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尖沙咀玫瑰堂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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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堂區牧民議會從堂區議會更名後，亦是評議會議
員制的第一年。改革後，評議會運作大致暢順。教友和各善會
會員仍然參與堂區的活動，大家都很愛戴堂區。議員的責任是
給意見給堂區，讓教友多參與堂區活動，增加靈修生活，增加
對堂區的歸屬感。在堂區內，我們就是一個有共同信仰的大家
庭。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我們需要創意令堂區更加進
步，但在這建堂 105 週年的教堂，傳統更能凝聚教友，所以我
們需要創新的同時，更要保留一些好的傳統，令 105 週年的玫
瑰堂向 110 週年進發。我們更要感謝所有恩人，令堂區仍能自
給自足，做到保修保育。
天主給我們的保證是天常尉藍，花兒常開。所以我們應該
珍惜天主賜給世間的一世，保護環境，愛惜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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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保瞻禮
2009年為玫瑰建堂104周年暨主保瞻禮慶典，感恩祭於10
月10日（星期六）下午5時30舉行，邀請陳志明副主教蒞臨本
堂主禮，並偕同多位神父共祭。
禮儀中，陳副主教除了為學生們施放堅振聖事外，更為玫
瑰堂2009至2011年度牧民議會幹事舉行祝福、覆手禮。
感恩祭後，便是教友同歡的時刻，當晚教友聯歡聚餐，假
尖沙咀東部東海海鮮酒家舉行，筵開30席。席間設有多項遊戲
節目，同時更舉行大抽獎，獎品豐富，參與者全情投入，樂在
共融、熱鬧的氣氛中。

周年大會及幹事會選舉
堂區議會周年大會於 2009 年 9 月 19 日（星期六）舉行，
當日除會務報告及商討來年計劃外，舉行大選並更名為堂區牧
民議會，及選出 2009 年至 2011 年度之「堂區牧民議會」幹事。

聖母像出遊
2010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晚原定舉行聖母像出遊，以
回應聖母月結束。但因天雨關係，彌撒完結後只能在聖堂內誦
念玫瑰經，並派發玫瑰念珠及經文給參與的教友。
朝拜聖體
聖體會自1988年成立以來，直至現在仍繼續於每月首個星
期五，由早上9時至下午6時，在聖堂內，由聖體會會員帶領每
小時一節的朝拜聖體。內容包括：祈禱、默想、誦念玫瑰經，
並為世界及本地各種需要祈禱。而最後一節特別為聖召祈禱，
以聖體降福結束。
另外，心連心祈禱小組，亦由2005年於每月首星期四（首
瞻禮五），晚上7時至8時30分，舉行明供聖體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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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者同樂日
於 2009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國慶日在元朗大棠渡假村
舉行，當日慕道者有 46 人，善會代表及幹事有 20 人，參加總
人數為 66 人。此活動有助慕道者興善會增加溝通。
堂區路向營
舉行日期為 2009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重陽節）
，地點
於西頁北潭涌保良局渡假營。共 21 位善會代表及幹事出席活
動。
內容討論堂區路向，分三組討論「家庭牧民」、「青少年」
及「培育」方面，再由各組滙報，最後討論堂區 2009 年至 2010
年度之周年計劃。
堂區旅行
於 2009 年 12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 1 時 30 分於聖瑪利
書院出發，參觀海防博物館，在灣仔聖母聖衣堂舉行彌撒及到
訪金紫荊廣場。晚上坐渡輪欣賞幻彩詠香江，並於船上晚餐。
共有 93 人參與。
2010 年度之旅行提前於 2010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五 佛誕
節）舉行。售票情況理想，門票很早已售罄。今次特別選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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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舉辦，以便神職人員能一起參與。上午前往馬鞍山聖方濟堂
參觀，該堂提供導賞服務。午餐於元朗大榮華享用九大簋圍頭
菜，下午去元朗恒香製餅廠、蝴蝶生態園及鮮牛奶農場參觀。
當日共有 300 人參加。
周年籌款
由於主日的捐獻不足以維持本堂經常性的開支，一年中有
多個月都會出現赤字，故本堂每年舉行一次周年籌款運動以籌
務經費。
由 2009 年 12 月 22 日開始至 2010 年 2 月期間，向教友派
發籌款信封，今年的目標為港幣七十萬。至 2010 年 5 月，所
籌得之款項為港幣$932,112.90.- ，比過去兩年為多：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3 月籌得港幣$849,383.00.- ；及 2008 年 12 月
至 2009 年 4 月所得之港幣$722,758.77.- 。感謝信眾對本堂的
愛護和支持。
新春團拜
堂區為慶賀新春，於 2010 年 2 月 14 日（主日）農曆年初
一派發利是給教友，並準備了小食讓教友在禮堂享用。放於新
春利是內聖相之賀年對聯為「感戴天恩樂辭舊歲，祈求主寵喜
賀新年。」。





