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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報．廣告．海星七十載．滿載信望愛

回首
仁慈的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感謝你一
直眷顧海星堂，由1952年建堂至今，剛好七十
個年頭。我們代代傳承，不但要把主愛傳承給新
一代，更要繼續將福音在社區內傳揚開去，讓更
多人認識天主。
父啊！感謝你賜給我們文顯榮神父，讓他在
1951年開始到柴灣傳教。1952年7月13日，文神
父在第一段（即現時東區醫院位置）的「黑屋」
裡主持了第一台感恩彌撒，參與的信眾共有七
位。
父啊！感謝你使文神父的努力獲得遠方恩人
的支助，使以花崗岩作基石的聖堂，終於在
1952年年底建成，屹立在第三段下坡（現時海
星堂位置）。
父啊！感謝你將天際一顆明星啟示給文神
父，它仿似明燈引導船隻平安進出柴灣海面，又
像慈母目不轉睛地看顧著她的子女。於是文神父
就以海星聖母作為聖堂的主保：「海星聖母，求
引我們，聖子之路」。1953年11月4日，聖堂正
式命名為「海星堂」。三年內，一共有一千多人
受洗入教。於1957年5月31日，海星堂正式升格
為堂區。傳教工作日就月將，教友人數日積月
累，海星堂區日升月恆。
父啊！感謝你不斷的助祐，使我們堂區不斷
擴展，柴灣區亦不斷發展。文神父帶領著海星堂
全方位地支援著柴灣居民，包括提供食物、衣
物、居所、醫療、學童教育及職業培訓等援助。
海星堂陸續開辦了明德小學、海星小學及進教之
佑天台小學。海星堂亦數度進行擴建，先是加建
了神父宿舍及辦公室，後來又加建了上聖堂連天
台足球場及麪廠小屋。1960年1月17日，由白英
奇主教祝聖了上聖堂。1966年，為便利長者教
友，在十二座開設主日彌撒中心。1973年，陶
神父繼任為主任司鐸，他出資出力興建聖母岩，
七個月後，露德聖母岩就座落於上聖堂的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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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翌年擴闊了連通往上聖堂的石階級。同年，
幼兒服務在十二座開始運作。1976年，陶神父
將海星堂禮堂改建為校舍，海星幼稚園正式成
立。陶神父致力發展教育事業，積極為區內教區
學校爭取更多資源增添設備。
父啊！感謝你無限的仁慈，使教友們靈火熾
熱，堂區初期除了教道理班外，熱心男教友更組
織起聖名會，婦女們有婦女會，青年人也成立了
聖母軍，成為堂區最早期的善會。1961年，聖
若瑟善終會成立。後來到70年代，年青教友多
了，青年會、歌詠團、新聖母軍支團相繼出現，
百花齊放。在陶神父的指導下，1975年教友自
發性地成立了堂區議會，商討堂區事務並提供意
見。1979年，黎和樂神父接替出任主任司鐸。
同年，黎神父成立了聯區的前身「發展委員
會」，鼓勵並培育教友以家庭為中心，建立信仰
小團體。其後，此網絡不斷在區內成長，發展至
今，聯區已成為堂區的中堅力量。將整個堂區範
圍被劃分為六個聯區，每區又細分為幾個分區，
並由教友投票選出核心成員，負責聯絡分區教
友，並共同發展堂區。只要有鄰居，那裡就有聯
區。在黎神父的支持下，1981年4月，首屆幹事
會經教友們投票下順利誕生，取代了堂區議會，
及後負責監察幹事會工作的評議會亦告成立。其
後，堂區不同功能的委員會亦應運而生，也為日
後協助牧職團管理堂區事務的理事會/
牧民議會幹事會奠下了穩固的基石。至
1990年10月，海星堂整幢拆卸及重建。
經歷困難重重，五年後，一座包羅了神

