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熾才

堂慶展望
今年是我們堂區這
座宏大的聖堂祝聖68周
年，也是我們堂區成立
142周年。因我們仍在
防疫的處境，我們未能
組織大型的慶祝活動。
但際此堂慶的日子，讓
我們來談談一些對堂區
的展望。

在去年年底，為製定未來兩年的計劃，我們舉行了
例行的堂區牧民議會集思會。會議中，我分享了慈幼會
製定計劃的方式。首先，要反省我們牧民議會的使命，
基本上，牧民議會或每個堂區都要促進教友的團體生
活、服務精神和信仰成長三方面。我們的信仰很重視團
體，天主召喚我們加入教會這團體，公開的團體崇拜，
在教會的生活以及每個教友的生活都是極其需要的；由
大量教友組成的團體，建立教會的動力，來從事愛德事
工。服務精神、尤其為「最小的兄弟」服務，是救主耶
穌極其重要的囑咐，祂甚至與最小的兄弟視為同一，來
激勵我們為他們服務。「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
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25:40)促使教友在信
仰方面成長，也是牧民議會一個重要的使命。我們領洗
時所獲得的新生命，像種子般在我們身上開始，這嬰孩
般的新生命需要撫育和照顧才能成長發展。
為使堂區這三方面的使命，能有效的落實，牧民
議會2021-2022年的牧民計劃聚焦於三個「目標對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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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1)新教友與慕道班同學；(2)青少年；(3)主日學
學生家長。新教友與慕道班同學，很需要上述三方面持
續的培育和實踐；青少年是慈幼會堂區要極其關心的對
象，不但要維持及強化現有的青少年組織，如輔祭會、
葡萄園、主日學等，也要開展新的青少年組織，如堅振
後班；對主日學學生家長的關注，是堂區嘗試開始的一
項服務——家庭牧民，因為家庭在今天的社會面臨多方
面的衝擊。
在當天的集思會，我也分享了製定計劃的步驟：
(1)聆聽，認出目標對象在團體、服務、信仰成長三方面
的現況及需要；(2)解讀，堂區欠缺些什麼，使目標對象
在這三方面停滯？有何解決的方向或方法？(3)選擇/行
動，走出維持式的牧民服務，幫助目標對象回應天主給
他們的聖召和使命，使大家在信仰生活上更趨成熟。
期望新一屆的堂區牧民議會成員在聖神的帶領下，
群策群力，朝著目標，落實已開展或有待開展的牧民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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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五月份牧民議會 議決事項
1. 繼續跟進成立核心小組專注發展三個目標群組，並擬定及實踐計劃：(a)新
教友與慕道班同學；(b)青少年；(c)主日學學生家長。
2. 6月12日舉行68周年堂慶。當日主保瞻禮，進行新一屆牧民議會(20212023)就職禮。通告刊於第3頁。
3. 5月30日舉行歡迎新教友聚會，引導他們投入堂區生活，繼續在信仰中成長。活動及新教友領
洗心聲分享刊於第5、12及13頁。
4. 傳信、禮儀、互愛委員會繼續加強與下屬善會的聯繫，推廣培育組的活動。5月聖地朝聖講座
分享刊於第10頁。
5. 持續策劃愛心服務，關顧社區的街坊及有需要的基層家庭，並作福傳。同時，鼓勵堂區教友
參與和提供贊助。配合堂慶的「樂融融聚會」資訊刊於第3頁。
6. 計劃今年「尋羊運動」及設計製作堂區福傳禮品。

二零二一年六月份動態 堂區禮儀活動
4th
(周五)

首瞻禮六恭敬耶穌聖心
晚上八時
聖安多尼九日敬禮開始

6th
(周日)

基督聖體聖血節

11th
(周五)

耶穌聖心節

聖安多尼瞻禮
主保瞻禮彌撒
下午五時
(晚上八時彌撒取消)

12th
(周六)

13th
(周日)

常年期第十一主日
慶祝主保聖安多尼瞻禮

敬禮聖安多尼
逢周二  晚上六時彌撒
誦唸「向聖若望鮑思高禱文」
每月最後一天的各台彌撒後

16th
(周三)

三三追思亡者
下午六時

20th
(周日)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

27th
(周日)

常年期第十三主日

明供聖體
逢周四  晚上七時
「習練善終」祈禱
每月逢首周一的各台彌撒後

鳴謝捐贈《羊牧之聲》
願聖母進教之佑及聖安多尼酬謝你們，賜你們身心健康，
家庭和睦，主寵日隆。
葉煥屏
聖安多尼之友會
潘宅
雷華盛
精叻馬
曾潔玲
鄭雅蓮
太極福傳會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聖安多尼中心
母親祈禱會

$1000
$300
$200
$100
$200
$100
$100
$500
$300
$100

「進教之佑聖母降福」經文
每月廿四日的各台彌撒結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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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度基督徒生活 主日參與全彌撒
親愛的聖母媽媽：
您是天上的母皇，罪人的蔭庇，懇求您助佑我，戰勝各
種妨礙我跟隨基督的事物；每當主日，願我能準時參與
彌撒，全心聆聽上主的話，領受基督的聖體聖血，在主
內找到生命的泉源與信仰的真義。亞孟。

聖安多尼堂主保瞻禮
建堂68周年同頌主恩

日期：6月12日 (周六)
時間：5:00pm感恩祭
主禮：陳日君樞機

新一屆牧民議會就職禮
聖安多尼之友會新會員入會儀式
祝福和派發聖安多尼麵包

聖安多尼堂「樂融融聚會」
慶祝68周年堂慶及端午節

日期：6月13日 (聖安多尼瞻禮)
時間：下午5:00 – 6:30 (兩個時段)
地點：母佑堂
內容：招待街坊及基層家庭，憑票換領晚餐、
水果及粽各乙份

邀請您：慷慨購買慈善獎券 每張HK$10
售賣：即日至7月14日 抽獎日期：7月15日
★ 支持慈幼會為貧困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服務 ★