聖誕節巴士報佳音
於 2009 年 12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舉行。巴士主要行
駛廣東道，不斷向兩旁行人唱聖誕歌，約兩小時的行程。派發
了三十多份福傳包給途人。共有 38 人參加，參與人數中以工
作人員為主，較少教友參與。
羅仕強神父首祭及午餐慶祝聚會
本堂教友羅仕強於 2010 年 7 月 31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正在九龍聖依納爵堂（九龍華仁書院）舉行晋鐸慶典。羅神
父於 2010 年 8 月 1 日（主日）十時在玫瑰堂首祭，彌撒後於
禮堂舉行午餐慶祝聚會，共有 160 人參與，更邀請了耶穌會神
父、會士等嘉賓出席。聚餐中，聖召小組向參加者派發聖召卡。
兒童及青少年聖詠比賽
玫瑰堂牧民議會於 2010 年 8 月 29 日（星期日）假玫瑰堂
禮堂舉行兩年一度的「兒童及青少年歌唱比賽」，讓兒童及青
少年透過歌詠去讚美頌楊上主，並透過比賽讓兒童及青少年的
歌唱技巧有所提升。比賽分獨唱高、中、初級組及合唱組，參
賽者由幼稚園高班至中七學生都有。比賽過程順利，氣氛良好。

慶祝母親節及父親節
2010 年 5 月 9 日母親節及 6 月 20 日父親節，堂區於每台
彌撒中，分別送贈康乃馨給所有母親及十字架座給所有父親。

兒童讀經比賽
由聖言宣讀會舉辦，分別於 2009 年 10 月 4 日（星期日）
及 10 月 11 日（星期日）在玫瑰堂禮堂舉行初賽及決賽。有
162 位中小學生參與。此活動已是第 6 屆，有助於青少年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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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組
經過年多時間的信仰培育，在 2010 年 4 月 3 日（聖週六）
晚上，玫瑰堂共有 91 位成人領受入門聖事，並有 3 位兒童領
受聖洗及聖體聖事，加入天主教會大家庭。同時，當晚亦有 7
位教友領受堅振聖事。今年復活主日有 33 位嬰孩領受聖洗聖
事。
在 2009 年 9 月份開始，慕道班有 3 位新陪談員加入，協
助慕道班內的福傳及聯繫工作。玫瑰堂現每週有成人慕道班
13 班、青少年慕道班 1 班、及 2 班長者班。每週約有 200 人
參與，認識天主。
兒童信仰培育組，在 2009 年 9 月開始的新學年，共有學
生約 100 人，而導師方面共 18 位。
聖週五愛心午餐
2010 年 4 月 2 日（聖週五）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
15 分舉行。午餐參與者有 120 人，當中有 90 位慕道者。活動
內容包括：講座、小組討論，當日講者為聖神修院張樂天修士，
主題為「痛苦與喜樂」。
新教友迎新會
為歡迎新領洗的兄弟姊妹，堂區牧民議會於 2010 年 4 月
4 日（復活主日）早上 11 時 15 分至下午 2 時舉行迎新會，包
括自助午餐。超過 100 位新教友出席。善會會員更出席午餐讓
新教友能認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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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領洗家庭聚會
凡在本堂區領洗的嬰兒，其父母及代父母必須參加兩次的
培育。目的是使他們清楚明白給嬰兒領洗的意義和培育子女信
仰的責任。
再慕道課程
玫瑰堂於2009年5月開始，舉行了為期約9個月的再慕道課
程，讓已領受聖洗及堅振聖事的教友藉課程加深對天主教信仰
的了解及推動以生活回應基督的召叫。課程有30名教友參加。



