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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日(乙年常年期12主日)的福音，耶穌叫他的
門徒一起乘船渡海(加里肋亞湖)到對岸去。他們離開
群眾上了船，同時還有其他小船伴隨著。途中，忽然
風暴大作。這是在加里肋亞湖中常會發生的。大浪湧
入船內，以致船充滿了水。期間，耶穌在船尾睡得很
熟。顯然，他不知道發生著的事，又或他並不在意這
些風浪。在驚惶中，門徒叫醒他，說：「師父！我
們快要沉沒，你不管嗎？」耶穌醒來，叱喝了風，並
向海說：「不要作聲，平靜吧！」風就停了，於是風
平浪靜。然後輪到門徒受訓斥：「你們為什麼這樣膽
怯？你們怎麼還沒有信德？」而他們更為驚懼，滿懷
敬畏之情，說：「這人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
他。」(參閱：谷4:35-41)

叱 喝 暴 風 和 大 浪
門徒知道只有天主能控制風和海，以及其他的元

素。為這些不少是漁夫的門徒，從他們的經驗中知道，
海的威力確實驚人。由於他們信仰天主是造物主，祂
也是暴風和巨浪的主。現在這位在他們面前能平息風浪
的，莫非是天主？在天主面前當然要起敬起畏了。

但是，這篇福音也包含其他的教訓。我們可以用比
喻或寓言的方式解讀它。門徒的船比喻教會，那些伴隨
著的小船代表不同的地方教會；海洋代表世界。教會這
艘船在大海中航行，從現世的此岸駛向天國的彼岸。途
中會經常遇到風暴，威脅著她的存在，因為教會的敵人
不認同她宣揚的福音或價值，想消滅她。她要面對不同
形式的攻擊及迫害。

在這些令人驚懼及困惑的時刻，處身於教會的船及
眾多地方教會的小船的門徒不禁要問，天主在哪裡呢？
耶穌基督在哪裡呢？祂原來已在船裡和我們同在，如果

我們有多點信德，我們會勇敢些，來面對種種的艱難困
苦。與天主子耶穌在一起的船，是不會翻沉的。讓我們
不要忘記，救主耶穌對伯多祿的許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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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16:18)這教會是不會被死亡的勢力所征服
的。

我們也可以將這篇福音的解讀再加以引申，這些
船隻代表我們家庭的小船，或我們個人生命的小船。在
我們生命之旅的行程中，我們都會遇上不少的橫逆與考
驗，或碰巧遇上一個大時代的來臨，要我們作出艱難的
抉擇。有時，我們也不禁要問，天主在哪裡呢？耶穌在
哪裡呢？如果我們沒有失掉信德，我們要深信不疑祂一
直與我們同行，帶領我們，讓我們緊緊地跟隨祂走福音
的道路。可能我們不需叫醒在船尾熟睡的救主，到一定
的時間，我們會聽到祂威嚴地「叱喝了風，並向海說：
『不要作聲，平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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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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舉行「尋羊運動」派遣禮及街上福傳。通告刊於第3頁。

3.	6月12日舉行68周年堂慶，主保瞻禮彌撒中進行新一屆牧民議會就職禮。報導刊於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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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先知書聖經講
座分享刊於第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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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於7月25日舉行「家庭同樂日」。請閱覽第5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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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聖安多尼之友會	 $300

雷羅蓮好	 $100

精叻馬	 $200

劉黃典卿	 $500

曾潔玲	 $100

2nd
(周五)

首瞻禮六
恭敬耶穌聖心
晚上八時

4th
(周日) 常年期第十四主日

11th
(周日) 常年期第十五主日

18th
(周日) 常年期第十六主日

21st
(周三)

三三追思亡者
下午六時

25th
(周日) 常年期第十七主日

敬禮聖安多尼
逢周二		晚上六時彌撒

明供聖體
逢周四		晚上七時

誦唸「向聖若望鮑思高禱文」
每月最後一天的各台彌撒後

「習練善終」祈禱
每月逢首周一的各台彌撒後

「進教之佑聖母降福」經文
每月廿四日的各台彌撒結束前

鄭雅蓮	 $100

胡保妹	 $100

家庭玫瑰組	 $300

母親祈禱會	 $100

太極福傳會	 $500

潘宅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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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新一屆 (2021-2023) 牧民議會

✥當然議員 (4)： 梁熾才神父(主席)、黃家輝神父(堂區助理司鐸)、徐靜思(堂區秘書)、盧何德芬(牧民助理)
✥委任議員 (11)：高德耀(會長)、李淑蘅(內務副會長)、余向明(外務副會長)、鄭煥明(傳信委長)、王謝秀歡(禮儀委長)、
	 王談意(互愛委長)、黃仲川(培育組組長)、李漢英、麥漢光、余樂昭、胡穎嫻
✥善會議員 (7)： 郭銘浩、鄔葆玲、林瑋賢、黃小蓮、陳佩霞、鄧敏瑩、曾月霞