父宿舍，海星幼稚園，辦公室，大、小聖堂，
禮堂，以及多個活動室的堂區中心大樓，終於
落成。於1995年8月13日，由胡振中樞機主持
新聖堂祝聖禮，並安放了三位教會聖人的聖髑
在我們的祭台底部。這三位聖人是︰（1）教宗
聖庇護十世（St. Pius X）：象徵著海星堂與梵
蒂岡教會關係密不可分；（2）聖戴法納．韋納
爾（St. Théophane Vénard）：來自與黎神
父同一修會的聖人，遠赴他鄉傳教，最後殉道
致命，是司鐸們的楷模；（3）聖王羅曼德
（St. Martha Wang Luo Shi）：貴州遵義人，
被外籍神父的傳教精神感動而領洗入教，熱心傳
教並服務教會，於教難時迎難而上，最後自願殉
道。
父啊！在悠悠歲月中，感謝你讓我們無論在
順、逆境中都能依靠你。其後繼任主任司鐸的余
理謙神父（1995）、梁達材神父（1998）、陳
德雄神父（2001）、戴民禧神父（2005）、布
尊和神父（2011）及劉德光神父（2018）都秉
承著前人的意志，聯同其他神父、修女及執事，
使「海星七十載，滿載信望愛」。
海星堂資訊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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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議會幹事會

第一聯區：5 個分區

由以下三部分組成：
1. 牧職團，包括本堂神父及執事。
2. 由教友代表投票選出會長、二名副
會長、秘書、司庫（當然財務委員
會主席）及三名聯區幹事。
3. 由十個專責委員會各自選出來的主
席，包括：禮儀，培育，福傳，慕
道，資訊事務，青年事務，文娛康
樂，堂區中心管理，關注社會事
務，聖神之光主日學。

1. 小 西 灣 邨 （ 瑞 喜 、 樂 、 富 、
強、滿、福、盛、發、益）
2. 曉翠苑
3. 富欣花園，藍灣半島
4. 小西灣邨（瑞隆、明、泰），
佳翠苑
5. 富景花園，富怡花園

1. 環翠一期，茵翠苑，悅翠苑，
逸翠樓
2. 環翠二期，華泰大廈，仁樂大
廈，建業大樓，戲院大廈，連
翠邨
3. 環翠三期
4. 新翠花園，華廈邨

第五聯區：
4 個分區

第二聯區：4個分區
1. 樂軒臺，富明、富安、富
城、雅景、雅麗、華裕
閣，新德樓，柴灣邨，蝶
翠苑
2. 翠灣邨，杏翠苑，警察宿
舍，翠樂邨
3. 漁灣邨
4. 金源洋樓，永利中心，
宏德居，怡翠苑

當下

第三聯區：4個分區

海星之友（男人會）
2002年成立，透過不同形式的聚會彼此認
識，互相支持，凝聚力量，增加對堂區及教會
的歸屬，深化信仰，服務堂區。

聖葉理諾 聖言宣讀組

1998年正式成立，為非
牟利團體，服務是透過
社員的按期儲蓄，集合
經濟資源，並以貸款方
式，借予有需要的社
員，達至互助及改善社
員生活的效果。

1995年成立聖言宣讀組，至2002年12月1日
正式定名為「聖葉理諾聖言宣讀組」。研讀
聖經並在禮儀中誦讀天主聖言，帶領禮儀之
程序。

於2001年4月成立。團結弱智人士，
他們的家人，朋友，特別是年青人，
作定期聚會，分享友愛團契及祈禱；
肯定每位成員有著天主獨特的恩賜，
透過弱智人士團體內的愛與被愛，施
予和接受，令他們能與其他人士融合
和令所有成員一起在信仰上成長。

第四聯區：5 個分區
滿華樓，文華樓，消防宿舍
興華一邨
興華二邨
峰華邨，景翠苑
興民邨

2020年成立。關顧堂區內的婚姻及家庭，
透過服務和支援，把基督的愛在婚姻及家
庭生活中實現。推廣公教婚姻及家庭信仰
生活，營造「家庭就是教會」，愛惜和珍
視家庭生活。

主日茶座
1997年開始設立主日茶
座。每個主日早上為
堂區教友提供價廉物
美早餐，讓教友們可
以藉此機會相聚閒
談，促進兄弟姊妹友
愛。

信仰 同 行 團 體
第六聯區：
3 個分區

1954年成立，專為婦
女而設的團體。效法
聖母之表德，及增進
各會員間的感情，協
助堂區工作及探訪
等。

2018年成立，主要與慕道者建立關係，透過陪
同一起慕道，參與各種活動（禮儀、迎新會、
朝聖旅行等等）。與慕道朋友同行信仰路，及
為新教友組織信仰小團體。

1. 杏花邨1-21座，
澤鑾閣
2. 杏花邨22-36座，
杏花園
3. 杏花邨37-50座

吾樂之緣
聖詠團
2010年5月成立，主要服務星期
六晚上8:30彌撒。善用天主賦予
的聲線，培養對音樂「美」的渴
求，在彌撒中謙遜而喜悅地偕同
教友一起高歌讚美天主。

