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德聖母堂堂區議會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年第一次常務會議
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二零年 1 月 12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正
地點：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LG01 室
出席：岑維立神父、鮑致謙神父、林俊明、蔡文綺、譚偉強、梁銘謙、衞阮慧珍、馬寶琛、
吳礎基、Reggie Ranjeer Khatik、盧燕筠、黃可欣、巫美玲、張景唐、蕭文儀、吳欣
嬋、吳詠儀、Mariah Stewart、譚美慧、麥君佐、李國維、朱衛煌、何美怡。
告假：沈晉希、任寶倫、關永榮、蘇婉嫻、林文志、姜美行、劉禮榮。
列席：張嘉藍（明愛中心協調主任）。
1. 開會祈禱 — 蕭文儀
2.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2.1 在沒有修改和反對下，全體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3.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3.1 建議各位議員閱讀會議紀錄後，發覺錯字時，及早通知秘書在召開下一次會議前更正；
3.2 在沒有反對下，全體通過是次會議紀錄。
4. 財政報告
4.1 銀行存款總結餘（2019 年 12 月 31 日）
：HK$50,172.46。
（詳情，請參閱附頁）
；
4.2 在沒有反對下，全體通過是次財政報告。
5. 2020 年度活動計劃及分工（詳情，請參閱附件）
5.1 開會日期及祈禱安排
5.1.1 會長擬定了 2020 至 2021 年度 12 次常務會議的日期及議員負責開會及散會祈禱
的次序，請須要告假的議員及早通知會長及秘書。
（詳情，見附頁）
5.2 堂區議會 2020 年度主題
5.2.1 教區宗座署理湯漢樞機在他頒佈的 2019 年將臨期牧函中宣佈教區在 2020 年的
牧民主題是：
「主！快來！」
（阿拉美語「Maranatha」
）
。這個主題包括 3 個發展
的幅度：1.「聆聽同行，重燃希望」
、2.「接納限制，走出困局」
、3.「轉化傷痕，
迎向新生」
；
5.2.2 在沒有反對下，全體通過堂區議會 2020 年度牧民主題：
「主！快來！」 —
聆聽、接納、轉化。
5.3 主保瞻禮(125 周年)
5.3.1 明年（2021 年）將是堂區成立 125 周年。議會鼓勵並邀請各個堂區團體（包括
善會/常務團體/功能團體）在周年的活動中，最少有一項能夠配合堂區慶祝成
立 125 周年來的福傳、牧民的歷史足跡及持續的發展，培育教友更認識及讓非
教友有機會認識堂區；
5.3.2 希望從 3 月開始，就於每一月舉行一項相關的活動，直到明年的主保瞻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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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各個團體在幹事會會議（2 月 16 日）前通知幹事會初步的計劃；幹事會將
會統籌舉行的日期；
5.3.3 暫時已經確實的活動
5.3.3.1 聖母軍：將會在 2 月 16 日前通知幹事會活動的計劃；
5.3.3.2 資訊組：將會全面更新堂區網頁，設立手機瀏覽的功能。亦會上載相
關慶祝 125 周年的活動；
5.3.3.3 墨西哥（聖母）朝聖活動：暫定於 2020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5 日舉行，
旅程：大約 16 日，若然，順道遊覽古巴，就要 18 日。
5.4 茶聚(主日/歡迎新教友/周年大會)
5.4.1 聯絡幹事/議員：馬寶琛、蕭文儀。
5.5 堂區議會退省
5.5.1 聯絡幹事：吳礎基、衞阮慧珍。
5.6 堂區議會及團體介绍
5.6.1 舉辦「堂區善會日」，介紹堂區團體給教友及非教友認識；
5.6.2 聯絡幹事：林俊明、蔡文綺。