堂區「聖若瑟年聖母月」多姿采

5月在鮑聖廊設「敬禮聖母」祈禱角，提供：(1)玫瑰經
彩色單張；(2)每日聖言默想；(3)孝愛聖母「神花咭」；(4)
向進教之佑九日敬禮(5月15至23日)祈禱經文，每天為「從
冠狀病毒肺炎中獲得解救」祈禱。另外亦包括其他祈禱意
向：(1)為家庭；(2)新教友；(3)聖召；(4)堂區更新；(5)本堂
牧民計劃；(6)福傳。
5月16日(耶穌升天節)，培育組與互愛委會合辦「第五
部福音」講座，並邀請了談志遠兄弟分享聖地朝聖心得。教
友十分踴躍出席，近50位參加者表示獲益良多。活動報導
見第10頁。

5月23日(五旬節主日)，羅鳴道神父為堂區英語團體主
持「聖若瑟年」講座，介紹分享《以慈父的心》宗座牧函。
活動完畢，參加者繼續反省牧函的豐富內容，為加增個人對
這位偉大聖者的愛，鼓勵大家懇求他轉禱，並效法他的眾德
行與熱誠。

5月24日，慈幼會中華省會長吳志源神父主持慶祝聖母
進教之佑瞻禮彌撒，包括奉獻教友的「神花咭」，及唸「向
佘山聖母誦」，為中國教會祈禱。禮成後在聖堂進行聖母像
遊行及誦唸玫瑰經。結束時致送「聖母回音咭」給各位教
友。離開前大家向聖母像獻花。

5月30日(天主聖三節)，培育組在聯誼廳舉行聖經講
座，主題是「依撒意亞先知書的神諭」。講者為培育組組長
黃仲川兄弟。此外，當天堂區舉行「歡迎新教友聚會」，包
括自助餐、遊戲、祝賀五月生日之星、神父講話、牧民議會
和善會分享，及感恩祭。活動報導見第5頁。
「進教之佑聖母」瞻禮後，各位教友繼續把5月最後一
星期的「神花咭」，掛在聖堂內的「進教之佑聖母」祝福牆
上。所收集的
「神花咭」於
5月31日晚上
6:00舉行「聖
母訪親」慶日
彌撒前，擺放
在祭台前作奉
獻，圓滿結束
「聖母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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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友聚會
在牧民議會的號召統籌下，喜樂知友會和慕道班同學會的協助舉
辦下，5月30日(天主聖三節主日)堂區舉辦了新教友聚會日。有80多位
2020年和2021年領洗的新教友出席，堂區主任司鐸梁熾才神父、副本
堂黃家輝神父、牧民議會正副會長，及三個委會的委長都親臨在大家
中間。活動包括自助餐、遊戲、祝賀五月生日之星、神父講話、牧民
議會和善會分享，及感恩祭。從中午12:00至下午4:30，整個場面非常
開心歡樂。

堂區和善會的資訊，認識聖堂內的不同設施和地
方。
在天主聖神的灌溉下，這一天開了一簇很
美麗的太陽花，希望一直向著陽光茁壯生長。今
後，我們要關注如何讓新教友繼續保持信仰，在
主內不斷成長。
這活動籌備了一個多月，雖然籌備小組面
對種種困難、擔憂和不明朗的因素，以及多次
的聯絡召集、會議和文件上的建立，但大家一直
祈禱，互相鼓勵，未有放棄。終於天主俯聽我們
的禱聲，使近兩年因疫症影響而堂區較靜態的時
候，創造了歡樂的奇蹟。當天所有參加者樂滿心
中，聚會沒有冷場。新教友也藉著活動知道多些

  引用當天串連成個活動的口號作為這天活動的總結：

「新教友，頂呱呱！讀經、聖事、守誡命，
堂區聖堂 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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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守仁神父

獲任命為香港教區主教

周守仁神父簡歷
1959年
於香港出生，同年受洗
加入天主教會
1984年
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
育心理碩士學位
1984年
加入耶穌會並往愛爾蘭
初學院接受初學培育
1993年
獲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神
學學士
1994年
領鐸職
2006年
獲美國哈佛大學人的發
展與心理教育博士
2007年起
擔任兩間華仁書院的校監
2018年起
出任耶穌會中華省長

教廷5月17日公布教宗方濟各任命耶穌會周守仁神父出任香港主
教翌日，候任主教周守仁神父在堅道教區中心對傳媒談及他的牧民理
念：他期望能聆聽教友心聲，也成為眾人的慈父。
「今年是香港開教180周年、教區成立75周年。我明白自己正承傳
悠遠的歷史，任重道遠。」周守仁神父與宗座署理湯漢樞機和夏志誠
輔理主教出席記者會於致辭時說。
「我非常希望幫助社會上受忽略的群體，例如是面對家暴的和失
業者。單靠教會，不足以幫助他們，教會要與其他宗教團體、慈善團
體和政府合作，令香港民生變得更好。」他說。
「為我另一重要的，是陪伴年青人，去聆聽他們，同時要以同理
心去聆聽，讓大家重新走在一起。」他邀請眾人為他、教區和香港祈
禱。
周神父認為，教區主教適宜由教區神職班出任，但他出於服從教
宗的意願而接任香港主教。目前是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的周神父因為
要時間安排省會長交接事宜，故他要待本年12月4日才祝聖為主教。
按教律在周神父接受祝聖及就職前，宗座署理湯漢樞機將繼續掌管教
區。
傳媒答問環節上，被問及如何陪伴青年，長年服務兩所華仁書院
的他說，成年人與青年溝通，「不應只用自己的方式，要適應青年的
溝通模式，而我也在努力中。」他認為年輕人的看法並非只有一種，
成年人要了解他們。
對於希望日後會是一個怎樣的主教，周神父說：「我想做個好爸
爸，和通情達理的校長，接近天主的慈悲⋯⋯在愛之內才能帶領人接
近善。」