1977年前成立，之後曾解散
數年，於1985年再度成立，
現在主要服務主日早上10:30
彌撒。
透過歌詠在彌撒中讚美天
主；透過神修使信仰得以成
長；透過服務培養對堂區歸
屬感。

婚姻與家庭牧民小組
（堂家組）

信和光

聖母婦女會

海 星 之 母 聖詠 團

僕人教會之母支團於1997年4月成立。
聖母軍的精神就是聖母的精神。團員在聖教會及聖
母領導之下，以祈禱及工作，去實踐宣揚福音的使
命，並達到成聖自己，聖化他人的目標。

海星堂
儲蓄互助社

1. 山翠苑，醫院宿舍
2. 高威閣，灣景園
3. 康翠台
4. 樂翠台

1.
2.
3.
4.
5.

聖母軍 - 僕人教會之母支團
聖母軍 - 主之婢女支團

曉明之星聖詠團
尚未正式成立，由教友自由
參與，主要服務主日早上
7:30彌撒。晨光破曉，凝聚
一群老、中、青，教友，透
過歌聲，帶領信友感謝讚美
上主，以服務堂區為己任。

聖若瑟會
1961年成立，藉基督的精神，實踐互助
互愛的各種善工，本會特別關注病人及
亡者。

瑪 利 亞天主之母聖詠團

1975年成立，現在主要服務主日早上9:00彌
撒。以歌聲讚美上主，對團員互相砥礪，加深對宗教
的認識及服務教會。

輔祭會
基督
服務團

於70年代成立。在禮儀中為主服務，培育青少年的團
體生活。

非常務送聖體員會
1998年8月28日主日感恩祭中，
首14位教友被委任為送聖體
員。送聖體員協助神職人員，在
感恩聖祭中分送聖體，並將聖體
送給年老病弱者。藉著此項服
務，更忠於主的聖體聖血奧
蹟，發揮信友間互愛互助的精
神，並承擔基督信徒的「普通司
祭職」。

負責於彌撒期間處理
聖堂內秩序，也照顧
教友的不同需要，例
如協助長者尋找座
位。

導賞小組
2019年成立，負責接待到訪海
星堂團體並提供導賞服務，介紹
海星堂歷史、建築風格、聖堂內
各種擺設的背景及宗教意義，務
使訪客們能認識天主教信仰和禮
儀生活。

為方便教友購買各類宗教
用品或聖物，如唸珠、聖
牌、聖相、宗教飾物、十
字架及禮品等，搜羅各樣
有關天主教信仰物品，在
堂區內售賣。

Go o d S amar i t an
Pr ay er Gr o u p
Set up in
January
1988 a nd
joined the
Parish in
1997。
Object: To
reach out
and to evangelize. Bring helping hands to
those in need, hope to the unfortunate, and
spiritual healing to lost soul's in most need of
Our Lord God's mercy.

L eg i o n o f M ar y
( Ou r L ad y o f Gu ad al u p e)
Object: The sanctification of the members
by prayer and active cooperation, under
ecclesiastical guidance, in Mary’s and
Church’s work of spreading the faith.

葉瑟之根祈禱團體
1992年成立。以歌詠，聖詩讚美感
謝上主作為祈禱方式，並藉此而建
立和加深與天主的密切關係。生活
在基督的愛內，開放自己，在聖神
的推動下，實行信仰更新，以和平
及喜樂去播種仁愛，傳揚福音，為
主作證，服務弟兄。