5.7 長者朝聖活
5.7.1 聯絡幹事：林俊明、蔡文綺。
5.8 明愛賣物會
5.8.1 聯絡幹事：譚偉強、Reggie Ranjeer Khatik、沈晉希。
5.9 教友總會聯繫
5.9.1 聯絡幹事：梁銘謙；
5.9.2 代表議會出席教總代表幹事：梁銘謙。
（幹事會鼓勵並歡迎議員及教友參與策劃上述 5.4 至 5.9 項的活動）
6. 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訊息簡報
6.1 詳情：請參閱附頁。

7. 活動檢討/報告
7.1 明愛賣物會
7.1.1 堂區明愛小型賣物會：已於 2019 年 11 月 17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在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有蓋操場舉行；
7.1.2 共籌得善款：HK$16,010.20；
7.1.3 感謝關社組及婦女會成員的協助；
7.1.4 專責小組建議今年（2020 年）適宜在堂區舉辦一次 Pre-sales；
7.1.5 雖然專責小組已經正式解散，然而，小組的 WhatsApp 群組仍然保留，成員亦願
意繼續參與籌備今年的賣物會；
7.1.6 召集人曾經在去年（2019 年）12 月 22 日，星期日，前往九龍聖老楞佐堂（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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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屋邨）舉辦的堂區明愛小型賣物會觀看，參考其他堂區籌備的經驗及方式。
7.2 會章修改
7.2.1 修改會章的建議已經獲得周年大會通過，隨後，就會呈交教區秘書處及教友總
會備案；
7.2.2 會章英文翻譯版，將會因應今次的修改，再作補充，經主席審閱，就會呈交
今年的周年大會批核。
7.3 周年大會
7.3.1 如期在 2019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下午 12:15 於余二 LG01 室順利舉行；
7.3.2 感謝馬寶琛及楊綺霞準備籌備茶點及安排場地的工作；
7.3.3 當日，會議有 37 位教友出席，詳情，請參閱已經傳送給上屆和應屆議員的會議
記錄。
7.4 教友總會聖召行 1.0
7.4.1 已經於 2019 年 12 月 26 日在聖神修會舉行；
7.4.2 夏志誠輔理主教除了感謝岑神父和參與服務及出席的教友外，更希望堂區繼續
積極參與日後同類活動的籌備的工作；
7.4.3 岑神父非常欣喜堂區的教友積極投入是次的活動。他重提堂區的一個傳統：
星期四清晨彌撒（上午 9 時 15 分）的意向是：為聖召祈禱。這一個優良的傳
統正是彰顯堂區教友對聖召熱切的祈求；
7.4.4 議會感謝上屆副會長蘇婉嫻統籌的工作；
7.4.5 詳情，請參閱附頁。
8. 專責小組進展報告
8.1 堂區徽標設計比賽
8.1.1 教友投票：已經於昨天的主日提前彌撒（置富聖堂）和今天置富聖堂及華富彌
撒中心的彌撒舉行。共有 1,302 投票「次數」
【每一位教友可以投 3
個組別（小童、中學、公開）的作品各一票】
。結果：置富聖堂：382
票、華富彌撒中心：58 票。議會感謝朱嘉恩姊妹的協助，迅速地計
算出投票的結果；
8.1.2 最後結果：將於下星期公佈每一個組別的優勝者（一位）
【教友投票的結果加上
校長、專業人士和神長的投票結果（各個評審組別均佔總評分：25%）
】
8.1.3 頒獎日期：主保瞻禮慶典日（2 月 9 日）
。
8.2 主保瞻禮
8.2.1 堂區主保瞻禮定於2020年2月9日舉行；
8.2.2 活動流程：聖母像出遊及恭唸玫瑰經（9:30am）
。中英雙語感恩祭（10:30am）
於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禮堂舉行，主禮嘉賓：周景勳神父。2020-2021年度堂
區議會議員派遣禮（在彌撒後段）
。堂區徽章設計比賽頒獎禮（學校操場）
、聚
餐（到會方式）於學校有蓋操場及123+1同樂日（學校操場）
；
8.2.3 門票發售：1月19日開始發售，每位HK$30.00，大小同價。設置門票的目的是
方便準備食物的份量；
8.2.4 抽獎：鑒於有限的預算，只能夠向堂區聖物部（婦女會負責）購買一個金的擺