(資料：公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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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聆聽謙卑和忍耐之心的祈禱
教宗方濟各在公開接見的要理講授中，談論了因沒有得
到天主的應允就拒絕祈禱的誘惑。教宗提到，在《福
音》中也有許多呼求在隨後的時間才得到垂聽。「惡是
倒數第二天的主宰」，因為最後一天「屬於天主」。
天主似乎沒有聆聽？這令人感到憤怒。」

「如果天主是我們的父親，為何不聆聽一個母親為生病
的兒子，或許多人為停止戰爭的祈求？」
2021年5月26日，教宗方濟各在聖達瑪索庭院主持周三
公開接見活動，從這個問題開始，繼續展開以祈禱為題的要
理講授。教宗這一次論述了抗拒祈禱的誘惑：我們祈求，卻
沒有得到聆聽。
對於這個問題，教宗從《天主經》尋找答案。他說：「耶
穌教我們祈求的是，不要按照我們的計劃，卻要承行祂對世
界的旨意。在《福音》的記載中，耶穌有時對別人的祈求沒
有即刻作出回答，而是延後。即使有些祈求的動機是崇高
的，卻也沒有得到垂允，這讓我們感到憤怒。」
為此，教宗援引《天主教教理》指出：「『有人以
為他們的祈求未蒙垂允，就停止祈禱』(2734號)。我們會
詢問，既然天主保證『將好的賜予求祂的子
女』(參閱：瑪7:11)，『為何不答應我們的請
求呢？』然而，《天主教教理》也告誡我們
沒有活出信德的真正經驗，卻把與天主的關
係轉變成要求行一些奇事的危險。」

對這個問題，教宗邀請眾人心平氣和地默想《福音》，
「裡面充滿了祈禱」。「許多身心受傷的人請求耶穌治好他
們；有的為不能行走的朋友祈求，也有將患病的子女帶到祂
跟前的父親和母親……。這些祈求都滿是痛苦。萬眾在齊聲
呼求：求祢可憐我們吧！」
教宗表明：「有時，耶穌的回應是即刻的，在其它的情
況中卻延後。那個客納罕婦人為女兒呼求耶穌，堅持不懈地
要求得到垂允(參閱：谷15:21-28)；對那個被四位朋友帶來
的癱子，耶穌先是寬恕了他的罪，然後才治好他身體上的疾
病(同上：2:1-12)。」
「因此，在有些情況中，消除悲慘的處境並非立刻就
會實現，《馬爾谷福音》中雅依洛的女兒痊癒的事跡就是典
型的實例。這位父親為自己將死的女兒請求耶穌的幫助，耶
穌立即答應了，但在眾人走向他家的途中，又發生了另一件
獲痊癒的事，接著，傳來消息說那個女孩死了。似乎一切都
完結了，耶穌卻向那個父親說：『不要怕，祇管信！』(參
閱：5:21-33)。」

「事實上，我們在祈禱時能陷入這樣的危
險，即不是我們在服事天主，而是要求天主來
服事我們。於是我們的祈禱總是在提出請求，
希望依照我們的打算來引導事件，除了我們的
願望，不接納其它的計劃。」
「耶穌教我們誦念『我們的天父』，這是
一篇只有祈求的禱文，但頭幾句都是站在天主
這一邊。」教宗說：「最好讓天主施展作為，
因此我們誦念：『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此外，保祿宗
徒在致《羅馬人書》中也提醒我們，『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
祈求才對』 (8:26)。」
教宗指出：「我們在祈禱時必須謙卑，讓我們的言語確
實是在祈禱，而不是空談。我們在祈禱中也會為錯誤的動機
祈求，例如為在戰爭中能擊潰敵人，卻不問自己天主對這場
戰爭有什麽看法。」
「的確，在那些寫著『天主與我們同在』的標語中，很少
有人關心看看自己是否確實與天主同在。」教宗強調：「在祈
禱中，是天主在改變我們，而非我們該當轉變天主。可是，
當人們誠心祈禱，請求的益處也與天國相符合，為什麽有時

教宗指出：「要不斷地有信德：是信德在支持祈禱。的
確，耶穌隨後把那個女孩從死亡的睡夢中喚醒了。但在一段
時間裡，雅依洛必須憑著僅有的信德火焰在黑暗中行走。」
教宗最後總結道：「耶穌在革責瑪尼山園向天父的祈
禱似乎也未得到垂聽，聖子必須把這杯苦爵一直喝完。但聖
周六不是最後的結局，因為第三天將有復活：惡是倒數第二
天，卻不是最後一天的主宰。因為那一天只屬於天主，那是
人類對救恩的所有渴望都將實現的一天。」

(資料：梵蒂岡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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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反省

耶穌告訴門徒拿祂的身體去吃，當時
猶太人的反應是：「這人怎能把他的肉，
賜給我們吃呢？」(若6:52)若從人的角度去
看，實在難以理解這個奧蹟。不過，耶穌為了愛我們愛
到底，祂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來，甚至將祂的體和血賜
給我們，藉聖體聖事繼續臨於教會內，讓吃祂的人能獲
得永遠的生命。

聖經金句
「主說：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
他。」(若14:23a)

聖經金句

「你們拿去吃罷！這是我的身體。」(谷14:22)

