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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剛過去的一年裡，堂區忙於籌備及推出一連串
的百週年慶祝活動及紀念物品。自去年 11 月的百週年
賣物會開始，堂區差不多每隔個多月就會舉辦一項百
週年活動，而教友們亦積極參與。多得教友和恩人的
熱心支持和捐助，百週年活動所需的各項經費已於年
初順利籌募妥當，各工作小組亦因此而可放心地去策
劃各項慶祝活動。
百週年的慶祝活動將於 10 月 8 日的主保瞻禮暨
聚餐時到達高峯。當天除了邀請到主教主禮感恩祭
外，還會有很多神長和嘉賓來臨，而聚餐亦會筵開百
多席，到時將有一番熱鬧。
在慶典過後，堂區百週年的慶祝活動亦會隨之而
轉趨平淡。但這並非是一個結束，剛剛相反地正是一
個開始，是玫瑰堂另一個一百週年的開始，讓我們抱
着承先啟後的信念互助互勉，繼續延續堂區共融和愛
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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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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為回應教宗訓導及配合聖體年的精神意義，並
特別為本堂邁向百週年的恩寵，懇切地對天主表達崇敬及
感謝，故一群自發性的教友組成了心連心祈禱小組，於每
月首星期四（首瞻禮五）晚上舉行明供聖體祈禱。

將臨期及四旬期避靜
鐸區將臨期避靜於 2004 年 12 月 12 日，在聖依納爵
堂舉行，由陳鴻基神父主持，主題是「吃」。而四旬期鐸
區避靜則於 2005 年 3 月 13 日在進教之佑堂舉行，主題是
「聖體與最弱小的弟兄姊妹」，神師︰梁定國神父。內容
有祈禱、講道、歌詠、修和聖事、聖體降福……等。
逾越節晚餐
2005 年 3 月 20 日晚上，堂區為候洗者舉行了逾越節
晚餐，目的是希望使候洗者對逾越節晚餐的禮儀和意義，
有更深刻的體會，準備心靈迎接聖週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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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日

農曆新年團拜
今年的農曆新年團拜，在 2005 年 2 月 13 日(年初五)
舉行。當日除了教友們聚在一起互相祝賀外，今年更首次
安排神父和執士在主日各台中、英文彌撒中派發聖相利是
給教友，場面充滿歡欣，氣氛熱鬧，喜氣洋洋。

主保瞻禮
2004 年 10 月 9 日(星期六)，為堂區主保瞻禮，當天
邀請了湯漢輔理主教親臨主祭，感恩祭後假座紅磡國際都
會商場八樓彩福海鮮酒家舉行教友聯歡聚餐。是晚筵開三
十七席，讓教友同聚共樂歡然。

聖母像遊行
原定於 2005 年 5 月 28 日晚舉行聖母像遊行，因天雨
關係，取消出遊，改在聖堂內誦唸玫瑰經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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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主日茶座
主日茶座已有 8 年多歷史，在這一段日子裡負責主日
茶座的弟兄姊妹都不辭勞苦，為不同時間參與彌撒的教友
服務，使他們對堂區更有歸屬感。主日茶座供應多元化的
食品，以迎合不同教友的口味。包括粥品、油器、麵包、
即食麵，各款飲品和小食。

出版堂區禮儀記事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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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別小組
善別小組自 2002 年成立至今, 小組成員一直協助堂
區神父為亡者家屬在殯葬禮儀上而盡心盡力, 小組希望有
更多兄弟姊妹加入他們的行列, 為教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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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活動
聖體年祈禱晚會
2005 年 6 月 2 日晚上舉行聖體年祈禱晚會，由聖體會
及心連心祈禱小組成員共同合辦，籍禱告和默想去反省及
回應天主。
堂區朝聖旅行
堂區今年的朝聖旅行，在 2004 年 11 月 21 日(主日)
舉行，目的地赤柱聖亞納堂，午餐於懲教署會所及參觀監
獄博物館，下午探訪聖神修院及朝拜聖體。
母親節及父親節派發禮物
2005 年 5 月 8 日母親節派發了 1,000 條不同顏色的心
形電話繩給各位母親。6 月 19 日父親節派發了 800 條十字
架形的電話繩給各位父親。今年，堂區更首次在母親節和
父親節主日每台中文彌撒中，安排多位母親和父親分享心
得和感想，場面感人。
慕道者同樂日
於 2005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舉行，邀請各個善會
介紹會務及參與聚餐，與慕道者打成一片。當天參加者踴
躍，食物豐富，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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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户籍登記
為配合教區牧民發展上的需要，玫瑰堂於 2004 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7 日在堂區進行教友戶籍登記。堂區安排
了多名義工一連四個星期，在每台主日彌撒前後於堂區禮
堂向教友派發「教友戶籍登記表格」，並協助有需要的教
友填寫表格及解答疑問。中文團體一共派出 600 多份表
格，而英文團體派出約 300 多份，反應積極。表格經整理
後，現正由堂區辦事處安排輸入資料，以便作出統計。

