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外
堂區牧民議會幹事卸任感言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堂區牧民議會」係隸屬「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的組織，負責維繫及收
集本堂教友的意見、推廣教友宣揚福音活動、協助牧職團發展牧民工作，以配合教區推動的
『精誠團結、集體領導、共負責任』的精神為主旨。
本堂的牧民議會﹝初名：堂區議會﹞於一九九四年九月成立，第一屆幹事於九月四日在真福張
大鵬彌撒中心舉行宣誓儀式開始，發展至今已是第十屆了， 由最初兩年任期，至第十屆改為三
年一任。感恩的是，第十屆幹事們雖沒有太大的建樹，尤幸在彼此間互補長短、互相扶持下完
成現屆各項活動。今年八月尾，幹事任期即將屆滿，功成身退，祈望新一屆幹事們發展所長，
使堂區更能長速地發展。

堂區牧民議會 - 會長 劉錦珠 Tommy
我很高興能成為天主的工具。在聖神的帶領下，
我不斷成為歌詠團成員、慕道班導師及至堂區牧民
議會成員，每一階段的參與，都讓我加深對天主的
認識和加強配合天主旨意的生活。
在這兩屆會長任期內，本人有機會接觸教會不
同層次訊息；例如教宗勸籲、教會憲章、天主教教
理、教區指引和堂區牧職團指導，和參與策劃及推
行堂區牧民和福傳的活動。任內經歷了保祿年、
信德年、學習年，堂區活動幫助我們作為教友重溫
聖保祿傳教足跡及梵二文獻精神，及明白教友的司
祭、先知和君王使命和人生最寶貴的就是永生福樂
的靈性目標。
這階段的參與可算是我信仰歷程的大躍進 ! 讓
我領會到祈禱、謙遜和包容是達致團體共融和彰顯
天主救恩的重要元素。
祈禱──讓天主聖神臨在我們當中，引領我們
導跟從天主旨意去處理我們家庭、工作及堂區事奉。

包容──以愛心去接受每位兄弟姊妹都有獨特
性格和不同意見，亦該特別關注身邊需要幫助的人。
感謝天主的帶領及賞賜。在此希望各位堂區的
兄弟姊妹能積極報名支持參與今年的會長及幹事選
舉，齊為這個「家」努力，同頌主恩 !
天主保佑 !

劉錦珠 Tommy

謙遜──就是操練放下自己的主見，接納天主
的安排，以團體的利益為優先。

堂區牧民議會 - 內務副會長 陳志忠 Austin

經過一番思考，不如就過往兩年半任期內的得
與失，作出檢視。
我試圖從兩方面作出反省；在人神方面，由於
幹事會有責任策劃及協助神職人員舉行大大小小的
堂區活動，每次活動總會面對或多或少的外在困難。
因此每次我和幾位幹事都會祈求上主的恩寵，希望

每一次的堂區活動都能在祂的聖意內進行。可幸的，
上主都一一應允。就如往年的福傳嘉年華及最近的
新春聯歡盆菜宴，天氣的好壞，實在有著莫大的影
響；在過去的一個星期，每天都下著雨，實在令人
擔憂，結果上主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合適的天氣進行
活動，真是感恩。而我對上主的信賴之心，亦日漸
增加。每天在一早一晚祈禱的時候，除了有求恩的
盼望，更多了一份感恩的喜樂。至於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雖然已經比以前有所改善，但老實講一句，
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感謝神長及幹事會對我的包
容，我定必繼續努力改進。
作為一位堂區議會幹事，雖則是一種服務及要
付出相當的時間，但同時在信仰路上有著莫大的體
會及得著，實在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主祐大家 !

陳志忠 A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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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牧民議會 - 外務副會長 鍾楚雄 Joseph
港天主教教友總會、新界東北總鐸區、明愛等組織﹞
的會議及聯繫，我有時或因家事繁重、或因健康問
題、或其他事務困身，感到工作量沉重，確實有分
身乏術的感覺，使有些會議或活動無法抽閒參與，
實在有辱職守。尤幸，幹事會有一個多才多藝的會
長，一位萬能老倌的內務副會長，及其他充滿活力
的幹事們齊心協力地承擔了許多會務，否則會務那
有今天的成就 ?