日期：7月4日	(常年期第14主日)
時間：下午1:30		
主禮：吳希義神父

歡迎參與  共沐主恩

★ 外展尋羊派遣禮 ★
日期：7月11日	(常年期第15主日)
時間：上午10:00彌撒結束前舉行
行動：街上福傳

①	主日上午10:00班：K1	–	K3學生
②	六下午2:30班：P1	–	P6學生

★優先收取本堂教友和慕道者的子女★
開課：9月第二周

【註：報名從速，額滿即止】

請大家留意收看，支持明愛籌款
攜手同心，幫助有需要的貧困老弱者

【備註：善款或支票(抬頭寫「明愛之友」)亦可投入堂區
															專設的「支持香港明愛捐款箱」】

九秩壽辰感恩聖祭 尋羊運動2021

2021-2022主日學招生



Anniversary 04

堂
區
資
訊

聖安多尼堂大家庭於6月12日(周六)慶祝建堂68周年暨
主保瞻禮。

我們今年邀請到陳日君樞機蒞臨主持堂慶感恩祭，包括
為2021-2023年度新一屆堂區牧民議會成員(名單刊於第3頁)
進行就職祝福禮。

68感恩慶祝        周年   堂區實踐牧民計劃

在講道中，陳樞機以當日第二篇選自格林多人前書第1
章18-25節，勉勵大家效法主保聖安多尼修德成聖，在聖言
中尋求加深認識天主的智慧，努力宣傳福音，在生活中以言
以行為信仰作證。

在信友禱文後，
陳樞機為堂區新一屆
(2021-2023)牧民議會成
員主持就職祝福禮。二
十位教友議員懇求天主
聖神，把服務堂區時所

需要的恩寵，恩賜
給他們。

陳樞機唸祝福
經文：「上主，祢
的這些僕人願意獻
身於堂區的牧民和福傳工作，求祢以慈父的降福，堅定他們
的心志，使他們首先藉默想祢的聖言，和學習解答教會的教
義，而後努力團結堂區的兄弟姊妹，並同他們一起愉快地事
奉祢。」

對於堂慶展望，主任司鐸梁熾才神父表示堂區大家庭要
繼續促進教友的團體生活、服務精神和信仰成長三方面。牧
民議會須跟進有效的落實牧民計劃，聚焦於三個「目標對象
群組」：(1)新教友與慕道班同學；(2)青少年；(3)主日學學
生家長。

堂慶感恩祭及翌日主日彌撒慶祝主保瞻禮，大家獲派聖
安多尼麵包。
願福音聖師聖
安多尼繼續為
我們代禱，而
聖神帶領我
們增強款待文
化、合作文
化，及公教文
化，活出信望
愛，攜手建設
堂區——我們
的家。

堂 慶 彌 撒 開 始
前，我們見證陳樞機
主持祝福「聖安多尼
麵包」及聖安多尼之
友6位新會員宣誓儀
式。襄禮主保瞻禮彌
撒的司鐸包括梁熾才
神父、吳志源神父、
黃家輝神父、李海龍
神父、劉戩雄神父、
梁啟光神父、羅鳴道
神父及陳鴻基神父。

我們一眾歌詠團成員在母佑堂高唱一曲《歡迎大司祭》，
作堂區熱誠歡迎陳樞機的禮節。彌撒前，牧民議會議員及歌
詠團員先與陳樞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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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疫情發生，堂區活動幾乎全部停頓，疫情嚴重令很
多基層家庭遇上困難，本堂梁熾才神父有見及此，鼓勵堂區
的愛德團體為西區的基層家庭服務。堂區愛心小組、聖雲先
會、義工牧民團、新教友義工團體等都冒著疫症的風險，紛
紛推出各種愛心計劃。愛心小組在聖誕節、農曆新年及復活
節組織基層飯局，請基層家庭出席並送上禮物。聖雲先會除
了為一些護老院在節日加餸外，會員以「在希望中侍奉」名
義每月探訪有需要的人，並送上日常用品及食物。新教友義
工團體則每月到西區街頭派口罩、餐券及防疫物資。各出奇
謀，為有需要的人服務，而服務範圍也越來越廣泛，受惠的
人數也越來越多。

為加強服務的質素，堂區牧民議會決定成立「樂融融飯
局」核心小組，統籌這些愛德工作，目的是善用堂區資源，
為那些失業者、家庭和青年得到更多的幫助。成立小組的另
一個原因，是讓教友知道聖安多尼堂所做的定期愛心活動，
希望他們能支援及參與這些服務。「樂融融飯局」小組成員
包括來自議會及善會代表：高德耀、余向明、李淑蘅、李漢
英、黃小蓮、盧何德芬、孫淑儀、鄧敏瑩、蘇慶標。

在5月23日第一次核心小組會中，定下明晰的方向。核
心小組在每次活動中，招募及組織義工，分配資源，安排宣
傳及籌款等。會議決定每月新教友義工小組在西區派防疫物
資及餐券，並且安排在堂區報告，招募義工。樂融融飯局則
配合堂區瞻禮或節日舉行，並定期舉辦一些親子活動，如家

庭同樂日為小朋友及家長
而設，使在疫症中小朋友
可以有舒展身心的活動，
也可以為家長提供一些培
訓。同時考慮成立一個食
物銀行，為一些有急需的
家庭提供食物援助。估計
全年開支約十二萬元，費
用將通過堂區報告、羊牧
之聲、善會宣傳向教友募
捐，捐款不足則由堂區支
助。

會議決定在堂慶6月
13日先做一次「樂融融

聖安多尼堂「樂融融飯局」核心小組成立
李漢英

飯局」，新教友義工小組則準備在6月6日(基督聖體聖血節)
上午派口罩及防疫物資，配合飯局活動，先給街坊派幾十張
樂融融飯局的飯券，互相支援，並嘗試在堂區報告中招募義
工。

「樂融融飯局」
在6月13日堂慶日順利
完成，今次黃家輝神父
提出做手工是一個非常
好的亮點，街坊都很有
創意及投入做手工，義
工則多了時間和街坊傾
談，增加認識和交流。
今次活動有95位出席，
包括學校基層家庭、聖
雲先會探訪家庭及西區
街坊。每人的禮物包括
飯盒、生果、粽、飲
品、超市禮券、麥當
勞禮券、米、聖安多尼
麵包等，支出為一萬多
元，都是由堂區及教友
捐贈。有30多位義工
及核心小組成員參與，
義工都很投入，氣氛融
恰，團結服務基層家
庭。