設（大約HK$400.00）作為其中一份獎品。感謝熱心的教友捐贈禮物作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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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聚餐支出預算：大約HK$29,000.00。已獲得堂區財務委員會批准；
8.2.6 詳情，請參閱附頁；
8.2.7 有議員提問：聚餐的支出的金額來源？岑神父回應，是由堂區財務委員批核給
堂區議會的周年活動預算支付。議會的活動經費都是由教友日常捐獻給堂區的
奉獻（例如：每一台彌撒教友的奉獻、個別教友自願奉獻的彌撒金等）批撥，
並非從堂區的「教友周年奉獻」支出；
8.2.8 議員亦提問：是否應該以比較昂貴的外判「到會」方式聚餐、只收取HK$30.00
的門券，而讓堂區支助較大金額在「飲食」中？岑神父回應，這是一個屬於全
部堂區教友的一個慶典、一個開心的日子，聚餐的飲食只是活動中的一個環節
。他再說，今年的慶典安排於主日舉行，是讓英文團體的成員亦能夠一起參與
慶祝。他認為並非每一位教友都在經濟上能夠負擔二、三百元的酒樓席券，況
且，堂區亦非常常以這樣的方式慶祝。會長亦說，堂區的活動經費來自教友亦
只會使用在每一位教友的身上。其實，不外判「到會」而由教友協助準備供給
幾百位教友的食物，不過是教友奉獻了自己的精力及時間。他希望教友盡量出
席。專責小組重申：一定會謹慎地運用來自教友的奉獻。是次安排的方式只是
讓教友不須勞碌，舒適地參與慶典；
8.2.9 自由奉獻：將會設置箱子讓教友奉獻。
9. 常務小組進展報告
9.1 福傳
9.1.1 The Evangelisation Group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recruiting new
members. All members have to be appointed by the Parish Priest.
9.1.2 A detailed work plan will be presented to ExCo during our next
meeting on 16 Feb 2020.
9.1.3 During the past month, I have participated in some activities
relating to evangelisation, including the Christmas carol singing
held at QMH, and I also invited other parish members to join the
event or help out on gift wrapping.
9.2 禮儀
9.2.1 詳情，請參閱附頁。
9.2.2 聖母像出遊
9.2.2.1 統籌：周國英；
9.2.2.2 抬負聖母像：需要 8 位男士，置富聖堂中文團體：4 位、英文團體：2
位、華富團體：2 位；請決定參與的議員直接聯絡周國英或者正副會長；
9.2.2.3 維持秩序: 邀請[服務小組]負責，亦鼓勵各位議員及教友協助，請有
意做義工的議員聯絡副會長。
9.2.3 四旬期禮儀
9.2.3.1 逢星期五拜苦路：晚上八時置富聖堂，今年，暫時邀請的 6 個協助團
體：聖言宣讀組、送聖體員、華富團體、聖母軍、婦女會，主日學。
已經編定團體負責日期的次序表，若然，日期不便，請通知副會長。
9.3 培育
9.3.1 待 1 月 20 日的會議後才於下一次常務會呈交詳細的報告；
9.3.2 沈晉希幹事加入了培育組。繼續物悉適當的，尤其是年的教友，推薦給岑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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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加入小組。
9.4 關社
9.4.1 詳情，請參閱附頁；
9.4.2 周年退省：
9.4.2.1 已經在 2019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至下午 3 時 45 分，在
學校 LG01 室舉行。以觀賞電影：
