Catholic Instruction Program

3

Mustard Seed Charismatic Prayer Group

3

Adult Catechumen Instruction Service

4

Rosary Church Children's Choir

5

聖週五為聖地籌款
籌得善款合共港幣 17,037.40

主日為醫務人員籌款
為對抗非典型肺炎而努力之醫務人員籌得善款合共
港幣 23,200.-

聖召祈禱運動奉獻小罐
由二零零二年十月至二零零三年五月共收款項港幣
4,4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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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Pastoral Committee

Children's Catholic Instruction Program

Meetings were held every second Friday of the month.

Classes for 2002/2003 began on 7th September 2002 with enrollment
of 25 children. Classes were held every Saturday morning. 14 children

Prior to the English-language Christmas Midnight Mass, a special

were prepared for - and received - the Sacraments of Reconciliation and

Christmas program celebrating the cultural and ethnic diversity of

First Holy Communion. 9 children were prepared for - and received - the

English-speaking of Rosary Church was presented. Following Midnight

Sacrament of Confirmation. Our Bishop, Joseph Zen, presided at the

Mass, our annual Christmas fellowship took place in the parish hall. A

children’s First Communion/Confirmation Mass. The service was followed

number of parishioners and visitors attended to enjoy refreshments and

by a gathering at St. Mary’s school to celebrate the children’s special day.

exchange Christmas greetings.

The children took part in the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at a special
penitential service, held on 31st May 2003.

A half-day retreat/penitential service for our English-speaking
community took place on Palm Sunday in the Chapel of St. Mary’s College.
Approximately 50 people attended.

1 child was prepared for Baptism, but because of the SARS outbreak,
he returned to the U.K. and was baptized there during Easter.

To mark the end of the month of May, a month traditionally dedicated

Mustard Seed Charismatic Prayer Group

to special devotion to our Blessed Mother, a special prayer service was held
on the last Sunday of that month. The Rosary Church Children’s Choir led

Meetings were held every Wednesday evening. As a service to the

the recitation of the Rosary and the singing. Attendees were invited to bring

parish, the Prayer Group arranged a Mass of Healing on the last Wednesday

floral offerings, which were presented at the altar, in honor of our Blessed

of every other month. These Masses were usually well attended.

Mother.
In response to the Diocese’s ‘7,000,000 Rosaries’ prayer campaign, the
Mustard Seed has been praying the Rosary together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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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Catechumen Instruction Service

Rosary Church Children's Choir

During the past year, two classes for the RCIA program for English

Over the past year, there were 32 children that attended regular

speaking adults were held. The first group consisted of a total of five

Saturday afternoon rehearsals in preparation for various special occasions

catechumens, one lady and four gentlemen, all of who received the

celebrated in the parish. The choir has sung for scheduled broadcast masses,

Sacraments of Baptism, Confirmation and First Holy Communion just

the Christmas presentation and Midnight Mass. They were also invited to

before Christmas.

A one-day retreat was conducted for the group at

participate in the Christmas program hosted by the Hotel Intercontinental

Maryknoll House, Stanley, in preparation for receiving the Sacraments.

Hong Kong. At the end of May, they led the congregation during the annual

The group also made their First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just before

Marian devotion.

Easter.

thanksgiving mass for Fr. J.B. Tsang on the occasion of his 40th anniversary

Recently, they rendered a special song during the

of ordination.
The second group also had five catechumens, four ladies and one
gentleman, all of who received the Sacraments of Baptism, Confirmation

The children, their parents and friends organized several fellowships

and First Holy Communion during the Mass of the Easter Vigil. During the

such as birthdays, Halloween and Christmas parties, as well as beach BBQ

celebration, two young ladies also received the Sacrament of Confirmation.

in the beginning of summer 2003.

The two groups spent a day together in prayer and singing hymns at
Fairview Park, N.T.

Orientation,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for new members are on going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year.

The first group has since completed their course. A new class will
commence on 8th August 2003.
The Adult Catechumen Instruction Service is a one-year course. It is
held on every Friday at 8:00 P.M. in the Meeting Room of the Church
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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