教宗在世界窮人日
的文告告訴我們：「基
督徒若想看到耶穌，應該轉向窮人，他們是基督的具體標
記，窮人代表基督。」義工們的投入、融恰、團結的氣氛就
是因為他們看到基督，服侍基督。

2021年6月14日教宗方濟各發表第5屆世界窮人日文告，主題：「你們常有窮人同你在一起」(谷14:7)
【閱讀內容：https://slmedia.org/ch/blog/the-fifth-world-day-of-the-poor】。教宗表示：「今天的疫情災難使窮
人進一步增加，需要找到最合適的解決方案，尤其是急需作出具體的回應。貧窮該當激起一種有創造性
的計劃，幫助那些窮人免受沉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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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教會主保聖若瑟的德行
3月13日下午在網上直播「聖若瑟與福傳」講座，是3

月至10月傳教節活動中的第一個項目，由夏志誠輔理主教主
講。他在講座開始時提出：聖若瑟沉默寡言，他有福傳嗎？
當天夏主教整理六個要點，讓我們明白聖若瑟與福傳有很深
厚的關係，亦成為我們的借鏡。

1.		聖若瑟是義人：他經常尋找天主旨意和勉力遵行。福
傳的基礎是建立在信仰生活中，要從心底熱切尊崇基
督為「主」及承行祂的旨意，好能準備隨時答覆別人
查詢「我們心中所懷希望的理由」(伯前3:15)。

2.		聖若瑟是經驗天主的人：他在逆境中看到天主的大能及
引領。夏主教提醒我們深化及掌握天主在生活中與我同
在的經驗，福傳就是有關此「親身經歷」(若壹1:1-2)。

3.	 聖若瑟是迎合主旨的人：他知道所苦苦思慮
的原來是天主旨意，便立刻聽從天使的命；
他為了天主的緣故，以信德的勇氣突破「安
全圈」，成為聖家的「守護者」，與他們邁
向陌生的領域——埃及。福傳者就要相信是祂
與我們同在的承諾(瑪28:18-20)。所以不要害
怕在任何處境福傳。

留意未來活動舉行的日期
https://www.missionsunday2021.catholic.org.hk

聖若瑟年攜         福傳
4.		聖若瑟是全為耶穌的人：他縱使遇到逆境，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耶穌。而聖保祿在獄中書簡(斐1:12-14)提醒人
在困境中仍要傳——真福八端的希望，逆境作證才激勵
人心。

5.		聖若瑟是富有創意和勇氣的人：身為父親的他，當客棧
沒有住處，便將馬槽變為嬰兒床；還與聖家逃往埃及暫
居，為福音成為一切(格前9:22-23)，一切全為了福音(宗
17:22-23)。

6.		聖若瑟是反映天父的人：他在耶穌前活出父親的面貌，
讓耶穌懂得稱天主為：阿爸，父呀！他成為天主的大
使；故此福傳者要在言行中，顯露不可見的天主的容
貌，成為基督的大使(格後5:20)。而我們要請聖若瑟為我
們轉禱，好能在主內獲得作證力量。

聖安多尼堂「2021
尋羊運動」將於7月
11日展開，在當天
上午十時彌撒結束前
舉行派遣禮，隨後堂
區的善會代表們往街
上派發福傳禮包。在
這聖若瑟年作耶穌的
使者，我們可由教區
的「2021傳教節」
網頁獲取具啟發性的
資料，有助自我裝備
以履行福傳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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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報名查詢，歡迎致電 2523-3682 或
電郵至 projectideal@cmac.org.hk 與梁姑娘(Cherrie) 聯絡。

本計劃以「培力」及「轉化學習」為重心，希望發掘家
長的內在潛能，幫助家長克服親職焦慮、面對社會處境
的挑戰、用自身成長故事帶領孩子，以及建立到位的家
長互助網絡。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致力推行家庭生活教育工作，於
2021至2022年度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提供
一系列家長成長小組及家長親職培育活動，及建立家長
網絡平台「爸媽Club」，以促進家長彼此同行及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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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9日教宗
方濟各在周三公開接見活
動的要理講授中，繼續講
解「祈禱」的主題。教宗
特別指出，「恆心祈禱」
是天父對我們的邀請，是
聖經的命令；工作和祈禱
是相輔相成的；在信德、
生活和祈禱的這種周而復
始中，天主期望我們每一
位都燃燒著基督徒愛的火
焰。

教宗開宗明義地講要
「恆心祈禱」。教宗表示：「恆心祈禱是一個邀請，是來自
聖經的命令(囑托)。基督宗教靈修經典之作《俄羅斯朝聖者
精神之旅》在開篇時就引用聖保祿致《得撒洛尼前書》的一
句話：『不斷祈禱，事事感謝。(參閱5:17-18)』事實上，人
的呼吸從來不會停止，當我們睡眠的時候也是如此；祈禱是
生命的呼吸。」

「那麽怎麽可能一直保持祈禱的狀態呢？《天主教
教理》給了我們最美好的引述，隱修士彭迪古(Evagrio	
Pontico)肯定地說：我們沒有受命不斷工作、驚醒和守齋，
但根據規定，我們要不斷祈禱。(參閱《天主教教理》第
2742號)因此，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有一個火焰，絕不會熄
滅。這有點像古時聖殿中保存的聖火，不停地燃燒，司祭的
職責是加添燃料。」教宗說：「請看，在我們的內心也該有
這聖火，它持續燃燒著，沒有什麽東西能讓它熄滅。」