我們領受聖體聖事時，都會表達出「我相信」。如
果我們相信耶穌基督隱藏在餅洒中，我們是否切望參與每一日的感恩祭和領受聖體？耶穌聖體是我們生活的中心嗎？
彌撒的讀經是我們每日的指引和生活的真光嗎？我們的言和行有沒有洋溢著對耶穌的愛呢？
耶穌邀請我們打開心門，在聖體聖事中與衪緊密結合，讓祂改變我們的鐵石心腸，讓我們以愛還愛，在有限的生
命中活出天主那無限的愛情，為這奧蹟作見證。
此外，當我們以飲和食的方式去領受聖體聖血時，
當中也包含了共融的意義。真正的宴飲是與心神能溝通的
人舉杯歡宴；否則，我們便會像茶樓的「搭檯客」一樣，
同桌共食卻在各自修行。分享著同一個聖體，使教會內的
每一個我和你連結起來，團結共融，在基督內成為一個身
體。(參格前10:16-17)

祈禱
慈愛的主耶穌基督，請幫助我們虔敬地，妥當準備自
己，好能堪當接受祢的至聖體血；同時願意跟隨祢而奉獻
自己、克勝私慾，好能在這共融的宴席內，實現與主及整
個教會合而為一，同受淨化與祝聖，繼續塵世的旅途，邁
向永恒的天鄉。亞孟。

(資料：堂區培育組)

第四講：4. 團體
黃錦文神父、

基層基督徒團體聯會、
聖安德肋堂「愛回家小組」

活動詳情及網上報名

＊最新活動詳情，請留意教友總會網頁 http://hkcccl.org.hk

疫情下的聖地朝聖團
聖地朝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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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談意(互愛委會)

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下，由於各
地展開不同的防疫及抗疫工作，海外
朝聖之旅，幾乎完全停頓。旅遊業首
當其衝受到嚴重的打擊。堂區互愛委
員會雖早於3年前已計劃於今年5月9
日舉辦聖地朝聖之旅，但受嚴峻疫情
影響，需要暫時擱置。但教友對聖地
的嚮往，及必需到此一遊的熱忱和意
欲，卻沒有減退。
非常感謝本堂培育組的悉心安排，與互愛委會合辦聖地
朝聖講座，並邀請了談志遠兄弟於5月16日(耶穌升天節)分享
聖地朝聖心得。教友十分踴躍出席，約有50人參加。談兄弟
早於2006已取得方濟會聖地監理的聖地朝聖導遊資格，在講
座中他從不同角度去演繹這部教宗保祿六世稱為「第五部福
音」的聖地遊蹤，讓教友可以從另類形式進行「聖地朝聖講
座遊」。

因為不是肉和血啟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你是伯多祿
(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
能戰勝她。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
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
要被釋放。」(瑪16:13-20)。伯多祿獲聖神默感的完美答
覆，令耶穌將牧養羊群的重任交託予伯多祿成為宗徒之
首。耶穌嚴禁他們，不要向任何人談及他。耶穌便開始教

這第五部的福音並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寫在一片被稱
為「至聖的土地」上，因為此「福音」的每寸土地、每塊石
頭，都紀錄着耶穌真實的一生。透過考古學家的努力，主耶
穌親自走過、講道、建立聖事、行奇蹟和受苦受難至死而復
活的事跡亦活現眼前。因此，聖地朝聖是一個不枉此行、收
穫豐富的旅程。
在講座中提到教會史中尋找耶穌的足跡的第一位朝聖
者，應數熱誠的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聖海倫納。講座從地
理、歷史背景、考古依據，出土文物及當代文化去分析耶
穌的當時的言行，更透過閱讀福音書的相互呼應和啟發，令
出席人士清楚了解聖地的實況及耶穌的講話內容與動機。因
此，並非坐井觀天，而是透過左圖右史和講者的細心講述
聖地的民風物貌，令參加的教友心領神會、宇宙(造物者)之
大、古今之奇，彷彿見之。
講座談到斐理伯的凱撒勒雅根據聖地考古學家的推
論，原址是一個多神論供奉凱撒大帝及另一位希臘神話
的享樂之神Pan的地方。這地方也是伯多祿宣信的地方：
「耶穌和他的門徒起身，往斐理伯的凱撒勒雅附近的村
莊去；在路上問自己的門徒說：「人們說我是誰？」他們
回答說：「是洗者若翰；也有些人說是厄里亞；還有些人
說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穌對他們(門徒)說：「你們說我
是誰？」西滿伯多祿回答說：「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
子。」耶穌回答他說：「約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福的，

訓他們：人子必須受許多苦，被長老、司祭長和經師棄絕，
且要被殺害；但三天以後必要復活。耶穌明明說了這話。伯
多祿便拉他到一邊，開始諫責他。耶穌卻轉過身來，注視着
自己的門徒，責斥伯多祿說：「撒殫，退到我後面去！因為
你所體會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谷8:27-33)。
欲收遊歷之效，以儲學問為先；欲盡學問之道，以多遊
歷為貴。蓋二者有先後之序，無偏廢之理也 (學問與遊歷) 。
談志遠兄弟的講座內容，令我們對聖地更加嚮往、加深了我
們對聖經的認識及使我們了解到當時耶穌的言行。
讓我們一起同心祈禱，期望疫情盡快清零，彼能打破人
與人之間的隔膜，令世界各地能夠相互通關。讓談志遠兄弟
可親身帶領我們去尋覓第五部福音的聖經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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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導師
退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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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May
我們12位主日學導師於5月19日在石澳天主堂靜修舍退
省，這是一次很有啟發性的靈修體驗。
就個人而言，我在幾方面獲得了很深的啟發。這裏位於
海邊，我們有機會與大自然親密接觸，靜修舍面對大海，海
邊有很多大小石塊，石上坐著三五知己的在釣魚，給我的印
象非常深刻，鷹及鳥兒伴著藍天白雲飛翔，在陽光下形成了
一幅美麗的畫面，令我十分著迷，這一切都在提醒我們要好
好珍惜大自然！
我們的靈修神師是黃家輝神父，他以「你是一位導師
嗎?」為退省的主題，並參閱了若望福音。天主通過他向我
們說話，如何培育孩子們茁壯成長。我很喜歡幼兒培育，所
以我大膽的說我是兒童主日學的導師！
主日學對堂區的發展很重要，孩子們是從主日學中學習
天主的道理，因此，主日學的小朋友們就先從我們來認識和
親近天主。
導師們需要先對《聖經》有認識，所以我們除了協助主
日學課堂外，我也參加了再慕
道班課程，以充實自己，從而
對信仰有所增長。
主日學導師是「兒童信仰
的培育者」，是天主的召叫和
恩賜，故需要深化自己的信仰
和祈禱的生活，履行培育的使
命。