我是一位年近七十高齡的退休人士，於一二年
五月的幹事選舉中，獲選任為外務副會長，亦要兼
任總務專職組幹事職務。隨着今年五月的幹事選舉
後，候任幹事們在九月宣誓就職後，便要展開任期
三年幹事生涯，而現任幹事則要在八月尾全部卸任
了。
回顧我在這兩年半﹝尚有五個月任滿﹞的任期
中，感到喜悅的是有機會獻身堂區，為教友服務。
雖然有個別的專職組幹事中途離任或因工作關係未
能全身投入，以致缺乏人手，幸未致嚴重有碍於堂
區的運作及發展。最欣喜的是評議會議決的各項活
動，在幹事們、善會團體和教友們眾志成城下，
得以順利完成，為頌為慰。至於對外事務﹝包括香

第十一屆牧民議會幹事選舉在即，請大家一同
祈求上主，繼續派遣聖神，引領我們在天國的道路
上前進。以我一個六十歲尾的衰翁來說，實在有力
不從心的感覺，因應新一屆幹事上任而退下火線。
今年五月的幹事選舉在即，還望得到更多年輕教友
參與選舉，以及眼睛雪亮的教友選出賢能之士，
為堂區服務。
耶穌基督曾經說過：「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
兄 弟 中 的 一 個 所 做 的， 就 是 對 我 做 的 一 樣。」
﹝瑪 25：40 ﹞堂區是要拓展對內、對外的事務，
相應地需要更多人手去策劃及服務。教友們，請伸
出援助之手，抽出寶貴時間，參與牧民議會幹事工
作，使牧民議會更加邁向真、善、美，從而彰顯出
天主對人類偉大的愛之情。
主祐大家！

鍾楚雄 Joseph

堂區牧民議會 - 中文秘書 莫淑濠 Jennie
在 2011 年 11 月歐陽神父邀請我加入堂區評議
會負責中文秘書一職，以補替因現職秘書需在 2011
年底出國深造。因自己從來未有此經驗，而且自覺
中文水準平平，恐怕未能勝任而想推卻，但經歐陽
神父不斷鼓勵，自覺這或許是主的使命，所以答應
出任，並希望可為堂區盡力服務。
在最初抱著患得患失的心情到現在已不經不覺
服務了三年多，在這三年中，對堂區評議會的工作

著笑容及充滿活力地討論堂區事務。我亦特別欣賞

瞭解多了。明白堂區的工作服務範疇很廣，善會團

各人在商議各項議程時，在各抒己見後，仍願意聆

體有 22 個，堂區內各位神父在對內及對外的日常職

聽別人的意見，大家懷著謙遜、包容及接納的態度，

務的確十分繁重，極需要堂區教友的支持及協助。

放下自我，一起解決問題而達至共識，活出「愛主

故此，評議會內各位幹事及組員便擔當了重要的角

愛人」基督的教訓，帶出「堂區是我家，不分你我

色。

他」的精神。
在每次的例會中，我需負責將討論的問題議決

時間及才能等是主的白白賞賜，在此希望各位

記錄下來。在會議中，我深深體會到在評議會內共

堂區的兄弟姊妹能積極報名支持參與今年的幹事選

融合一的精神。每位幹事及善會代表，雖然自身日

舉，齊為這個「家」努力，同頌主恩 !

間工作繁忙，但在會議中，仍可以看到他們仍然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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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一為莫淑濠

主祐大家 !

莫淑濠 Jennie

堂區牧民議會 - 英文聯絡幹事 王素瑩 Percie
回顧這三年的任期，我都一直在學習，感恩有
一班專業幹事的兄弟姊妹一起並肩策劃堂區團結共
融及福傳的活動，大家都不遺餘力，而我也看到了
大家對堂區發展的細心和關心，身體力行努力去實
踐傳揚福音的態度。就這樣，每經過一個活動，
都是我經驗的累積，也因為有這樣彼此合作及交流
經驗，才會覺得我從中成長及學到福音精神下在現
世中實踐基督徒的生活。

左一為王素瑩

即將卸任了 ! 回想當初，接下英文聯絡幹事一
職，感到任重而道遠。一開始自己掙扎及考慮了之
後，雖然沒有很果斷的答應潘神父，但既然決定加
入之後，就下定決心盡力以赴，在此我要感謝堂區
牧職團及牧民議會給我這麼難得的機會能成為中英
文團體作橋樑聯絡、參與及統籌堂區舉辦的活動。

在此獻上敬意──謝謝大家 ! 期望下一屆各位
幹事們能夠更有收穫和更加茁壯地鼓勵教友參與堂
區並推廣福傳工作。
主祐大家 !

王素瑩 Percie

堂區牧民議會 - 總務幹事 黃國昌 Kenny
做堂區議會成員要做些甚麼呢 ? 這幾年這個問
題我都一直在問自己。
我 2007 年領洗，之後與同年領洗的弟兄姊妹
組織基基團，做慕導班陪談員，幫堂區在節日上影
相，搬東西之類的工作，但都是被動的，被委派的，
被邀請的，很小機會是自發的，主動的。
但有一天，慕導班導師 TOMMY 問我有沒有興趣
幫堂區做事，我想也沒想便說「好」。他便隨著
說，「那麼你去找神父吧」，這時我才嚇了一嚇，
「 甚 麼 ? 找 神 父 那 麼 大 件 事 ?」 心 便 慌 起 來 了。
但既然答應了，便去看一看。
這是 2012 年的某一天，歐陽神父約我見面，
到了他的辦公室，坐下來他便說「很開心，你可以
加入堂區議會為堂區服務，其實做幹事並不困難，
只要有心就可以啦」真的是說這麼容易嗎 ? 正直閒
來沒有甚麼事做，那便試試看吧﹗
初期做著還算好，真的只是幫手攪活動，提意
見，開開會等。但後來要做些大型的活動如﹕新春
盤菜宴，主保瞻禮等的活動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要聯絡，要預備，要計劃，要安排，有著很多很多
的事要做，真要不知如何入手，幸好還有鍾楚雄，
陳志忠弟兄他們與我一起做，我才放心，安心去做，
因為有著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我便能順利完成任務。
感覺好滿足。