週年籌款
堂區的主要經費來源，大多數是依賴信眾的主日彌撒
捐獻。但近年由於社會經濟的衰弱，從每月堂區的收支報
告得知，主日捐獻已是不足以維持本堂經常性的開支，每
月都有赤字出現。 有鑑於此，我們嘗試雙管齊下的方法，
從開源和節流入手；並效法其他堂區每年舉行一次週年籌
款運動。 由 2004 年 12 月 18 日開始至今年的農曆新年期
間，我們向教友派發籌款信封籌務經費。感謝信眾對堂區
的愛護和支持，籌款期間共籌得 HK$208,855.00，比較去年
籌得 HK$372,098.80，今年成績略遜。這筆款項將彌補本堂
全年每月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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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傳
慕道組
經過年多時間的信仰培育，在 2005 年 3 月 26 日（聖
週六）晚上，玫瑰堂共有 94 位成人及 14 位兒童領受入門
聖事，加入天主教會大家庭。同時，當晚亦有 6 位教友領
受堅振聖事。在 3 月 27 日（復活主日）
，有 23 位嬰孩領受
聖洗聖事。
在 2004 年 9 月份開始，慕道班亦有 2 位新陪談員加
入，協助慕道班內的福傳及聯繫工作。成人慕道組為讓更
多兄弟姊妹毋須因錯過慕道班開課期而等候太久，故於
2005 年 5 月開始，多開一班特別班，讓他們對信仰的熱切
不致冷卻。
兒童信仰培育組，在 2004 年 9 月開始的新學年，共有
學生約 80 人，而導師方面，則有導師及小導師共 12 名。

福傳之友
福傳之友於 2004 年 9 月至 2005 年 1 月中，共舉行多
次信仰分享聚會，主題有「風火海」、
「十誡論壇」、
「基督
戰隊之我是耶穌兵」
、
「玫瑰玫瑰我愛您」
、
「侍奉根基年簡
介會」
，每次參與人數約為 10 人。由 2005 年 4 月至 5 月的
若望福音查經小組，參與人數則達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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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社
意識培育
2004 年 10 月至今年 10 月，關社組為堂區通訊撰寫專
欄「關社脈搏」共 12 期。「關社脈搏」所刊登的文章，都
是宣揚教友的愛心和對人的關心、服務社會的事蹟、以及
對社會的關懷。
為教區「公教報」的「關社路上」專欄組織稿件。
2004 年 11 月組織義工交流會，表彰了一批積極工作
的義工。
參與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聲援廣東矽肺工人爭取
權益的兩次活動。
參與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組織的紀念「六四」的祈
禱會。
參與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今年組織的「七一」祈禱
會。
2005 年 9 月正籌備關社組會徽設計比賽。
2005 年 9 月正籌辦堂區關社網站。
靈修
參與 2005 年教區關社研討會。
參與 2005 年 7 月 8 日至 10 日教區關社組避靜。主題
為「同煲同撈」，由多位神父任神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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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
2004 年 10 月成立天主教西南九龍總鐸區關社聯席，
本堂關社組為成為西南九龍總鐸關社聯席之一，參加每兩
個月一次的定期會議，及舉辦定期聯合活動。
與基督教救世軍聯合組織定期社會服務。
關社組長期義工服務支隊
關社組有以下長期義工服務支隊：
1、「扶康會邂逅軒長期服務支隊」
2、「石豉洲自願戒毒所長期探訪支隊」
3、「主日茶座長期服務小組」。
正籌備與基督教救世軍聯合組織定期探訪獨居老人小組。
愛德宣傳及愛德活動
2004 年 9 月為天主教扶康會買旗賣旗。
2004 年 11 月 20 日舉辦耆老日及敷油禮，有 120 多位
長者參加。
2005 年端午節，與基督教救世軍合辦「派糭行動」。
2005 年 7 月與西南九龍總鐸區關社聯席舉辦捐贈器官
講座。
2005 年 8 月舉辦西南九龍總鐸區關社聯席，於華仁聖
衣納爵堂組織捐贈器官展覽。
2005 年 9 月 11 日於堂區舉行捐血日。
為國內貧困兒童收集玩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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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會研究及時事推動活動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HKPA﹞成立後，我組成員隨天
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參與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的教育組和
行動組及其他活動，如工作坊、街頭宣傳和到政府總部表
達意見。撰寫宣傳資料等。
參加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組織的各類研討會，如性
別問題；迪士尼問題等。
參加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組織的為中國礦難中死
難礦工的祈禱會。