自2020年農曆新年開始，全世界出現新冠病毒！想不
到是疫情蔓延了一年多，亦拉遠了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
感恩主耶穌一直陪伴，賜我們一個反思的機會。經歷過一段
時間不能去聖堂，不能實領聖體。當可以返教會，各人都份
外珍惜感恩。今日更得到天主恩寵和聖神帶領，安排退省日
給我們兒童主日學的導師。有賴黃神父悉心準備、指引⋯⋯
我今日最大的反思：「我是主日學導師嗎？」⋯⋯「他們說
我是。你們說我是。我說⋯⋯」今晚再反覆思考這個問題，
慚愧地我的答案為『我不是』。回想參加慕道班原來已經是
20年前之事，成為兒童主日學(慕道班)導師也已經19年了。
自知原來這19年裏進步不多(真的很少)。只是有幸一直靠著
天主的恩寵，便愈加感恩，亦
感到自己不堪當。因著今日的
退省，神父再次帶出要好好反思
的機會⋯⋯主耶穌，求祢指引！
我希望自己能堪當對你說『我是
主日學的導師』，將天主的愛，
將這份恩寵與身邊未認識祢的人
分享。

欣欣
能夠在繁瑣的生活中，抽空與主相遇，是何等美妙的
事情呢！今次的退省不但提醒我作為主日學導師的素質，更
加讓我體察生活中確有暫未能改變的情況。惟有信靠天主，
誠心交託，才會見曙光和希望。

Tam Sai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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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5月19日的公眾假期，我們一班兒童「主日學」的導師
跟隨黃神父到石澳靜修院參加為期一日的避靜活動。時間雖
然稍短，但我從活動中了解自己，更能認識天主，因這些了
解和認識更能感受服務天主的重要性。這亦是一個推動力，
提醒我如何做好主日學的導師。「為天主而活，為天主而
做」。

全能的天父創造了這天地萬物，
給予我們各自充滿色彩的人生；
我活著就是要好好的認識自己，
盡我所能貢獻幫助有需要的人，
從而一步一步地親近在天之父。

Florence
退省是在簡樸的石澳天主堂進行，得到神師的引導，
我感到內裡充實平穩。人要淨化、清空自己並不容易。通
過擔任輔助導師，我看到別人的需要，自己給予點點支援也
好，也格外因此獲得力量，更加希望能服務聖安多尼堂多一
些，更加親近天主。深深感動的是發現原來祂「時刻」陪伴
著我們⋯⋯ 所以我要學習怎樣與那一位相遇，那便成就許
多新的一切：是永不枯竭的生活之泉—— 這可是我們的必
修科呢！

了什麼似的。心裏有個疑問：「你還在等什麼？」多年來總是
覺得遲一點也不算什麼。就是女兒的一句說話，令我鼓起勇氣
對自己說，一定要讓自己成為真正的天主教徒。我獨自地走上
一間從沒有接觸過的教會，在這陌生的環境中，在天主的帶領
下我竟然感受不到隔膜，相反在教堂中那親切友善的導師和教
友們，給了我很大的動力完成整個課程。在慕道的過程中，的
確不是那麼順利，社會動盪，疫情出現，前所未有的。如果沒
有天主在身邊，要經過這一切也不是容易。以往遇到了問題，
很自然地也會怨天尤人，覺得上天對自己不公平。慕道班令我
慢慢地改變了這些想法，遇到問題時向天主傾訴，相信祂一定
會幫助，堅持相信天主的安排一定有祂的原因。凡事也向好的
方向思考，果然凡事看開了，家庭和睦了，心情開朗了，整個
人也變得樂觀了。感謝天主在這兩年中把我整個人更新。兩年
已過去，期待洗禮那一天終於來到了，是何等的感恩，一滴滴
的流水聲把我整個人都潔淨了，從來沒有感覺到如此的潔淨。
有了天主的愛護，每天和天主傾訴，已成為了習慣，滋潤著我
的心田！

韓玉貞、葉梓晴
領洗後，我們一直都感受天主的保佑，可以參與實體彌
撒，可以實領聖體，而且有機會在兩位代母帶領下，一起去
座堂朝聖，更加堅定我們的信仰。現在，我們正逐漸養成一
起在晚餐前祈禱，一起在睡覺前祈禱的習慣，也有信心堅持
下去。另外，領洗後，我們常常檢討反省自己在思、言、行
為上的過錯，尤其反應在教育子女上，反思怎樣去領悟聖經
的要領，像天父愛護寬恕我們一樣，去用愛心培育自己的小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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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刻，為何內心卻那麼平靜！不應該是很緊張嗎？！「......
棄絕！......棄絕！......棄絕！」「...... 我信！.......我信！......我
信！」棄絕罪惡！信德宣誓！
我和大兒子在代母的陪伴下走向祭台，接受了吳志源
神父的付洗。付洗是分三次倒水的，因父、及子、及聖神
之名......開始時我沒有閉上眼睛，第二次倒水時，水流向眼
睛，自然反應，我立刻閉上眼睛。水洗淨了我的頭和眼，也
洗淨了我的心靈。我受洗了！新的我！有種感覺......「我回
家了！」「認祖歸宗！」接著，是大兒子受洗。
受洗後，穿上白衣，心情有點興奮！重今天起，我是
天主教徒，有一份使命感！回歸到這「家」，弟兄姊妹熱烈
歡迎我們這班新教友！ 感動喔！感謝天主！引領我回到這
裡來。感謝天主！安排了很多他和她，在我慕道路上給予鼓
勵。帶領這頭迷途羔羊回到主的愛內。感謝天主！讚美天
主！