為在職及大專青年
玫瑰堂青年會在 2010 年 2 月至 6 月，以在職青年及大專
同學（教友或非教友均可）為對象舉辦了每月的在職青年公開
聚會。內容包括讚美敬拜祈禱、分享及共膳。主題有「天主看
電視 ── 基督徒如何面對媒體文化」、「點止愛情咁簡單」、
「誠信 Super A」
、
「Work Hard , Pray Hard !」
、
「理財 Super Star
及六四泰澤祈禱會」 。每次聚會均吸引約五十位參加者。
在 2010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27 日（逢星期五晚上）
，舉行
了五次冰山與靈修公開聚會，講者是謝有雄兄弟（Michael）。
聚會主要探討人格的成長，幫助參加者在主內成為一個心靈自
由人。參加者有四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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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督徒合一
基督徒合一小組每年會參加教區與其他基督教會合辦的
合一祈禱晚會。2010 年基督徒合一聚會於 1 月 16 日（星期
六），在將軍澳聖安德肋堂舉行，參加者約有 550 位。湯漢主
教、聖公會蘇主教及 30 多位神職人員一同出席，出席參加的
聯合詩歌班成員達 300 位。
2010 年 1 月 25 日（星期一）晚上 7 時 30 分，合一小組
亦參與於九龍佑寧堂的聚會，為海地災難祈禱。合一小組現在
籌備於 2011 年 5 月舉行的祈禱音樂會，玫瑰堂正邀請位於堂
區鄰近的基督教會參與。
聖召祈禱運動
為回應司鐸聖召年，堂區聖召小組訂製了培聖會製作的
3,000 個聖召祈禱運動小罐，於 3 月起派發給教友及其他堂
區，為司鐸聖召祈禱及籌募司鐸培育經費。教友可把所得的款
項每三個月交回給聖堂，以作為聖神修院及聖召委員會在推動
聖召的一點支持。
「聖召主日修士分享+泰澤祈禱會」於聖召主日（4 月 25
日）
，於各台中文彌撒（包括聖期六提前彌撒）
，均有聖神修院
修士分享其聖召歷程，分別有溫國光修士、黃利進修士及殷灝
峰修士。當日下午聖召小組在玫瑰堂會議室亦為聖召舉行泰澤
祈禱會，約有 40 多人參與，邀請了溫國光修士作分享。

啟發課程於 2009 年 10 月至 12 月，逢星期六下午 3 時至 5 時，
在尖沙咀中間道海員俱樂部舉行。每次有近三十名參加者。
玫瑰堂第 3 次 Alpha 啟發課程為期 12 週於 2010 年 5 月 2
日至 8 月 7 日，逢星期六下午 3 時至 5 時，在尖沙咀中間道海
員俱樂部舉行。一些參加者認識了信仰，並會於九月份開始參
加慕道班。其他組員亦會在日後有定期聚會。每次均有近三十
名參加者。



堂區關社組按照評議會章則已於 2009 年 10 月完成重
組，現於關社組下附設「關愛組」，以召集、協調、統籌及團
結堂區其他關愛服 務 單 位 /團體，從而有效地統籌及推動教友
服務社會及盡關社之僕人角色責任。
意識培育
關社組長期為堂區通訊撰寫專欄「關社脈搏」
。
「關社脈搏」
所刊登的文章，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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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0 年 5 月 15 日於瑪利諾修院學校(祈禱室)舉辦半曰
迎新及培育活動。當日有近十七人參與。
靈修