接著，教宗繼續引用
《天主教教理》的內容，金
口聖若望講道，即使「走在
街市或獨自散步時，在商店
中，在買、賣時，甚至在
廚房作飯時，都可以經常而
熱心地祈禱」(參閱《天主
教教理》第2743號)。教宗
說：「因此，祈禱是一種音
樂的五綫譜，我們在這五綫
譜上安排我們的生活旋律。
它與日常的繁忙並不衝突，
不與許多該做的小事和約會

相矛盾，如果有的話，那就是讓每一個行動在祈禱中找到其
意義、原因及平靜。」

教宗解釋道：「當然，將這些原則付諸行動並不容易。
所以，讓我們好好思慕天主、我們的在天大父，祂照顧整個
世界，記著我們每一個人。因此，我們要永遠記住祂。」

隨後，教宗表示：「在基督徒隱修生活中，工作一直
受到極大的推崇，它不僅是為了自己和他人養家糊口的道
德責任，也是為了一種內在的平衡。工作幫助我們與現實
聯繫。」	

「在人類的生活中，一切都是『二元』的：我們的身體
是勻稱的，我們有兩隻手臂、兩個眼睛、兩隻手等，所以工
作和祈禱是相輔相成的。祈禱處於工作活潑的基礎中，只專
注於工作而沒有時間祈禱是缺乏人性的。」

教宗繼續解釋道：「與此同時，與生活格格不入的祈
禱也是不健康的。我們記得，耶穌在大博爾山上給門徒們顯
聖容之後，不願延長那欣喜若狂的時刻，而是和他們一起下
山，繼續日常的生活，那些經驗應作為他們信德的光和力量
存留在心中。」

最後，教宗說：「因此，把時間獻於天主使信德活潑，
並幫助我們實際的生活，而信德反過來又不間斷地滋養祈
禱。在信德、生活和祈禱的這種周而復始中，天主期望我們
每一位都燃燒著基督徒愛的火焰。」

(資料：梵蒂岡新聞網)



話語七月
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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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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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講：5. 服務
鄭德烈兄弟(執事候選人)
基層之母堂、聖雲先會

JU
L

宗徒的身份是耶穌的代言人，有同樣驅魔和治病的權柄，但是
沒有值得宗徒誇耀的德能，因為一切的權柄都是來自天主，彰
顯了耶穌是天主子尊威、神聖的身份。就如保祿宗徒所說：若
必需誇耀，就誇耀我的軟弱的事。因為主說：「有我的恩寵為
你夠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纔全顯出來。」(格後12:9)

生活反省
耶穌從門徒中親自揀選了12人成為宗徒(瑪

10:24)，派遣他們去執行宣講天國臨近的任務。

耶穌要求門徒兩個兩個地出去，而不是孤軍作戰和單獨行動，這命令要求門徒(也包括我們)除了奉行天主聖意
外，還要在兩個人一起時(最小的教會內)互相扶持，以和諧的團隊精神為目標去傳揚福音。所以耶穌鄭重聲明：「若
你們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無論為什麼事祈禱，我在天之父，必要給他們成就」。(瑪	18:19)

耶穌派遣門徒出去宣講，使人悔改；並驅逐了許多魔鬼，且給許多病人傳油，治好了他們(谷6:7；瑪10:1)。門徒
的驅魔和治病權柄，沒有值得宗徒誇耀的德能，因為一切的權柄都是來自天主。就如保祿宗徒所說：「若必需誇耀，
就誇耀我的軟弱的事。因為主說：「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纔全顯出來。」(格後12:9)

我們領洗成為基督徒後，上主必與我們同在，要不怕艱辛、冷嘲熱諷和失敗，肩負起福傳的工作，因為上主必與
我們同在。福傳幫助人接近天主，認識耶穌是主的真理，邁向永生的道路，因為誰接受耶穌是主的福音喜訊，天主的
愛就臨到那一家。

我們應放棄物質上的倚靠，不要為俗世享樂而牽掛，應當全然交託給天主，感恩祂的引領和眷顧。耶穌說過：
「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瑪6：33)。耶穌的軛是柔和的	 (瑪11:30)	 ，我們要背
起耶穌的軛跟衪學習，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以行動活出福音的精神。

讓我們以貞潔、神貧、聽命的生活態度侍奉上主，彼能成為真正的基督徒。主耶穌洞悉我們的軟弱，故此祂告訴
我們應放棄對俗世的倚賴，因為衪會安排賜予我們所須的各種恩典。

祈禱
仁慈的天主，感謝祢召叫了我們成為祢的子女，賜給我們生活的一切所需；求祢引導我們在生活中活出祢的聖言

聖訓，為祢作見證。求祢派遣我們做祢的莊稼工人，替祢播種和收割莊稼。

求祢賜我們一顆謙卑的心，放棄以自我為中心的陋習，嘗試去接納他人，並擺脫對物質依賴的枷鎖，全心信靠
祢，以傳揚祢天國的喜訊為己任，讓我們生命的一切都以光榮天主為依歸。亞孟。

(資料：週末主日學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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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金句
耶穌叫來十二門徒，開始派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出
去，賜給他們制伏邪魔的權柄。(谷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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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惡，得到天主派遣天使來給他寬赦，獲得天主白白的恩
賜，並受到天主派遣。