郭展程

在教堂坐下，等待夜間彌撒開始......教堂未有亮燈，因
為那時候耶穌還在墓中未復活。耶穌基督為我們死在十字架
上，受難而被埋葬，第三日復活！

感謝天主帶領我領洗，由同學林兆熊提示晉見梁熾才神
父，參加了慕道班，得遇良師Anita，講道字字珠璣，及盧
太指導順利領洗。入門聖事當晚，接受梁神父施洗的一刻，
心情無比興奮。領洗後獲得赦免原罪和本罪，我的新生命開
始，成為天父的兒子，領受堅振聖事加強了我的生命動力，
在彌撒中領受聖體後，感受到身心舒暢喜悅。

坐在我左方的是我的代母，也是我的知己好友，我的大
兒子坐在她的旁邊。這晚上，在漆黑過後，我就要領洗成為
天主教徒，跟隨耶穌基督了！我自問自答，這是我期待已久

知道時常向天主祈求適宜的恩惠，祈禱為己為人，勤辦
告解，參與彌撒。感謝天主對我的看顧，到耳專科治癒我的
聽覺，我深深感受到天主的恩典。感謝主，讚美主！

鄭群珠

★

教區新教友感恩祭★

本堂8位新教友代表出席5月23日(五旬節主日)在聖母無原
罪主教座堂舉行的新教友感恩祭，並領受湯漢樞機致送給
本年度領洗者的十字架。

☆

婚姻補禮☆

5月26日
蔡紹傑、陳婷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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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領洗後感
鄺卓敏、陳兆斌

貝蒂蒂

朋友們都很意外地問，你和丈夫的家族從來沒有宗
教背景，怎麼突然全家去領洗呢？我們一家低調地參與
慕道班已一年多。參與前，總會有些時刻不經意地，一
點一滴地接觸到天父和耶穌基督，跟神父見面提及，他
稱這些經歷為感召。我們回覆朋友的答案很簡單，我回
答「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的存在」。另一邊廂，「感召」
這詞語其實震撼了我。原來，從前讀天主教學校的我
倆，接觸了耶穌後，祂從此沒離開過我們。是我們離開
了祂。直到幾年前，祂再次浮現在我們腦海。這次，我
們決定打開自己的心，讓祂存在我們的心裡，實踐天主
的真理。

領洗後，我覺得多了一種天主教徒的身份，當我進入聖堂
時，感覺多了一份歸屬感。每逢星期日都會預留早上時間參加
彌撒和帶小朋友上主日學。晚上睡覺前，我都會祈禱，亦提醒
小朋友睡前祈禱，而房間亦掛上了十字架。另外，領洗後，我
覺得自己心靈上多了一份平安，尤其是彌撒後領聖體，感覺天
主就在身邊。有時生活上遇到困惑時，以前會很執著，迫使自
己要做好，但現在會嘗試放開。我感到困惑難過時，除了在家
祈禱外，亦會到聖堂祈禱，相信天主會聽到我的禱告。此外，
由於我和我的代父母是同事關係，我每天都會見到她，不自覺
令我覺得我身邊時常有一位與天主相關的人在我附近，彷佛感
到天主在看顧我，這是我覺得自己成為天主教徒後在生理和心
理上的轉變。

4月3日聖周晚，儀式開始了。全場很黑，祭台缺
乏平日的光彩，我們唱著喜樂頌，便不自覺地回想耶穌
基督的永在，以及死後三日復活的整段時期，耶穌就像
在黑夜之中的光明，沒有祂的帶領，那時活在黑暗中的
人們會怎辦。聯想到這兩年來的生活，每當心情低下，
祂會靜悄悄地出現在我腦海陪伴著我。唱著唱著，歌詞
亦很憾動，忍不著落淚了。到了領洗時刻，聖水倒在頭
上，合上了雙眼，領洗完我整個人還未反應到，直到水
滴在肩膀，又浸入到口中，才驚覺自己沒有沫乾。那刻
很享受著整個人變得很潔淨，很清新。那一晚，我和丈
夫各自都有負責儀式的小小任務，我倆都很緊張，怕出
錯誤。怕，不是怕出醜，而是怕令到儀式並不完美，尤
如自己的婚禮，希望一切能盡善盡美。洗禮後，就像開
始人生2.0。我的生活變得不一樣，慢慢地連思想也開始
發生改變。這一年最大轉變，是願意交託自己給天父，
將自己控制不到的事情或結果，交由上主安排。遇到心
情不安及煩躁時，會用祈禱讓內心平靜。祈禱後，看待
事情便變得不一樣。試過第一次後，丈夫更比我經常祈
禱。我們內心常常感恩，但一直感覺欠缺了什麼，究竟
要向誰感謝？現在，感到內心真的圓滿了。非常感恩，
感謝上主！

曾敏怡
在我領洗前的確有一些擔憂，因為剛巧領洗的日子和BB
預產期很接近，不知道能否如期領洗。我曾經想過放棄於今年
領洗，慶幸得到慕道班導師鼓勵和幫助，讓我可以順利度過甄
選禮考核禮直至領洗。十分感謝天主給我機會和其他候洗者一
同領洗，我相信肚中的BB在我領洗時都蒙受天主的祝福。BB
在我領洗後一天出世，令我更確信只要相信天主，祂會為我們
作最好的安排。在往後的日子，我會緊記與家人常祈禱、參與
彌撒及多與天主對話，希望可以幫助更加鞏固和堅定自己的信
仰。