玫瑰堂啟發課程
玫瑰堂 Alpha 啟發課程主要為對天主教有興趣，但未信主
的人士度身訂造，以輕鬆、不施壓的模式向新朋友傳福音。
玫瑰堂第 2 次 Alpha 啟發課程為期 8 週的全新天主教 201

聯同西南九龍總鐸區關社聯席合辦為期三次之關社避靜
活動。是次活動之主題謂「自我成長與靈修」並邀得耶穌會會
士黃錦文神父擔任神師。該活動約有廿多人參與。
參與 2010 年教區關社組避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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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



本堂關社組是西南九龍總鐸區關社聯席之成員並已開始
籌劃來年之「情緒控制エ作坊」。
於 2010 年三月為星加坡基督教團體舉辦「蒙古家庭織頸
巾送暖行動」。

YaR 青年堆在 2009-2010 年度為堂區內青年舉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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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豉洲自願戒毒所長期探訪支隊」
愛德宣傳及愛德活動
2009 年 11 月舉辦耆老日及敷油禮，有 118 多位長者參加。
2010 年 1 月探訪樂富安老員並籍是次活動傳揚福會。
2010 年 8 月邀得明愛舉辦二手嬰兒用品回收計劃。並將
該活動與西南九龍總鐸區關社聯席相討將成為聯席活動。



WILD CAMP OUT

玫瑰堂 YaR 青年堆於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及二十六日，
於西貢灣仔舉行 WILD CAMP OUT 活動。是次活動為青年堆
首次舉辦之露營活動，讓玫瑰堂青年體驗與過往不同的團體生
活。是次活動有 12 位青年參與。
苦山行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六日，YaR 帶同一眾青年人由置富露德
聖母堂起步上山，經山頂往灣仔聖母聖衣堂終點。在步行上山
與落山的整個過程內體驗聖母所經歷的痛苦，是次活動有 15
位青年參與。
你
電視遊戲為現今青少年不可劃缺的娛樂活動之一。Wii 遊
戲更是青少年們的寵兒。YaR 青年堆首次利用 Wii 遊戲機作媒
體，讓青少年嘗試在禮堂內面對著大銀幕感受打機的樂趣。透
過不同的難度安排，也讓青少年們團結一起，向難度挑戰。

FUN CUP

參與社會研究及時事推動活動
2009 年至 2010 年參於多項由教區正義和平委員會及天主
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推行及舉辨之講座，如最底工資討論，高
鐵，菜園村，1 月 1 日「和平日彌撒」
，
「七一」祈禱會及六四
事件等等。

AMAZING RACE

為回應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於 8 月 1 日舉行的暑期活動
── 尋找快樂的種子，玫瑰堂 YaR 青年堆夥同了堂區 10 多
位青年，組成 4 小組參加了是次活動。活動以城市定向形式在
鬧市穿梭，完成不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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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FUN 營
二零一零年八月廿二日及廿三日，玫瑰堂 20 位青少年於
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參與＂拾 Fun 營＂歷奇活動。在兩日一夜
的營期內，青少年努力尋找喜樂，積極參與及玩樂，過程中有
不少的得著。青少年們亦在過程之中加深了對天主的認識和對
自我的肯定。