聖物部

Ap o st l esh i p o f Pr ay er
插花組
配合各種禮儀的需要及氣氛，
以不同的花卉及飾物裝飾祭台
和聖像。

Object: The Apostleship of Prayer is a body
union of the faithful. By their daily selfoffering, they unite themselves with the
Eucharistic Sacrifice and by this vital union
with Christ, cooperate in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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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今年海星堂慶祝建堂七十周年，適逢我晉
鐸四十九周年，挑起我很多回憶。晉鐸四十九
年來，我無間斷地到過八個堂區服務，充分體
驗到神父無論如何努力在任內建樹堂區，始終
都只是一個「過客」，有一天總會調任其他堂
區。相反，堂區教友卻是一代一代的留在原
地，甚至能清晰道出堂區的歷史：建築、改
建、歷任司鐸、人事變遷等，如數家珍，讓我
不得不承認：教友才是一個堂區真正、恆久的
「主人翁」。
我在2018年2月正式出任海星堂主任司
鐸，不經不覺已接近五年，逐步認識到海星堂
真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堂區：所有團體及善會都
非常投入堂區事務。大家真正能發揮「堂區是
我家，共同建設她」的精神；就是這份精神，
使我對堂區的前景充滿信心。
祝願已七十歲的海星堂老而彌堅，在主的
恩寵下，一天比一天更能承行天父的旨意，全
堂教友齊心合力，邁向更長遠的日子。
海星堂主任司鐸：劉德光神父
近年香港社會環境變化甚大，加上新冠肺
炎疫情持續，無論是教友還是非教友都受到影
響，人與人的接觸亦大大減少。展望堂區能利
用科技，並以靈活創新的方法，回應各種急劇
變化，加強教友間的聯繫及對堂區的歸屬感，
亦增加非教友認識天主的機會，傳揚基督的福
音。希望堂區成為一個更開放、更受歡迎的地
方。
2020年至今，我們經歷了暫停公開彌撒，
甚至暫停開放聖堂，海星堂亦曾安排「網上彌
撒」及「神領聖體」。現在疫情稍退，希望大
家珍惜「實體彌撒」，重投我們的大家庭，恢
復以往的熱鬧，也恢復對堂區的捐獻，以維持
堂區收支平衡。
展望藉著流暢及莊重的禮儀，讓教友能專
心投入參與，並加強教友對禮儀的瞭解。希望
教友們繼續互相關懷及扶持，達至共融相通。
自八十年代黎和樂神父在海星堂建立聯區
信仰小團體至今，我們體驗到堂區的聯區核心

如同一座橋樑連繫著堂區及主內弟兄姊妹，在
主愛內發揮互助互愛精神。疫情期間，核心們
仍透過whatsapp和電話聯絡教友，並互相問
候。核心為主服務的心火不會因此而減退。期
待新一屆核心選舉於明年順利舉行，繼續傳遞
主愛，成為區內的地鹽世光。
展望未來，堂區慕道團會推廣更多傳揚福
音的工作，包括製作及分享街頭福傳技巧短
片、向途人派發慕道單張；到學校向中小幼學
生福傳，與他們分享耶穌基督的教導及福音的
喜樂；為非教友尤其是青少年培育信仰生活，
讓他們獲享天主子女的永恆生命。期望慕道委
員會組織傳道員的信仰團體，共議同行；邀請
教友成為陪談員，為他們舉辦培訓日，
以便掌握溝通及帶領技
巧；鼓勵陪談員進修
教區課程，日後成
為導師。
同時，希望
能與區內的天主教
學校及團體，加強
聯繫，日後有更多合
作機會，舉辦福傳活
動，為社區帶來歡樂與福
音。今年也是天主教明德學校
的「七十大壽」呢！讓我們繼續
彼此扶持，邁向下一個十年！

小朋友和青年是社會的未來，也是教會的
未來，盼望小朋友能從主日學開始對堂區和教
會有歸屬感，青少年能從堂區服務中培育信
仰。主日學從初班到堅振班，培育了很多小教
友，堅振班畢業後，除了參加輔祭和出任小導
師外，希望可以加強與他們的聯繫，鞏固他們
的信德和提高服務意識，例如提供延伸課程或
培育，又或有更多青年團體把這批生力軍組織
起來，發揮他們的潛能去服務堂區及社區。
在過去的歲月裡，因著聖母慈愛的灌溉，
我們獲得天主許多眷顧。在這慶祝建堂70周年
之際，我們要透過反思省察，在接受了主愛同
時，因着我們的信德，要在家庭、堂區及社區
中攜手撒播天主愛的種子，懷着希望把主的福
音傳揚，不斷孕育新一代的天主子民，好讓他
們承受復活基督所帶來的喜樂與平安。
海星堂牧民議會幹事會
2018年，堂區在聖堂內加設了聖井，專供
洗濯祭器之用；同年8月堂區主保節時，恭請林
祖明副主教祝聖新海星聖母像；同年聖誕節
前，為無染原罪聖母像加建了上蓋及燈飾。
世界在轉，時代在變，海星堂也
在不斷轉變。但無論環境如何變遷，
我們愛主的初心永遠不變！祈求聖
神繼續引領我們，找到正確的方
向，「拓展海星，福傳萬家」，讓堂
區能給予教友們「家」的溫暖和力
量，實現「海星是吾家」。
編者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