謝思雪
清澈的水滴聲，那天我聽得特別清楚。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
竟是令我如此的深刻不能磨滅。起初只抱着嘗試的態度去接觸天
主教的一切，約兩年的慕道過程中，天主怎樣令我慢慢地改變起
來，這一切一切也刻在我的腦海中。在兩年前的一天，我的女兒
興奮雀躍地告訴我：「媽媽，我的慕道班已完成了，下個月我便
成為真正的天主教徒。」我在為她高興之餘，心裏總是覺得欠缺

Living Word of God – June 2021
(The Solemnity of the Most Holy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He said to them, “This is my blood of the covenant, which
will be shed for many.” (Mark 14:24)

Reflection

We heard St. Paul’s account o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Sacrament of Holy Eucharist in 1 Corinthians 11 on Holy
Thursday. The Markan account of the Last Supper adds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eparation for Jesus’ final meal with his
disciples not disclosed in Paul’s account.
The bread and wine Jesus used were unleavened bread
and third or fourth cup of wine from the Seder of the Passover
meal. Both the bread and wine are symbols of Passover lamb
sacrificed for our sins and our salvation. Jesus chose these to be
the memorial sacrament of his holy sacrifice on the cross. This
was alike to the Passover lamb whose blood was sprinkled on
the doorpost of Israelite homes to save people from death, Jesus’
celebration with wine is to foreshadow he will shed his blood to
save people of all nations.
Hebrews (9:11-15), i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olemnity of
the Most Holy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explains how Jesus has
indeed completed and fulfilled all the key ways in which God
acted in the Old Testament for our salvation. The Sacrament of
Holy Eucharist is to show that Christ surpasses the central rituals
of Judaism in holiness and saving power, and how all nations are
included in God’s salvation.
Thus, if the Jewish sacrifices and the sprinkling of the live
stocks can heal and purify people from sin, how much more the
Son of God is able to save all by offering his own blood for the
healing and forgiveness of His people. When we join in Mass on
Earth, the Son of God joins us from heaven in the eternal temple
of God bestowing love and grace through his sacrament (SC8;
GIRM 318) (1).
In today’s liturgy we seldom see the Eucharist in terms of
covenant. The term covenant used in ancient times which meant
an unbreakable promise of God made in an agreement with
human kind encompassing legal, social and religious meanings.
It is commonly used today in a religious context, referring to a
bond uniting God and His people on earth.
The Old Testament’s covenant mediated by Moses on Mt.
Sinai highlights a visible sign attesting to the agreements with
sacrificial blood. Since blood is seen as the essence of life, the
two parties are life-bound, as Moses announces: “This is the
blood of the covenant.” (Exod. 24:8).
While Jesus’ words at the Last Supper are a direct echo
of those of Moses’s word, there is but with one addition to
emphasize his own blood will be used in the sacrifice instead.
When Jesus says: “This is my blood of the covenant” a new
bond uniting God and His people on earth has been forged. We
are now joined in the covenant in the blood of Jesus, which was

sacrificed to make us adopted sons and daughters of God.(2)
Every Mass we attend renews that bond. When we say “Amen”
at the end of the Eucharistic Prayer, we affirm this truth. This is
the truth of the new and everlasting covenant that will never
fail. The Lord remains forever faithful to his words despite our
countless faults.
The Eucharist is not only remembrance, but also true
existence and real presence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our Lord
transubstantiated in the bread and wine. The offering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Eucharist is not another bloodshed in sacrifice. It
is not the bloodshed in the sacrifice that pleased God; nor that
shedding of the blood ensuring the death were a price to be paid
for sin expiation. Rather Christ in his obedience, his blood was
shed to purify and cause the self-offering ritually dedicated to
God’s services.
There can only be a single hypostatic union (a technical
theology term to describe the union of Christ’s humanity and
divinity in one hypostasis). Jesus’ suffering and offering truly as
human and God is a once and for all event perpetual efficacious
offering that can transcend time and place in history. The
unlimited power and eternal validity of Jesus Christ’s sacrifice
on the cross is now pointing toward to our generation and
beyond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 We need to receive the Holy
Eucharist to be part of the saving grace (c.c.c. 1108 & 11, 12). (3)
We repeat this holy sacrament every Sunday when we
celebrate the Eucharist. In our remembrance of the salvation
history in our Eucharistic Prayers we remember that the God
of all creation joins us in the theophany (c.c.c. 170(3); G.S. 22,
34 (4)).
No one can come to Christ unless the Father draws him to
(John 6:44). In the Eucharistic celebration, we call on to our Lord
for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epiclesis. We ask the Father
that our encounter with Christ may be statutory and redemptive
for us throughout our pilgrimage on earth.

Prayer

Dear God our Father,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the flesh and
blood of Jesus Christ and we are saved.
Our souls are weary because our hearts are over-burdened
by the troubles we face every day. Help us to keep our eyes on
Jesus and give up our earthily desire that tortures us and drains
our perseverance away.
Breathe your Holy Spirit upon us so that we can be in
communion and re-united as one in one family again by your
tender loving care. Help us live up to the blameless image of
your adopted children. We ask this through Christ our Lord.
Amen.