青少年活動
YaR 青年堆在 2004-2005 年度為堂區內青年舉行了

親親爹哋
2004 年 10 月 1 日，YaR 舉行了一個名為「親親爹哋」
活動。帶領青年由梅窩步行至大嶼山神樂院，沿途藉著四
個定點，並帶出不同主題︰天與地、樹、海及人，讓參與
者親身在大自然中，體驗天主的奧妙與創造。當日參與者
約為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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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行
為支持並鼓勵堂區教友認識到由教宗召集的普世青
年節，更為今年參與的 4 位堂區青年籌募往德國世青的旅
費，YaR 青年堆於 2005 年 4 月 17 日及 5 月 8 日分別舉行
了「愛德行」工作坊及籌款日。是次活動得到堂區教友踴
躍支持，共籌得共 HK$50,000，分別可以全費 HK$15,000
資助兩位在學青年，而兩位在職青年每人資助 HK$7,000，
餘款 HK$6,000 則轉交青年牧民委員會作資助教區內其他
青年。
COOK 奇營
YaR 青年堆每年暑假期間都會舉辦「歷奇活動」，今
年歷奇營名為「Cook 奇營」，日期為 7 月 24-26 日，在三
日兩夜的活動中，30 位參與者透過不同活動體驗生命、信
仰；並從中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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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奇營舉行前，亦為參與者舉行「誓師大會」，讓
眾人在入營前已在遊戲中互相認識，加深彼此關係；當中
亦有參與者於營後表示希望日後有多點相聚機會，以延續
彼此心中的火焰。
「跟進」活動
為與青年人再次重溫歷奇當天的片段，故於 2005 年 8
月 27 日，歷奇活動後舉行一個跟進活動，讓青年人從錄
影帶回顧當日點滴，繼而再延續歷奇元素至社區中。他們
計劃於 10 月 29 日探訪明愛麗閣長者中心內 80 多位長
者，服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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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牧民
婚姻與家庭牧民組 (堂家組)
堂家組自 2003 年聖家節成立至今，已先後舉辦過多
次堂區性的活動，每次活動都得到堂區教友的熱烈參與及
提供寶貴意見：
2004 年 12 月 26 日聖家節舉行的「重宣婚姻盟誓感恩
祭」為堂家組每年的重點活動之一，要旨在於「重宣婚姻
盟誓」環節中，重演當初對配偶的承諾，從而再達到兩為
一體的精神。堂家組特別從出席的夫婦當中，揀選出結婚
每滿五週年、婚齡最長、婚齡最短及當天為結婚周年日的
教友，致送紀念品一份。感恩祭後於禮堂舉行聚餐聯歡。
此外，亦舉辦過茶聚及交流會，讓先前參與過堂家組
活動的朋友再次聚首一堂、「退省 – 黃昏的約會」給參
與者在寧靜浪漫的環境下擁有一個退省及反思機會、「聆
聽 – 盡訴心中情」讓參與者有機會與另一半互相交流及
聆聽大家心底話、邀請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專業社工主講
的「親子專題講座」
，加强父母了解孩子成長的心理特徵、
靈性及成長上的需要促進親子溝通。
展望將來，堂家組會以新婚同行者角色為目標，希望
為新婚教友在結婚初期相處及適應上提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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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週年慶典活動
百週年慶典籌款活動
為配合堂區百週年慶典的各項活動支出，堂區先後進
行了兩次籌款活動。於 2005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舉行
了百週年步行籌款活動，地點步力徑，共籌得
HK$251,280.90。另外百週年慶典籌款委員會向教友派發籌
款信封，共籌得 HK$818,321.40，在此衷心感謝教友對堂區
的愛護和支持。
百週年朝聖旅行
堂區百週年海外朝聖團於今年 5 月 23 日出發，在曾
慶文神父帶領下，40 位團友先後遊歷了多個東歐國家，當
中包括：克羅地亞, 波斯尼亞, 斯洛文尼亞, 波蘭, 愛沙尼
亞, 拉脫維亞及立陶苑等，經過 21 日的旅程，朝聖團於 6
月 12 日平安返抵香港。
百週年培育講座
除了慶祝活動之外，堂區亦舉辦了一連串培育講座，
讓教友在這快樂時刻亦不忘靈修。講座內容包括蔡惠民神
父主講的「感恩祭：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黃國華神
父主講的「我們的默西亞」及「保祿的福傳旅程及思想」，
謝有雄兄弟主講的「活用聖經之在聖經內找答案工作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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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議會財政報告
堂區議會 2004 年 9 月 1 日至 2005 年 8 月 31 日收支報告表
Date