《天堂小屋（”The Shack”）
》作為
反省的資料。有一位應屆議員出席並與小組成員深情地分享他的信仰
反省；
9.4.2.2 祈禱及朝拜聖體：3 時 45 分至 4 時 45 分在聖堂舉行。
9.4.3 聖雲先會「輕鬆飯局：聖誕聯歡盤菜宴獻唱
9.4.3.2 小組自動請膺獻唱一首經典 folk song: Today 及關正傑的金曲：
《相
對無言》。兩首歌曲的歌詞配合了將臨期的其中一個主題：醒寤。
9.4.4 瑪麗醫院聖誕報佳音
9.4.4.1 感謝褔傳組的邀請，參與子聖誕前夕（6pm-8pm）向醫院病友報佳音，
感受良多。
9.4.5 小組牧民使命
9.4.5.1 「先知主導 僕人為輔 深耕社區 走進社會」
（依據教區於 1999 年 8 月
頒佈的《堂區關社組指引》的內涵和精神擬定）
；
9.4.6 小組 2020 年周年活動方向/主題
9.4.6.1 「愛主、愛人、愛大地」；
9.4.7 2020 年第一次常務會議：1 月 13 日，商討並決定配合堂區議會及小組的牧民主
題、堂區成立 125 周年慶典而舉辦之活動的日期及負責組員；
9.4.8 鼓勵並歡迎關心社會事務，尤其是不公義的事情的議員加入關社組。請聯絡召
集人：譚偉強或者副召集人：盧燕筠。
9.5 婚姻與家庭牧民組
9.5.1 夫婦婚姻周年紀念祝福禮
9.5.1.1 已經於聖家節主日（12 月 28 日）的提前彌撒為 4 對夫婦的結婚周年
紀念（20 年、30 年、50 年）舉行祝褔的禮儀；
9.5.1.2 岑神父滿足了一對結婚 10 周年夫婦的請求，定於 1 月 25 日，星期六
（農曆年初一）的主日提前彌撒特別為他們施行祝福禮。小組亦會贈送
紀念的禮物。
10. 其他堂區團體簡報
10.1 傳道組
10.1.1 星期一慕道團
10.1.1.1 2 月 22 日(六)6:00p.m.感恩祭中為慕道者舉行「收錄禮」；
10.1.2 星期日慕道團、星期六慕道團
10.1.2.1 2 月 1、8 日 神父接見慕道者，了解他們領洗的意願；
10.1.2.2 2 月 29 日 6:00 p.m.感恩祭中為候洗者舉行堂區「甄選禮」；
10.1.2.3 3 月 7、8 日 參加長洲思維静院慕道者靈修週末退省；
10.1.2.4 3 月 21 日 6:00 p.m.感恩祭中為候洗者舉行堂區「考核禮」；
10.1.2.5 3 月 29 日 參加教區禮儀委員會主辦的「候洗者考核傅油禮」；
10.1.2.6 4 月 11 日 將有 16 位成人和 6 位慕道者子女領洗。1 位領受堅
頁 5 / 8

振。
10.2 資訊小組
10.2.1 露德之聲
10.2.2.1 第四期將在下一個主日出版派發；
10.2.2.2 2020 年度第一期籌備工作：預算在 2020 年 4 月份第一周出版；
主題為：主保瞻禮；除之前約定的堂區團體外（包括聖雲先會露
德聖母堂恊會、聖則濟利亞聖詠團及傳道組），歡迎其他個人或
團體投稿，截稿日期為 2 月 15 日。
10.2.2 2021 堂區禮儀年曆記事簿
10.2.2.1 設計將繼續採用短版。因為時問題，本堂資料只會以中英對照；
10.2.2.2 計劃教區資料及年曆將完全雙語印製；
10.2.2.3 建議編輯每一個星期使用兩頁的年曆，讓文字較大、記事的版
面較多。
10.2.3 堂區網頁
10.2.3.1 中、英文版資料仍需更新，詳情計劃仍在探討階段。
10.2.4 堂區資料庫
10.2.4.1 重新整理，考慮出版 125 周年特刊；
10.2.4.2 歷史更新：需要人手及時間完成；
10.2.4.3 過往的露德之聲正本已陸續收集儲存，同時亦開始掃描副本，陸
續上載至堂區網站；
10.2.4.4 將在露德之聲設位置，專門介紹堂區歷史，使堂區教友，尤其是
年輕人對堂區有更深入了解，從而增加他們對堂區的歸屬感。
10.3 聖伯爾納德聖詠團
10.3.1 招募及訓練新琴師
10.3.1.1 現時，因為只有兩位琴師，他/們亦已經就業，所以於下個主日
發出招募的堂區報告。
10.4 婦女會
10.4.1
10.4.2
10.4.3
10.4.4

2019 年 12 月 7 日，12 位會員協助修補一些破損的歌書。
12 月 8 日至 12 月 29 日，8 位會員協助售賣 2020 年月曆。
12 月 8 日，聖誕聯歡，36 位會員及家屬、兩位神父及修女出席。
2020 年 1 月 18 日，星期六，將會導賞 70 位前來堂區朝聖的聖羅撒中學的
公教老師及學生。
10.4.5 繼續負責在主日售賣聖物。

10.5 聖母軍