Reference:
(1) James H. Kroeger, M.M. The Documents of Vatican Council II,
Sacrosanctum Concilium,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11 Daughters of
St. Paul. (see also Gerard Moore,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l Instruction
of the Roman Missal, Paulist Press NY/MW/VJ, 2007, pg. 58).
(2) Ref (1): Edward Foley, Capuchin. From Age to Age – Eucharistic
Theology (pg. 29-34); How Christians Have Celebrated the Eucharist
(pg. 345-349).
(3)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eritas –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94.
(4) James H. Kroeger, M.M. The Documents of Vatican Council II, Gaudium
et Spes,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11 Daughters of St. Paul.

(Source: Parish Forma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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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faith that sustains prayer.
Lord, give me faith! May my
faith grow! Ask for this grace, to
have faith. Jesus, in the Gospel,
says that faith moves mountains.
But, having real faith. Jesus,
before the faith of his poor, of
his people, is won over; he feels
special tenderness, before that
faith. And he lis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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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rong reasons: such as to defeat the enemy at war,
without asking ourselves what God thinks of such a war.
It is easy to write “God is with us” on a banner; many are
eager to ensure that God is with them, but few bother to
check whether they are actually with God. In prayer, it is
God who must convert us, not we who must
convert God. It is humility. I go to pray but
You, Lord, convert my heart so that it will ask
for what is appropriate, for what will be best
for my spiritual health.

A mature faith trusts in
the Lord’s providence, his
greater plan for our lives and
our world, yet we naturally feel
deep disappointment when our
petitions seem to go unheard.
Jesus shows us by his own
example that God understands our sufferings, yet does
not always immediately grant our wishes. In Gethsemane,
Jesus offered a prayer that seemed to go unanswered; yet
his complete trust in the Father’s will led to our salvation
and the glory of the resurrection. Evil never has the last

However, the scandal remains: when
people pray with a sincere heart, when they
ask for things that correspond to the Kingdom
of God, when a mother prays for her sick
child, why does it sometimes seem that
God does not listen to them?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have to meditate calmly on the
Gospels.
We see that at times Jesus’ response is
word. If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walk in the dark, guided
immediate, whereas in some other cases it is delayed: it only by the light of faith, may we never abandon our trust
seems that God does not answer. Think of the Canaanite in the Father’s will to make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our
woman who begs Jesus for her daughter: this woman has ultimate good.
to insist for a long time to be heard (cf. Mt 15:21-28). Or
(Source: Pope Francis General Audience, 26 May 2021)
think of the paralytic brought by his four friends: Jesus
initially forgives his sins and only
later heals his body (cf. Mk 2:1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 for June
12). On some occasions, therefore,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is not
六月份教宗祈禱意向
immediate. In our life too, each one
of us has this experience. Let us look
back a little: how many times have
The beauty of marriage
Let us pray for young people who
we asked for a grace, a miracle, let’s
are preparing for marriage with the
say, and nothing has happened.
support of a Christian community:
Then, over time, things have worked
may they grow in love, with
out but in God’s way, the divine way,
generosity, faithfulness and patience.
not according to what we wanted in
that moment. God’s time is not our
為婚姻之美
time.
願準備結婚的年輕人能得到基督徒團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體的支持；願他們以慷慨、忠實和忍
healing of Jairus’ daughter is worthy
耐的精神，在愛中成長。
of particular attention (cf. Mk 5:2133). “Continue to have faith”: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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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urgy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 of June 2021
4th June

6th June

First Friday of the month
Feast of the Body and
Feast of Sacred Heart of Jesus Mass Blood of Christ
8:00pm (Chinese)
Novena to St. Anthony begins

13th June

11th Sunday of the Year
Feast of St. Anthony Celebration

11th June

Feast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16th June

Commemoration of All Faithful
Departed Mass
6:00pm (Chinese)

20th June

12th June

Feast of St. Anthony
Parish Anniversary Mass
5:00pm (Chinese)

27th June

12th Sunday of the Year 13th Sunday of the Year

Events for St. Anthony’s Church

*Holy Hour of Eucharistic Adoration (every Thursday evening 7:00pm)
*St. Anthony’s Day (every Tuesday)

Welcome to 11:30am English Mass

Reflection with Pope Francis

Your prayers are being heard, do not give up
experience we have all had.

There is a radical objection to prayer, which derives
from an observation that we all make: we pray, we ask,
and yet sometimes our prayers seem to go unheard: what
we have asked for — for ourselves or for others — is not
fulfilled. We often have this experience. If the reason for
which we prayed was noble (such as intercession for the
health of a sick person, or for the end of a war, for instance),
the non-fulfilment seems scandalous. “Some even stop
praying because they think their petition is not heard”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2734). But if God is
Father, why does he not listen to us? He who assured us
that he gives good things to his children who ask for them
(cf. Mt 7:10), why does he not respond to our requests?
We have all experienced this: we have prayed, prayed, for
the illness of a friend, of a father, of a mother, and then
they were gone. But God did not grant our request! It is an

The Catechism offers
us a good summary of the
matter. It puts us on guard
against the risk of not living
an authentic experience of
faith, but of transform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to
something magical. Prayer
is not a magic wand: it is
a dialogue with the Lord.
Indeed, when we pray we
can fall into the risk that it is
not we who serve God, but
we expect it to be He who
serves us (cf. 2735). This is,
then, a prayer that is always
demanding, that wants to
direct events according to our own design, that admits no
plans other than our own desires. Jesus, on the other hand,
had great wisdom in teaching us the Lord’s Prayer. It is a
prayer of questions only, as we know, but the first ones we
utter are all on God’s side. They ask for the fulfilment not
of our plan, but of his will for the world. Better to leave it
to him: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Mt 6:9-10).
And the Apostle Paul reminds us that we do not even
know what is appropriate to ask (cf. Rm 8:26). We ask for
our necessities, our needs, things that we want: “But is this
more appropriate or not?” Paul tells us, we do not even
know what we ought to ask. When we pray we must be
humble, so that our words may actually be prayers and
not just idle talk that God rejects. We can also pray f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