堂家組
2009-2010 年教區為延續愛家庭愛教會的精神，向教友推
廣貞潔及重視家庭生活的訊息，並鼓勵家庭從天主身上尋找希
望，以面對生活中的困難。堂家組在過去一年繼續以不同的活
動與此配合。
一如往年堂家組組員在 2009 年 9 月 27 日，繼續帶備由堂
區及本組所準備的月餅，及日常所需之物品前往「仁愛之家」
進行探訪，藉此送上點點關懷與祝福。
家庭彌撒進入第 3 個年頭，我們繼續在每月第 3 個（主
日），早上 10 時舉行家庭彌撒。明顯的在家庭彌撒內，我們
見到家庭及兒童參與的人數不斷增多，大家也非常投入。 福
音前歡呼及信友禱文，邀請了兒童信仰培育組合作，由導師及
小朋友們在祭台前帶領教友以動作回應上主，鼓勵大家一起投
入參與彌撒；同時，悔罪禮、讀經、信友禱文及奉獻禮，每次
都邀請不同的家庭負責。為加強家庭彌撒的意義，在神父祝福
後，大家更一起誦念《為家庭祈禱》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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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26 日舉行一年一度的「重宣婚姻盟誓感恩
祭」，今年共有 17 對夫婦透過「重宣婚姻盟誓」的環節中，
彼此再度向對方作出承諾。堂家組特別從出席的夫婦當中，為
結婚每滿五周年的夫婦，致送紀念品一份。
2010 年 4 月 11 日堂家組在飛鵝山恩樂之泉靈修閣舉行了
一年一度的周年避靜，今年的主題是『耶穌受難』。今年參加
人數是歷年最多，有 6 對夫婦共 12 人參與。在寧靜清幽的環
境下，大家都放下平日工作的繁瑣，專心投入其中，在這復活
期第二主日，一同重溫基督的聖死與復活。
很高興今年有一對夫婦加入堂家組，現在會員人數增加到
7 對夫婦，未來不斷招收新會員亦是我們的主要工作之一。
堂家組的網頁已正式與大家見面，歡迎大家分享
http://rosarychurch.catholic.org.hk/mnf/index.html。


宣傳組
為了讓堂區教友知道，並參與堂區所舉行的各項活動，堂
區除了每月出版一次「堂區通訊」外；堂區議會所安排的活動，
亦邀請了義工製作宣傳壁報板。
主日茶座組
主日茶座開辦至今已14年了。在這一段日子內，參與服務
茶座的兄弟姊妹們都十分落力及投入；茶座雖然只是提供簡單
食物和飲品，但能為教友服務，又能增加大家對堂區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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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組員們都感到非常高興。



插花組
由幾位姊妹組成的小組，每星期都風雨不改，以插花的形
式讚美天主及服務堂區；並藉此互相交流心得。

明愛賣物會
於 2009 年 11 月 1 日（星期日）舉行，主題：
「給他們一
個希望」。當日設有賣物及遊戲攤位，得到教友及廠商們熱心
捐贈，大量的物品作為義賣及獎品之用。玫瑰堂在明愛賣物會
共籌得：港幣$26,513.00.-；而堂區今年售賣之明愛獎券共籌
得：港幣$70,346.00.-。
以下資料供參考：
2008 年賣物會籌得：港幣$37,415.80.-；明愛獎券籌得：
港幣$70.590.00.-。
2007 年賣物會籌得：港幣$29,593.50.-；明愛獎券籌得：
港幣$71,870.00.-。

善別禮儀小組
玫瑰堂善別小組至今共有會員 28 人，各會員皆持著天主
賜予世人永恆之愛，實踐愛德的行為，去關懷、安慰失去至親
的兄弟姊妹，聆聽以開解他們不安的情緒，跟進、陪伴、使他
們恢復昔日平安的心境，與他們攜手共渡喪親之苦，成為他們
的“陪同者”，實踐基督徒愛主愛人的使命。小組各成員也很
主動，積極出席，參與教區善別牧民協會舉辦的培育、講座，
過去一年，善別小組曾協助神父為 27 位已亡的信友代禱
及安排殯葬事宜，將亡者託付給天父。去年十一月（煉靈月），
為已亡的兄弟姊妹奉獻了一台追思感恩聖祭，慎終追遠，當晚
有百多個家庭參與。
售賣公教報
堂區議會於每主日安排不同善會，輪流售賣公教報，這不
但可鼓勵教友閱讀教區刊物，從而加深對教區及普世教會的認
識，更可培育自己的信仰。



教友總會評議會及周年大會
本堂會長、副會長，代表出席每兩個月一次的評議會會議。
敎友總會於2010年3月10日（星期三）下午6時30分，假香
港西灣河耀興道72號聖十字架中心5樓，舉行第 51屆 周 年 大
會。