先知在神視中聽見上主說：「我將派遣誰呢？」便立
即回答說：「我在這裡，請派遣我！」(依6:8)先知以無罪之
心，體察到天主對人民的愛，遂接納天主的邀請。

但天主告訴先知他被派遣是要向以民說一些他們聽而不
明白的話，要使這民族的心遲鈍，眼晴迷矇，免得他覺悟而
悔改，獲得痊癒。先知的責任是去宣講，不用擔心成效，因
為天主自有衪的計劃。這事要如此直到城邑變廢墟，無人居
住，田地荒蕪。上主要將人民遷至遠方，境內只留下十分之
一，還要受摧殘。然而天主的旨意就是聖善的苗裔將由這遺
民產生，使以民復興。

厄瑪奴耳神諭
從先知的「厄瑪奴耳神諭」中，我們看到天主的救恩。

阿哈次從這神諭中看出天主仍信守對達味所作的許諾，納堂
神諭中天主要鞏固達味後裔的王位直到永遠仍然有效。(撒
下7:13)

這神諭在眾多的啟示言論中是最重要的，指出了有一個
兒子賜給了我們，他的王權是偉大的，達味的御座和王國的
平安是無限的，萬軍上主的熱誠必要完成這事。(依9:5-6)新
約瑪竇福音就引用了這神諭引證出耶穌是默西亞，是與人同
在的天主。(瑪1:23)

葉瑟的根苗和納堂神諭
猶大國上下都犯了罪，背棄

了天主，受了懲罰。天主派遣先
知，在厄瑪奴耳神諭中指出天主
沒有放棄他們，聖善的苗裔將由
他們的遺民產生(1)，使以色列人
復興。

以民悔改後仍會得到救贖，
「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
枝，由它的根上將發出一個幼
芽。上主的神，智慧和聰敏的
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和敬
畏上主的神將住在他內。」(依
11:1-2)這話正呼應納堂神諭的
遠期應驗「默西亞論」。

這代表天主為以民興起達味
的後裔默西亞，復興以色列。正如經上記載：「以後我要回
來，重建達味巳傾倒的居所；已坍塌了的，要把它重建而豎
立起來。」(宗	15:16)

跟耶穌一樣，達味是猶大白冷人，家族是厄弗辣大，他
的父親是葉瑟。天主按恩許，從他的後裔中給以色列與起了
一位救主耶穌。(宗13:21-23)

總結
依撒意亞先知約於公元前765年生於耶路撒冷，於烏齊

雅王駕崩那年(公元前740年)蒙召，在南國猶大執行先知任
務凡40年，服務約堂，阿哈次和希則克雅三代。他見證了以
色列民犯罪背棄天主，受天主的懲罰。

蒙召後，先知勸勉百姓悔改，歸向天主。但他知道自己
的宣講，不會有什麼效果，天主必要消滅猶大國，但先知仍
舊努力勸勉君王和百姓悔改，因為他確信天主不會完全消滅
自己的百姓，必會留下一些殘餘，由他們中將出來救主默西
亞。

回覆教友提問

(1)	亞毛斯(5:15)所提若瑟的遺民是什麼意思？

因為北國以色列由若瑟兩個兒子的主要部落：
「厄弗辣因」及「默納協」所組成的，所以若瑟的
遺民是指北國以色列的遺民。它是代表北國以色列
的多種表達方式之一，其中也有撒瑪黎雅(北國首都)
所在的「厄弗辣因」地域。而「以色列的遺民」包
括了南國和北國的遺民堅貞地保存了自己信仰，即
使受到敵人(亞述和巴比倫)的攻擊、迫害，無論他們
被充軍或是留在客納罕地(預許的福地)也毫不退縮。
充軍的猶太人包括了留在充軍地(如尼尼微)而沒有回
客納罕地重建耶路撒冷及聖殿的人。亦有另一些留
在客納罕地沒有充軍，但改變去信外邦神祗的猶太
人。這兩種猶太人均不算是遺民。因為他們背棄了
唯一神雅威(天主)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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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多尼堂培育組於5月30日(天主聖三節)舉行了由黃
仲川兄弟主講的聖經講座，主題是「依撒意亞先知書(I)」，
內容提及先知時代的背境，蒙召及神諭	(依:1-39章)。這是有
關先知使命及神諭的第一講。

依撒意亞先知生平
先知約於公元前765年生於耶路撒冷，於烏齊雅王駕

崩那年(公元前740年)蒙召，在南國猶大執行先知任務凡40
年，服務約堂，阿哈次和希則克雅三代。

時代背境
亞述帝國在公元八世紀佔領了整個小亞細亞，迫近巴力

斯坦，威脅南國猶大和北國以色列。

以色列王和阿蘭王於公元前736年發兵強迫猶大聯手反
抗亞述，先知向猶大王阿哈次提出了厄瑪奴耳的徵兆，以保
證天主會保護南國猶大的安全。唯阿哈次不聽先知勸戒，

仍求救於亞述王。結果導致亞述的介入和以色列國於公元
前722年為亞述所滅，並發生以色列人第一次被充軍到亞述
去。南國猶大卻要繳納更重貢稅。

希則克雅王執政時，猶大與埃及聯合反抗亞述，結果亞
述大軍進攻耶路撒冷，幸賴天主保護，耶京和全猶大得免於
難。但卻因希則克雅王向巴比倫使者炫耀國庫的無知行為，
先知預言了猶大將會滅亡及充軍巴比倫。最後拿步高二世於
公元前598年攻陷耶路撒冷，把猶太人擄往巴比倫充軍。