Particulars

日期

摘要

Receipt

Payment

Balance

收入 ($
($) 支出 ($
($) 餘額 ($
($)

承上年度結存

31,919.30

04/09/2004

聖母堂主保瞻禮禮物

184.50

31,734.80

18/09/2004

周年大會茶點

200.00

31,534.80

25/09/2004

聖德肋撒堂主保瞻禮禮物

219.90

31,314.90

03/10/2004

聖方濟各堂主保瞻禮禮物

198.00

31,116.90

28/01/2005 主日茶座撥款

1,500.00

32,616.90

13/02/2005

農曆新春團拜茶聚（初五）

443.20

32,173.70

25/03/2005

《新教友迎新會》Banner 1 張

600.00

31,573.70

08/05/2005 新教友迎新會午餐收入（@30.00×120 位） 3,600.00
新教友迎新會午餐食物支出

35,173.70
4,671.00

30,502.70

新教友迎新會禮物支出

500.00

30,002.70

21/05/2005

進教之佑堂主保瞻禮禮物

298.00

29,704.70

26/06/2005

聖保祿堂主保瞻禮禮物

178.60

29,526.10

15/07/2005 主日茶座撥款

2,500.00

32,026.10

31/07/2005

聖依納爵堂主保瞻禮禮物

296.00

31,730.10

06/08/2005

聖老楞佐堂主保瞻禮禮物

200.00

31,530.10

20/08/2005

中華聖母堂主保瞻禮禮物

260.00

31,270.10

31/08/2005 慕道者同樂日午餐收入（@30.00×96 位）
慕道者同樂日午餐食物支出

2,880.00

34,150.10
4,687.90

總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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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62.20

29,
29,4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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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65,570.00，另外聖則濟利亞聖詠團及青年組代表本堂
在明愛賣物會中設置攤位，籌得款項 HK$14,000.00。比較
2003 年 籌 得 款 項 HK$67,671.00 ， 2002 年 籌 得 款 項
HK$56,710.00，今年成績令人十分滿意。
四旬期運動籌款
本年度合共籌得 HK$79,977.43。比較 2004 年籌得款
項 HK$93,733.10，2003 年籌得款項 HK$港幣 87,136.50，今
年成績略遜。
聖週四「聖雲先會」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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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度的聖週四
我們特別為「聖雲先會」捐獻，所得款項合共
HK$21,862.50。
聖週五為聖地籌款
籌得善款合共 HK$21,308.90。比較 2004 年籌得款項
HK$25,031.10，2003 年籌得款項 HK$17,037.40，今年成績
尚算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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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of the Various English-Speaking Groups
Rosary Church, Kowloon
September 2004 to Augus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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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English-Language Pastoral
Pastoral Committee
The English-language Pastoral Committee (“EPC”) meets every
second Friday of the month. It is composed of parishioners who are
invited by the Pastor to represent the members of our parish
community who use English as their language of worship. The EPC
advises the Pastor and his associates on issues concerning this
community, and takes a lead role in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special liturgies, activities, etc.