出版堂區禮儀記事簿
每年皆會印製「禮儀記事簿」，免費派發予堂區教友。
它除了提供每日讀經的章節外，更印有每週不同的金句，
以加深教友們在靈修及對教會禮儀上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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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1 日至 2010 年 8 月 31 日收支報告表

鐸區傳教節活動
由西南九龍鐸區九個堂區合辦大型戶外傳教節活動，日期
為 200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於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舉行，主題為：「起落有得 FUN！喜樂有得分！」。邀請了麥
潤壽及鄺佐輝作見證。
鐸區將臨期及四旬期避靜
鐸區將臨期避靜於 2009 年 12 月 13 日（主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於九龍華仁書院聖依納爵堂舉行。由譚錦榮
神父主講，主題為「希望的呼喚 － 朝拜慈愛的天主」。
四旬期鐸區退省於 2010 年 3 月 21 日（主日）下午 2 時至
5 時 30 分於石硤尾聖方濟各堂舉行。神師為蔡惠民神父，主
題為「耶穌的誘惑」。
2 次避靜均有 400 至 500 位教友參加。
參與鐸區主保瞻禮
堂區議會幹事出席祝賀：西南九龍總鐸區內各堂區的主保
瞻禮，計有：聖老楞佐堂、聖方濟各堂、中華聖母堂、聖保祿
堂、聖依納爵堂、聖德肋撒堂、進教之佑堂及紅磡聖母堂。

Date
日期
05/09/2009
16/09/2009
27/09/2009
01/10/2009
01/10/2009
26/10/2009
27/11/2009
20/12/2009
31/12/2009
20/03/2010
20/03/2010
20/03/2010
21/05/2010
30/07/2010
30/07/2010
31/07/2010
07/08/2010
26/08/2010
29/08/2010
31/08/2010

Particulars
摘要
承上年度結存
紅磡聖母堂主保瞻禮禮物
周年大會小食
聖方濟各堂主保瞻禮禮物
聖德肋撒堂主保瞻禮禮物
慕道者同樂日
堂區路向營
主日茶座 — 撥入現金
聖誕報佳音
利息（2009/12/31）
農暦新春團拜小食
主日茶座 — 撥入現金
教友捐獻 — 梁江慧玲
進教之佑堂主保瞻禮禮物
聖保祿堂主保瞻禮禮物
主日茶座 — 撥入現金
聖依納爵堂主保瞻禮禮物
聖老楞佐堂主保瞻禮禮物
中華聖母堂主保瞻禮禮物
兒童及青少年歌唱比賽
利息（2010/6/30）
總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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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pt Payment Balance
收入 ($) 支出 ($) 餘額 ($)
24,579.53
500.00
24,079.53
515.00
23,564.53
285.00
23,279.53
350.00
22,929.53
2,155.80 20,773.73
1,000.00 2,781.50 18,992.23
3,500.00
22,492.23
380.00
2,615.00 20,257.23
1.22
20,258.45
414.00
19,844.45
1,500.00
21,344.45
1,000.00
22,344.45
350.00
21,994.45
236.00
21,758.45
2,500.00
24,258.45
457.00
23,801.45
438.00
23,363.45
311.60
23,051.85
2,957.50 20,094.35
0.84
20,095.19
20,0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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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週五為耶路撒冷聖地籌款

為明愛籌款
2009年繼續為明愛售賣合共700本籌款獎券，故共籌得款項
為：港幣$HK$70,346.-。
2008年繼續為明愛售賣合共700本籌款獎券，因有教友只捐
款而不取獎券，故共籌得款項為：港幣$70,590.00。
2007年籌得款項：港幣$71,870.00。
2006年籌得款項：港幣$70,110.00。
另外，在本年明愛賣物會2個攤位（包括：賣物及遊戲）中，
共籌得：港幣$37,415.80。
四旬期運動籌款
2009年合共籌得：港幣$155,284.35。
2008年籌得款項：港幣$116,593.26。
2007年籌得款項：港幣$120,571.79。