猶大國的罪惡和有關的神諭
猶大國上下，尤其政府首長，都背棄了天主，不尋求衪

的助佑，卻依賴人世的政治勢力。百姓行迷信，妖術和多神
崇拜，全國人倫道德墮落，法律秩序喪亡。

先知傳佈天主對以色列子民的神諭，要求以民悔改，以
得到天主的慈愛，避免天主的懲罰：

(1)	指責以民背叛和離棄了天主的撫養和善待
之恩，就算受到懲罰，仍不悔改。

(2)	指責社會領袖不再真心敬拜天主，並下達
九個有關社會正義，更新向善的命令：(a)你們
應該洗滌；(b)應該自潔；(c)在我眼前革除你們
的惡行；(d)停止作孽；(e)停止壓迫人；(f)學習
行善；(g)尋求正義；(h)為孤兒伸冤；(i)為寡婦
辯護。

神諭的果實將是先知理想世界的實現，許
多民族將攀登上主的聖山，把自己的刀劍鑄成
鋤頭，人不再持刀相向，不再學習戰鬥，要行
走上主的道路。

先知的揀選、聖化、派遣和服務
先知在烏齊雅王駕崩那年(公元前740年)，

為君王祈求上主，得到天主的恩寵，在神視中
得見上主的光榮、尊威和權能。先知坦承自己

依撒意亞先知使命及神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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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樹根 (John) .................................................
我在4月3日聖周

六晚領洗成為天主教
徒後，感到非常高興
和安慰。多謝兩位導
師Anita和Raymund
教導我認識天主，學
習耶穌基督的道理，
我可以與家人討論
天主的事，與家人的
感情亦更加融洽。感謝代父Raymund和黃家輝神父在教
堂為我施洗，讓我真真正正成為天主教徒。

我每日都會祈禱，多聆聽福音道理。感謝我們的主
耶穌賜給我平安和快樂的生活。讚美主！感謝主！

陳樹心 (Luke) ..................................................
成為天主教徒

後，我感到非常開心
和光榮。我知道主耶
穌基督富有愛心，做
有益的事，幫助有需
要的人。祂寧願自己
受痛苦，替人民受
罪，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

耶穌的行為令我佩服，我會把救主基督的功績宣
揚，希望大眾聽了後，樂於聽從天主的教誨，多幫助別
人及做多有益的事，並悔改過錯，往教堂聽福音和學道
理。感謝讚美主！

陳樹枝 (Mark) ..........................................................
成為天主教徒的新教

友，非常開心，令我有更多
機會參與彌撤、聆聽福音和
參加聚會.

多謝Anita	和	Raymund
兩位導師的悉心教導。感謝
代父Raymund和黃神父為
我施洗和傅油。在領聖體的
一刻，知道可以與耶穌基督

合為一體，感到無限的恩寵，衷心感謝讚美主。	

多謝神父、代父、導師和堂區兄弟姊妹們的鼓掌祝賀！

陳樹新 (Matthew) ....................................................
4月3日領洗當晚，我

手拿着燃點爉燭的時侯，需
然我看不到燭光，但感覺天
主已把光輝照耀在我身上，
赦免我的罪過。聖洗和領聖
體的一刻感到非常喜悅，傅
油的時候感到清涼和氣味芬
芳。多謝梁神父和黃神父，
當然不少得兩位導師Anita
和Raymund。多謝歌詠團詠唱動聽悅耳的聖歌。當晚在團體拍
攝時刻，神父、導師、代父母、教友及新教友以鼓掌祝賀，震
撼的掌聲令我感到無比高興！

轉送當晚相片給親友和朋友時，他們亦為我成為新教友而
感到歡欣。

感謝聖安多尼堂的安排，讓我們新教友順利圓滿度過聖洗
大日子。見證慈愛天父帶領一家信主

很感恩，2021年4月3日能夠見證到我兩個哥哥John和Luke，及兩個
弟弟Mark和Matthew在當晚領洗，成為天主教徒，真是一個大恩典！

雖然我和已故父母及在2019年12月24日去世的妹妹都是天主教徒，
但期間沒有聽到他們四兄弟有意問道信主。直到在妹妹的喪禮中，堂區
的黃家輝神父根據妹妹日常生活的事蹟和喜愛向我們說了一番道理，提
及妹妹的美德會得到天主的恩寵而進入天國再過活。而我亦分享相信我
們有一天會與妹妹一樣踏上到天家的路，與先行的父母和親友重逢，繼

續快快樂樂一齊生活。因我這四個兄弟都是失明人士，他們日常生活的需要和起居飲食，均由妹妺悉心安排和照顧，
感情很深厚。妹妹的離世除了令他們很悲傷外，亦感到無助。當他們在妹妹的喪禮中聽到黃神父和我的分享帶來啟
發，他們便向我表示很想認識天主和成為天主教徒。按他們的意向，我遂與黃神父商討安排他們參加慕道班，學習認
識天主的道理。

由於他們四人看不見，所以學習會較一般人困難，但他們得到天主的恩寵，為他們安排兩位專業和悉心教導的導
師Anita和Raymund，引導他們去認識天主。很感謝他們兩位的付出，亦感謝聖神帶領，他們都很投入去學習。當每次
參加主日彌撒後，梁神父和黃神父都會走近他們面前，拍拍他們的肩膊和打招呼，他們感覺到神父的親切和愛護。聽
完神父所講的福音和道理後，他們在家會聚守一堂，認真地去思考福音的內容，互相啟發去加深認識天主。	

現在見證到他們已領洗成為教友，信奉天主，除了可以達成妹妹的心願，亦感到天主對我們深深的眷顧。現在我
們一家人有共同的信仰，大家感覺生活很美滿幸福，感謝讚美天主！

四 兄 弟 領 受 入 門 聖 事
歡 欣 頌 謝 主 恩 典

陳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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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認識聖若瑟、Super Dad繪畫表愛意