On 21st November – the end of the liturgical year – the EPC
organized our annual Eucharistic adoration in honor of the Feast of
Christ the King. The adoration began with a procession from the
Church to the Parish Hall after the 12:30pm Sunday English Mass.
The Blessed Sacrament was exposed in the specially decorated hall
for the whole afternoon. Adoration ended with benediction and
special prayers.

The EPC held it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in January at the
Recreio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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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ebruary and March, members of the EPC, together with
volunteers from the 3 English-Language Masses, helped to
distribute the diocesan census forms and to advise parishioners on
how to fill them out. More than 300 form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English-speaking community; and to date, almost all have been
returned, checked, amended by registrants (when required), and
computerized.

In March, the EPC had its annual reconciliation “mini-retreat”
on Palm Sunday at St. Mary’s College Chapel. This retreat aims to
give all of our English-speaking parishioners an opportunity to
spiritually prepare for Hold Week.

The series of monthly talks for the on-going faith formation of
our English-speaking faithful was put on hold because of Sr.
Necistas various commitments and home 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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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Catholic Instruction Program
Classes for 2004/2005 began on 11th September 2004, with
enrollment of 24 children, 3 of whom later dropped out of the
program.

Classes were held every Saturday morning, 12 children were
prepared for – and received – the Sacraments of Reconciliation and
First Holy Communion. 7 children were prepared for – and
received – the Sacrament of Confirmation. Our Bishop Joseph Zen,
presided at the children’s First Holy Communion / Confirmation
Mass on the eve of Pentecost, 14th May 2005. Fr. J Edward
Szendrey, M.M., – our assistant pastor – concelebrated. A gathering
in the Parish Hall to celebrate the children’s special day followed
the service.

The children received the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at a
penitential service held the week before on 7th May 2005.

Two children were prepared for Baptism, and were duly
baptized during the Easter Vigil Service on 26th March 2005.
-5-

Mustard Seed Charismatic Prayer Group
The Prayer Group meets every Wednesday evening to praise
and worship God in prayer, song and Scripture reading.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year, the Prayer Group arranged a
Mass of Healing on the last Wednesday of every other month as a
service to the parish. These masses were usually well attended.

Adult Catechism Instruction Service
The Adult Catechism Instruction Service is a year-long RCIA
program for English speakers. Classes are held every Friday evening
in the 1st floor Meeting Room of the Church Restory.

During the year 2004-2005, 5 adults attended the program
and at the Easter Vigil 2005, they received the sacraments of
Baptism, Confirmation and First Holy Communion. One other adult
was confirmed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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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up that was baptized the previous year celebrated the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for the fist time earlier this year.

A one-day “retreat” for the Catechumens was held at Fairview
Park, N.T., prior to their receiving the sacraments.

Rosary Church Children’s Choir
The Children’s Choir is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aged 7-12
years, who attend Saturday afternoon rehearsals in preparation for
various social occasions and special liturgies celebrated in the
parish.
As in previous years, the Children’s Choir parents core group
organized a member of fellowships to celebrate birthdays,
Halloween and Christmas.
Orientation,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for potential choir
members are ongoing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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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Meditation Circle
The group, which began meeting in June 2004, comes
together every Tuesday evening to support one another in their
prayer of Christian Meditation. Presently the group is comprised of
10-12 participants.

Bible Study Group
Using the materials and model of the Little Rock Scripture
Study Program, the Bible Study Group have, in the past year studied
St. Matthew’s Gospel, the Passion and Resurrection Narratives and
Saint Paul’s Letters to the Galatians and to the Romans.

The Group meets Thursday evenings in the Parish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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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Teen
Life Teen is an international Catholic Ministry that aims to lead
teenagers closer to Christ through vibrant Eucharistic celebr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eens to grow in their faith.

On 30th April 2005, the Life Teen Program was introduced to
the English-speaking teenagers of Rosary Church Parish.

Life Teen takes place every Saturday evening, beginning with a
special youth-oriented Mass at 5:30pm, followed by a teens-only
“Life Night” in the Parish Hall where issues of faith are discussed in
a way relevant to young people.

No sign-up is required – teenagers are encouraged to just
sh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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