但隨著自己家庭的轉變，太太要到澳門工作，
自己轉了新工作，又要時常開夜，堂區的會議都很
久沒有出席了，真心是覺得對不起堂區，對不起神
父，最重要是對不起議會內的兄弟姊妹，尤其是鍾
楚雄和陳志忠，因為他們分擔了我的工作，真的要
在這裡說聲多謝和對不起。
很快便到了堂區議會幹事一職完結的時候，
我在這段時間學到了很多事，多謝神父給我機會，
亦多謝大家的包涵。
主祐大家 !

黃國昌 K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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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牧民議會 - 禮儀幹事 蘇凱玲 Elaine
常年期第二及第三主日的福音是有關主耶穌基
督召叫門徒跟隨祂。這讓我回想起兩年多前自己接
受堂區主任司鐸的邀請，擔任堂區禮儀幹事，我想
這也許是主耶穌對我的一次召叫吧。
堂區禮儀幹事的服務範疇，主要是安排及統籌
堂區內各項禮儀的執行、負責召開禮儀小組會議以
協調各禮儀團體的服務、協助牧職團於堂區內推行
與禮儀相關的計劃、及於評議會會議中就各項計劃
進行諮詢及滙報。

禮儀專職幹事小組會議商討四旬期禮儀安排

能夠順利完成三年禮儀幹事的任期，實在要感

回顧這兩年多的堂區服務，從開始時，因自己

謝堂區內各位神長的指導及幫助，及各禮儀組別內

對教會禮儀知識的匱乏，令我覺得不知所措，甚至

組員的包容、忍耐及合作。感謝天主，祂使我透過

感到氣餒及失去自信心。幸運地經神師指導後，

教會服務，認識教會的禮儀，及堂區內一班熱誠事

我透過積極參與教區主辦的禮儀訓練課程，同時透

奉的弟兄姊妹，更讓我認知自己的不足及團體互愛

過協助籌備及推行堂區各項禮儀慶典，在邊學邊做

的需要；藉著祈禱，我祈求天主賜我謙遜的恩寵，

下，令我認識到教會禮儀的美；現在，我不單只看

讓我可繼續努力去學習及改善自己的不足，勇敢面

見禮儀的外表，更能瞭解在禮儀背後隱藏的意義。

對及以開放的心去接受不同的環境、人與事。

除了在禮儀知識增進外，在聯繫禮儀組別過程

各位堂區的弟兄姊妹，你們是否願意以開放的

中，亦讓我認識到一班願意為堂區熱誠服務的弟兄

心來接受主耶穌的邀請及接受祂的恩寵，透過服務

姊妹，大家在各項禮儀服務中，同時建立了一份默

教會，讓祂來幫助你們走近祂？讓我們透過積極參

契，互補不足，這份團體間的相互支持及幫助，

與堂區服務，在教會內得到支持和幫助，並在互勵

各人願意為這個「家」不計較付出，令我感受到堂

互勉中一起踏上聖德之路。

區團體間的愛。

主祐大家！

蘇凱玲 Elaine

堂區牧民議會 - 培育幹事 譚笑芬 Iris
感謝天主，擔任培育幹事一職轉眼快到三年。
期間舉辦過三個培育課程；包括：「信德年培育活
動」、「梵二精讀課程」及「現代人生探索之旅」；
過程的得著實在太多。
回想三年前一個主日，歐陽神父對我說：「Iris
我想邀請你做堂區培育幹事。」我當時的回答是：
「神父你唔好講笑啦，你叫我搞育兒課程我就叻，
做培育聖經課程……我係零 !」心想我只係一個普
通教友，又不熟聖經、天主教的禮儀及教理，那有
夠資格做這職位。但神父給我回應是：「你得嫁，
番去諗吓啦 !」當時真的呆了。「你得」這句說話
為我打了強心針；心想亦係時候為教會服務。於是
就接受了這個使命。
原來天主為每個人都度身訂造了一個計劃，
給了各人不同的恩賜及挑戰，而我很感恩天主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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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計劃，原以為付出的多（時間）；其實收獲
更多，因為經常聽到天主的聖言。而最近我亦開始
修讀四年制聖經普及課程。我相信一切都是天主計
劃，當我們相信天主的恩賜時，日子有功，必會脫
胎換骨，成為一個新人，如同瞎子的眼睛開了一樣。
你又是否願意接受天主邀請 ?
主祐大家 !

譚笑芬 Ir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