Super Dad

6月20日，主日學導師安排活動主題：「耶穌的
爸爸	––	大聖若瑟聖人」。透過「釘子」的故事、唱
詠、看影片、遊戲及繪畫等活動，讓兒童知道「大聖
若瑟年」禱詞的意義，並對聖若瑟這位偉大聖人有初
步的認識及了解。

另外，欣逢當天是父親節，兒童繪畫	Super	Dad	作「父
親節咭」，向本堂區的梁熾才神父、黃家輝神父，及自己爸
爸表達愛意。

導師建議爸爸和孩子於節日的當周內，每晚在睡覺前
一起說故事，傾訴心事，並與孩子一起頌唸短誦：「大聖若
瑟，聖家之長，為我等祈！」

7月11日舉行堂區的「尋羊運動」，將會上街派發福傳禮物。一群教友於
6月26日和27日提供協助，包裝堂區福傳禮包，準備與街坊分享天主的愛。

關愛社區	分享福音
6月6日，堂區愛心小

組第10次上街派口罩，在
皇后大道西街尾，長者排
隊取飯盒的地方，愛心小
組的教友一邊派口罩，同
步和他們談話福傳，並送
上6月13日我們堂區「樂
融融飯局」的禮物飯券。



Living Word of God – July 2021

Thus says the Lord God! And whether they heed or 
resist – for they are a rebellious house – they shall know 
that a prophet has been among them. (Ezek 2:4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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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The book of Ezekiel reveals that God abandoned Jerusalem 

because of its evil. This oracle interprets that God has appeared 
to his chosen people beyond the promised land because they 
have rebelled and rejected God who sent them into exile. They 
also rejected the words of Ezekiel, God’s appointed prophet, 
despised his preaching and scorned him. The portrait of Ezekiel 
becomes a prototype for Jesu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gospel 
reading (Mark 6:1-6) “A prophet is not without honour except in 
his native place.” Just like Ezekiel, Jesus is sent to his own people 
who are stiff-necked.

Similar to Israel, we all have trouble in giving praise and 
honour to those who are righteous and closest to us. People who 
are talented and humble at heart are targets for marginalization 
simply because they find favour with God (Gen. 4:5-8). One 
should identify their own talents and realize God’s plan in them 
in the parish collaborative ministry rather than mourn over 
unhappy experiences.

Ezekiel has been called to forewarn Israel about the saving 
justice and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on their evil deeds. By 
righteousness we must bear in mind the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fidelity” and “saving justice” [the meanings attached 
to Paul’s biblical tradition in the Letters to the Romans]. 
Righteousness should not be unilaterally understood as Justice 
which in common parlance has the sense of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especially in bestowing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Such an understanding suggests that righteousness is “the anger 
of God”. (1)  

In fact righteousness is not the wrath of God but the 
salvation and deliverance from sin captivity. Paul’s open-ended 
interpretation of ‘faith’ and ‘righteousness’ can embrace both 
God’s fidelity to his word and human’s response through faith 
and trust. God has made use of sufferings and hardship to train, 
purify and sanctify his people and set them free from captivity.

What does Paul mean by “salvation”? “Salvation”, in a 
negative sight, means rescue and liberation from the captivity of 
the present (evil) age. Positively, it signify entrance into the new 
age and the obtaining of the eschatological blessings promised 
to the faithful.(2)

Israel acknowledged her own unrighteousness and fully 
accep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sufferings. She knows that in 
her sinfulness and plight she can call with confidence upon 
God’s righteousness for rescue.

In Ezekiel’s oracle against the Israelite it prophecies 

that Jerusalem will be destroyed and Israelite will be exiled 
to Babylon. The prophetical voice revealing the truth of 
forthcoming disasters is often unwelcome by the modern world. 
Our unbendable mindset reduces our awareness of our own 
sinfulness. People are bound by their own egos and present 
way of thinking, and any threats to the status quo is seen as a 
challenge. 

Today we put ourselves in a similar situation as the Israelite 
Babylonian captivity and are unable to heal and save ourselves 
among a divided society with uncompromised ideologies.  

Jesus’ message in the gospel reflects a timeless truth in 
psychology of faith. He challenges us to leave our comfort 
zone and to make revolutionary changes. Only the legitimate 
Christian who is willing to respond to that word of wisdom in 
our ears we heard every Sunday can come to know that it is all 
about “God is love” and his fathomless mercifulness.

The new challenge before us is how to mend the broken-
hearted and rebuild our community by building up trust so that 
the primal Eden experience with God can be reinstated (Gen 
1-3). In essence they constitute the fulfilment of God’s original 
for human beings: the achievement of true human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due relationship to God and a constructive attitude 
to the world.

The renewed relationship with God has been brought 
about through faith. The barrier between the “present age” 
and the “age to come” crumble as man and woman achieve a 
deeper humanity and become agents of wider humanization.

Paul reminds us that challenges and disappointment 
comes in various forms. But we are not crushed by human 
failure. Because as Jesus said: “My Grace is enough for you” (2 
Corinth 12:7-9a). When we are weak, God is strong. It is he who 
makes greatness out 
of nothing. And Paul 
says ironically that if he 
has to boast he is most 
willingly to boast of his 
weakness: “Therefore, 
I am content with 
weaknesses, insults, 
hardships, persecutions 
and constraints for the 
sake of Christ for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Prayer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 often see our weaknesses, 

insults, hardship and suffering as torture and punishment from 
God. Help us to realize Paul’s meaning “when we are suffering 
for the sake of Christ though we are weak, but God makes us 
strong”. Help us pull ourselves together to achieve a deeper 
humanity, cooperate with humankind in rebuilding 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world and cleaning the temple of our hearts with 
wider humanization. Amen.