2009年籌得善款合共：港幣$30,881.96
2008年籌得款項：港幣$29,905.60。
2007年籌得款項：港幣$27,865.80。
為聖召祈禱捐獻
2009年捐獻：港幣$3,640.00。
2008年捐獻：港幣$2,548.80。
聖週四「
聖週四「愛心捐獻」
愛心捐獻」籌款
2009 年 4 月 1 日聖週四於「主的晚餐」禮儀中舉行特別
的愛心捐獻，為「重慶市萬州區大興村人畜飲水工程項目」籌
款，此項目須 HK$224,542.00。愛心捐獻 + 克己午餐盈餘，
合共籌得款項：HK$183,912.12；尚欠$40,629.88，由堂區支付。

聖週四「
聖週四「愛心捐獻」
愛心捐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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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的聖週四我們特別為「甘肅省酒泉市瓜州縣小宛農
場二分場六連村」興建診所募捐。
當晚愛心捐獻籌得：港幣$81,347.60 ＋ 克己午餐（扣除開
支）：港幣$2,548.40，合共籌得款項：港幣$83,8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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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of the Various English-Speaking Groups
Rosary Church, Kowloon
September 2009
2009 to Augus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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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re is a vibrant English Speaking community at Rosary
Church. It is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three Sunday
liturgies celebrated in English witness to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Church. The assistant pastor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storal
care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community is Fr. Eamon Sheridan SSC.
Fr. Eamon and Fr. Francis Bakongo CICM celebrate English liturgies
during the week. Fr. Eamon is a member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St. Columban.

He regularly travels

abroad as part of his work with the General Council.

We are

grateful to the members of the Missionary of St. Columban who
substitute for Fr. Eamon while he is away.

To assist in pastoral

ministry the Parish has an English speaking Pastoral Committee
(EPC). We are also grateful to the many volunteers who help in so
many ways. Without them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meet the
pastoral needs of the community.

English Pastoral Committee (EPC)
The English Pastoral Committee (“EPC”) is composed of
parishioners who have been invited by the Pastor to repres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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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of the parish community who use English as their
language of worship.

The EPC, through Fr. Eamon, advises the

pastor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 community. The EPC takes the lead
role in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special liturgies, activities, and
the like. It meets every second Friday of each month.

On 22nd November, 2009 – the end of the liturgical year – the
EPC organized the annual Eucharistic Adoration in honour of the
Solemnity of Christ the King.

The adoration took place in the

Parish Hall after the 12.30p.m. Sunday Mass for the entire
afternoon and ended at 6.00p.m. with benediction in the Church.

To plan the liturgy for the Year 2010, the EPC held it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 on 16th January, 2010 (Saturday) at the
office of EPC Treasurer, Michael Sadarangani.

This was followed

by dinner at the Club Recreio.

On 28th March, 2010 (Palm Sunday), the EPC organized the
annual reconciliation and “mini-retreat”
Church. This annual

for parishioners at Rosary

Lenten activity aims to

provide all

English-speaking parishioners the opportunity to spiritually pre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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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oly Week.

During the year EPC has organized various workshops:
Sunday, 7th March, 2010, Fr. Trevor Trotter gave an informative
and constructive workshop to the commentators/lectors.
Tuesday, 30th March, 2010, Fr. Sean McDonagh gave a very
interesting lecture in the parish hall entitled Ecology and the
Eucharist.

This wa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and refreshment.

Friday, 21st May, 2010, Fr. Tommy Murphy gave a whole-day
retreat to the English speaking Eucharistic Ministers of Rosary
Church. The retreat ended with the celebration of the Eucharist.

Children’s Catholic Instruction Programme
Classes for 2009/2010 began on 12 th September 2009, with
enrollment of 37 children, 3 of whom later dropped out of the
programme.
Classes were held every Saturday morning.

On the eve of Pentecost, 22nd May, 2010, 22 children received
First Holy Communion and 14 young people receiv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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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ament of Confirmation at a Mass presided over by our Bishop,
John Tong.