10.5.1 日前，於堂區書報社的位置介紹了聖德蘭修女生平的資料。
10.5.2 稍後，介紹顯靈聖牌的歷史來源、聖牌前面展示的無原罪聖母及背面之十
字架的意思。
10.6 明愛訊息
10.6.1 明愛慈善獎券
10.6.1.1 明愛收到的金額：HK$13,867,240.00，比較去年增長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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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 明愛總裁/助理總裁及地區事務位前往堂區售賣的金額：
HK$714,741.00（包括捐獻），比較去年增長 99.40%。
10.6.2 明愛慈善曲奇餅
10.6.2.1 收入：HK$485,673.00，去年：大約 HK$550,000.00。
10.6.3 2019 年明愛堂區小型賣物會
10.6.3.1 暫時，收入：HK$588,291.10；
10.6.3.2 露德聖母堂籌得善款：HK$16,010,20.。
10.6.4 2020 年港島區賣物會
10.6.4.1 日期：11 月 1 日、地點：銅鑼灣維多利公園。
11. 神父勉語
11.1 岑神父說，今天是新一屆議會的常務會議，他對自己首要的要求是記住每一議員的
名字；他即時指認出每一位出席議員的英文名字；
11.2 他提醒議員謹記自己出任時對議會的承諾、承擔並奉獻自己的神恩；
11.3 他重申普世教會在世界的目標就是跟隨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目標：
「拯救全人類」
。
信眾須要去幫助別人認識救恩和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世主。議員更須要清楚認識並向
教會承諾跟隨這一個目標。團體議員參與議會的目標並非為了自己所屬團體的事奉
而是教會整體的目標而努力；
11.4 他強調，議員須要持有一份與別人合作的精神及態度，除了奉獻自己的優點外，更
要欣賞及學習別人的優點和接受其弱點及不足；
11.5 他指出議員須要有一個開放的思想、心靈和宏觀的視野，深遠地觀察事物，並要認
識、尊重及投入堂區及堂區議會運作的程序及方式而不囿於己見而強行。
11.6 他勸勉，大家亦要奉獻出一些精神及時間於個人的靈修及培育。他希望並要求每一
位議員都參與堂區議會將會舉辦的周年避靜。他又鼓勵大家參加教區或者堂區舉辦
的培育活動，如領袖訓練、靈修講座等。
11.7 他相信既然大家決定參加議會，大家已經準備奉獻自己的精神及時間跟隨教會及堂
區去滿全其目標，並會積極地參與推行、完成議會周年活動的計劃；
11.8 他建議，議會應該在年終，周年大會的時刻做一個檢討，回顧目標能否完成及有何
偏離或者不足之處；
11.9 最後，他感謝大家付出的精神及時間，並祈求堂區於展開的靈修培育及活動中感受
天主的臨在及聖母的帶領。
11.10 鮑神父說，今天是「主受洗節」
。節日提醒：一個基督徒的召叫及使命。每一個基督
徒的使命就是：傳揚褔音。服務堂區正是一個方法，幫助我們傳揚褔音，並與我們的
近人分享福音的喜訊，讓他們認識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因此，他鼓勵議員繼續
努力地服務大家的堂區和教會。
12. 其他事項
12.1 堂區周年奉獻
12.1.1 議員提問：教友周年奉獻之用途？岑神父回來應，周年奉獻沒有確立一個特
定的用途。堂區希望亦希望計劃一些使用的目標。今年，財務小組建議藉著
慶祝堂區成立 125 周年，重新油掃聖堂已經殘舊的外牆。青年閣因為曾經被
雨水浸入，須要修理或者裝修，但是，它是屬於學校的房間，任何的工程都
要與學校商討，再經教育局審議後才能夠進行；
12.1.2 堂區無權儲備太大金額的教友奉獻，到了某一個金額，就要把一部份奉獻呈
交教區，這一個地方地方教會整體的用途。
頁 7 / 8

13. 下次開會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星期日）下午二時正
14. 散會祈禱 — 吳詠儀
會議在下午 4 時結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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