 (Source: Parish Formation Group)

Reference:
(1) Brendan Byrne, S.J. Reckoning with Romans – A Contemporary Reading 

of Pau’s Gospel, Published by Michael Glazier 1986, pg. 47-48. 

(2) Ibid, pg.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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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 for July
七月份教宗祈禱意向

Social friendship 
We pray that, in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of conflict, we may 
be courageous and passionate 
architects of dialogue and 
friendship.

為社會友誼
願我們能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的
衝突中，勇敢並熱情的建立對話
與友誼。

public or strolling alone, or seated in your 
shop, while buying or selling, or even while 
cooking” (CCC 2743). Little prayers: “Lord, 
have mercy on us”, “Lord, help me”. So, prayer 
is a kind of musical staff, where we arrange 
the melody of our lives. It is not in contrast 
with daily work; it does not contradict the 
many small obligations and appointments; if 
anything, it is the place where every action 
finds its meaning, its reason and its peace.

Certainly, putting these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is not easy. A father and a mother, 
caught up in a thousand tasks, may feel 
nostalgia for a time in their life in which it 
was easy to find regular times and spaces 
for prayer. Then come children, work, family 
life, ageing parents.... One has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ill never be possible to get through it 
all. It is good then for us to think that God, our Father, who 
must take care of the entire universe, always remembers 
each one of us. Therefore, we too must always remember 
Him!

We can also remember that in Christian monasticism, 

is “binary”: our body is symmetrical, we have two arms, 
two eyes, two hands… And so, work and prayer are 
also complementary. Prayer — which is the “breath” of 
everything — remains as the vital backdrop of work, even 
in moments in which this is not explicit. It is inhuman to 
be so absorbed by work that you can no longer find the 
time for prayer.

At the same time, a prayer that alienates itself from 
life is not healthy. A prayer that alienates us from the 
concreteness of life becomes spiritualism, or worse, 
ritualism. Let us remember that Jesus, after revealing his 
glory to the disciples on Mount Tabor, did not want to 
prolong that moment of ecstasy, but instead ca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 with them and resumed the daily 
journey. Because that experience had to remain in their 
hearts as the light and strength of their faith; also a light and 
strength for the days that were soon to come: those of the 
Passion. In this way, the time dedicated to being with God 

work has always been held in great 
esteem,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moral duty to provide for oneself and 
others, but also for a sort of balance, 
an inner balance: it is risky for man to 
cultivate an interest so abstract that 
he loses contact with reality. Work 
helps us to stay in touch with reality. 
The monk’s folded hands bear the 
calluses of one who holds shovels 
and hoes. When, in the Gospel of 
Luke (cf. 10:38-42), Jesus tells Saint 
Martha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is 
truly necessary is to listen to God, in 
no way does he mean to disparage 
the many services that she was 
performing with such dedication.

Everything in the human being 

revives faith, which helps us in the practicalities of living, 
and faith, in turn, nurtures prayer, without interruption. In 
this circularity between faith, life and prayer, one keeps 
alight that flame of Christian love that God expects of us.

(Source: Pope Francis General Audience, 9 Jun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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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urgy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 of July 2021

Welcome to 11:30am English Mass

Reflection with Pope Francis

2nd July
First Friday of the month
Feast of Sacred Heart of Jesus Mass
8:00pm (Chinese)

4th July
14th Sunday of the Year
Fr. John Baptist Ng – 90th Birthday 
Thanksgiving Mass
1:30pm (Chinese)

11th July
15th Sunday of the Year
Sheep Seeking Commissioning Ceremony
10:00am Mass

18th July
16th Sunday of the Year

21st July
Commemoration of 
All Faithful Departed Mass
6:00pm (Chinese)

25th July
1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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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perseverance in praying…. It is an invitation, 
indeed, a command that comes to us from Sacred 
Scripture. The spiritual journey of the Russian Pilgrim 
begins when he comes across a phrase of Saint Paul in the 
First Letter to the Thessalonians: “Pray constantly, always 
and for everything give thanks” (cf. 5:17-18). The Apostle’s 
words strike the man and he wonders how it is possible 
to pray without interruption, given that our lives are 
fragmented into so many different moments, which do not 
always make concentration possible. From this question 
he begins his search, which will lead him to discover what 
is called the prayer of the heart. It consists in repeating 
with faith: “Lord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Lord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A simple prayer, but very beautiful. A 
prayer that, little by little, adapts itself to the rhythm of 
breath and extends throughout the day. Indeed, breath 
never stops, not even while we sleep; and prayer is the 
breath of life.

How, then, is it possible to always preserve a state 
of prayer? The Catechism offers us beautiful quota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spirituality, which insist on the need for 
continuous prayer, that it may be the fulcrum of Christian 
existence. I will look at some of them.

The monk Evagrius Ponticus states: “We have not 
been commanded to work, to keep watch and to fast 
continually” — no, this is not demanded — “but it has 
been laid down that we are to pray without ceasing” (CCC 
2742). The heart in prayer. There is therefore an ardour in 
the Christian life, which must never fail. It is a little like 
that sacred fire that was kept in the ancient temples, that 
burned without interruption and that the priests had the 
task of keeping alive. So too must there be a sacred fire 
in us, which burns continuously and which nothing can 
extinguish. And it is not easy, but it must be so.

Saint John Chrysostom, another pastor who was 
attentive to real life, preached: “Even while walking 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