Our parish priest, Fr. John Baptist Tsang, our assistant

pastors, Fr. Eamon Sheridan, SSC and Fr. Francis Bakongo, CICM
concelebrated.

The service was followed by a gathering in the

Parish Hall to celebrate the children’s special day.

At a penitential service held the week before on 15th May,
2010, 22 children received the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On Easter Sunday, 12th April, 2010, 2 children were baptized
at the 12.30p.m. Mass and during the year 20 infants received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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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Healing on the last Wednesday of every other month as a
service to the parish. These masses were usually well at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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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Fr. Carter’s departure, we have been very blessed to
have Fr. Timoteo Merino, O.P. and Fr. Harold Naylor, S.J. help out
with the Mass for Healing.

Rite of Christian Initiation for Adults (RCIA Programme)
The RCIA Programme is a one year programme for English
speakers. Classes are held every Friday evening in the 1st floor
Meeting Room of the Church Rectory.

During the year 2009-2010, 6 adults received the Sacraments
of Initiation , 3 adults received the Sacrament of Confirmation and
1 was received into the Catholic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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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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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present there are 33 children in the choir.


As in previous years, the Children’s Choir parents core group
organized a number of fellowships to celebrate birthdays,
Halloween and Christmas.


Orientation,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for potential choir
members are ongoing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year.

Christian Meditation Group
This ecumenical group continues to share the vision of peace
and unity through meditation, meeting every Tuesday at 8 – 9p.m.
to support each member’s daily commitment to the inner
pilgrimage.

This year’s annual 2-day Silent Lenten retreat was

held on 26th and 27th February 2010 at the Diocesan Retreat House
in Chung Hom Kok.

In August 2010, as part of the global spiritual community of
World Community for Christian Meditation (WCCM), a number of its
meditators together with and in coordination with WCCM(H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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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the Rosary Church Group is a member, went on a 7-day
pilgrimage to Malaysia, retracing the steps of its founder, John Main
OSB. They were accompanied by one of the Spiritual Advisors, Fr.
Sean Dwan, SSC.

Life Teen
The Rosary Church Life Teen Youth Ministry is now in its sixth
year and continues to make headway in its mission of “leading our
teens closer to Christ”.
Teenagers of varying ethnicity attend the regularly scheduled
Life Nights held every Saturday and the once-a-month Life Teen
Mass held in the parish.
As they have done so in previous years, our Life Teens were at
the forefront in the planning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annual English
Lenten Prayer Service held the eve of Palm Sunday, the “Family
Living Rosary” held in October and the traditional Midnight Mass
Service last December.

A special Life Teen prayer service entitled

“Fishers of Men” was also held in the parish hall on January 23 on
the occasion of the “Year for Priests”. Thirteen priests who ha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been part of Rosary Church were invi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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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ured with testimonials, fellowship and prayers during the event.
As part of their Advent observance last year, our teenagers also
engaged in collecting goods that was donated during their visit to
the Bethune House – a shelter for abused migrant workers in
Kowloon – as a prelude to the parish’s “Giving Tree” programme for
Christmas.
The teenagers also planned and executed a fund-raising
activity entitled “The Walk!” in February and raised HKD
100,700.00 in donations, which augmented the programme’s
parish budget allocation for 2010. Life Teen was therefore able to
send a record-breaking 48 teenagers and 14 adults core facilitators
to their annual 3-day retreat at the Salesian House in Cheung Chau
last August. About 33 teenagers and 13 adults core facilitators
were also able to attend the annual one-day Lenten teen
recollection held in March at the PIME House in Sai Kung.
Life Teen’s fifth year anniversary was celebrated last May 31
with a potluck fellowship in the hall followed by a special Life Teen
Mass celebrated with the 7p.m. Sunday Mass congregation.
It was indeed another awesome year full of blessings and
grace.
The Youth Minister and his core team prayerfully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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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dfast to their commitment in reaching out to more and more
t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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