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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2013 by Emily Stimpson Chapman）

信友應知：     煉獄    的教理
有些人相信有煉獄，有些人卻不接

受；有些人害怕煉獄，有些人卻看它為
天主仁慈的證據；很多人完全不知道有
關煉獄的事，不少教友忘記了煉獄的教
理，因為這些年來很少人提及它。

煉獄是一端被遺忘的教理。現代的
教友不知有煉獄，因為他們認為犯罪並
沒有什麼後果，反正天主是仁慈的，我
們都會到天堂去，祂不會遺棄我們。

教會的道理認為，犯罪確有其後
果，甚至永遠的後果。雖然天主是愛，
但祂尊重我們的自由選擇。有可能有人
會選擇邪惡到底，不想和天主在一起；
少數人的生活是如此純潔無罪，他們死
後便直升天堂；大多數的人介乎兩者
之間。因此煉獄有存在的必要，使我們
能得到淨化，擺脫對罪過的依戀，並補
贖我們的種種過失。基督是我們的審判
者，祂仁慈又正義，我們應變得像祂一樣完美。

在煉獄裡所受的不是身體的痛苦。人一死後，如他
在煉獄中，他看見天主的神聖和美善，看到天主對他的
救恩計劃，他極為渴望和天主一起，這渴望像一團火催
逼著他們。他們的苦在於「失苦」，不能享見天主。同
時，這渴望之火，使煉靈捨棄對罪過的依戀，這過程也
使他們感到幾乎和「失苦」相等的痛苦。

靈魂在煉獄中經驗到痛苦，亦經驗到喜樂。煉獄是
天堂的前庭。每一個在煉獄中的靈魂，都有一天會進入
天主的榮光中。因此煉靈不單有前述的痛苦，也同時有
希望的喜樂。就像一個鍛煉身體的人，不錯，鍛煉時他
感到痛苦，但一想到他會達到的目的，這痛苦變了喜樂
的痛苦。

煉靈雖然有與天主在一起的希望，但淨化的過程
會是長久及痛苦的。除了他們委順於基督的愛的淨化之
火外，他們就沒有什麼可做來加快這煉淨的過程或減輕

他們的痛苦。這時候，我們可介入了。
靈魂離開肉身，他們修德立功的時間便
完結，我們可本著「諸聖相通功」的信
仰，為他們祈禱和行善功。我們也可為
煉靈奉獻彌撒，因為彌撒是紀念基督為
在世或已亡的信友奉獻的聖祭，以賠補
眾人的罪過。

煉靈也可為我們祈求。雖然煉靈不
能為自己做什麼，他們可為我們祈禱，
幫助我們獲得恩寵來更好地跟隨基督。
他們關心我們的得救，他們想幫助我們
明白罪惡的害處，和承行主旨的重要，
以便我們將來能進入天國。

教會有關煉靈的道理是植根於聖
經。瑪加伯書下記載猶大瑪加伯，命人
為敬拜偶像的陣亡士兵祈禱和獻祭(加
12:45)。這表示罪人在死後仍有得救的希
望。煉獄的存在最能解讀以下的聖經章

節：「凡不潔淨的……絕對不能入(天堂)」(默21:27)，以
及基督的要求，如「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
父是成全的一樣。」(瑪5:48)

煉獄不是中世紀教會製造來的。雖然煉獄的教理正
式訂立是在1274年的里昂第二次公議會，但煉獄的道理
在教會一開始便有了。教會歷史從未間斷的證據告訴我
們，基督徒常為死去的人祈禱及獻彌撒。這從未間斷的
證據包括從一世紀以來的教父和聖師的寫作，也包括教
友以彌撒及祈禱紀念他們親友逝世周年的記錄。

我們要善用在世上的日子。天主的本意是叫我們在
此世跟隨基督，要我們帶著肉身跟隨這位降生成人的救
主。煉獄原不是常規的東西。天主給我們每人所需的恩
寵來成聖成賢，我們原可在此世做所有需要做的善工來
成聖自己，我們只需要善用天主每時每刻賜給我們的恩
寵。



1st
(周一)

諸聖節
「煉靈月」開始

2nd
(周二)

追思已亡諸信者
(悼亡節)
上午七時十五分、
七時五十分
下午六時

5th
(周五)

首瞻禮六
恭敬耶穌聖心

7th
(周日)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

14th
(周日)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17th
(周三)

三三追思亡者
下午六時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份 動 態  堂 區 禮 儀 活 動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份 動 態  堂 區 禮 儀 活 動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份 動 態  堂 區 禮 儀 活 動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份 牧 民 議 會  議 決 事 項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份 牧 民 議 會  議 決 事 項
1. 繼續專注發展三個目標群組，跟進商議及實踐牧民計劃：(a)新教友與慕道
班同學；(b)青少年；(c)主日學家長。

2. 籌備及宣傳11月21日(基督普世君王節)舉行「耶穌出巡愛西環」福傳活
動，主日彌撒進行派遣全堂教友。海報及資訊刊於第3及4頁。

3. 10月14日為新教友舉辦學習營，主題：「活出信仰生活，做堂區生力軍」。跟進帶領他們選
擇加入合適的團體，持續培育成長。報導刊於第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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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進行樂融融
聚會，簡報刊於第7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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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聖地講座通
告刊於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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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達盛	 $100
潘宅	 $200
龐蔣靜儀	 $100
曾潔玲	 $100
鄭雅蓮	 $100
家庭玫瑰組	 $300

鮑思高聖詠團	 $600
母親祈禱會	 $100
精叻馬	 $200
太極福傳會	 $500
非常務送聖體員組	$300
愛主祈禱群組	 $100
Leung	Wai	Ling	 $100

21st
(周日)

基督普世君王節
耶穌出巡愛西環
各台主日彌撒舉行
「福傳派遣禮」

28th
(周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丙年)

30th
(周二)

煉靈月結束
奉獻「記念亡者卡」
下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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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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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屆耶穌出巡愛西環」籌委會成員於今年9月15日
(星期三)，在母佑堂與有關政府跨部門會議。會見了包括地
政處、運輸署、警務處、民政事務處人員。堂區兩位神父、
議長、兩位副議長及數位籌備委員會成員也一起參加了會
議，討論有關舉辦的可能性。雖然疫情已經畧見緩和，各政
府部門因疫情對要求也比較嚴謹，多次告知銅鑼灣中秋舞火
龍晚會今年也要取消，對大型活動的批准方面會有一定的難
度。

經籌委會詳細考
慮，決定今年的「耶穌
出巡愛西環」活動在11
月21日(基督普世君王
節)上午10:00至12:00時
舉行，形式將以開篷巴
士帶同耶穌聖體出遊，
由教友組成福傳隊在街
上派發堂區福傳禮包及汽球。因疫情關係，我們會安排適量人
數，車上亦會放備消毒搓手液。至於今年的福傳主題，也收集
到不少教友提出的意見。最後，經籌委會及梁熾才神父決定，
選用連結聖經的金句：「天主是愛•你們來看看罷！」(若一
4:8；若1:39)。 

至於整個「耶穌出巡愛西環」活動的安排，籌委會也備
有不同的小組負責。

a) 堂區秘書處：負責通知政府部門及租用巴士。

b) 禮物組：準備汽球，安排禮物包當日派發。準備共4,000
份，一千份留給參與主日彌撒的教友、周六主日學家長
及聖安多尼學校，其餘街上派發。禮物包內有口罩、堂
區資訊及信仰小冊子。

c) 宣傳組：福傳金句的海報設計已完成及在堂區張貼，並
安排在12月《羊牧之聲》發稿通知本堂教友。

d) 表演組：安排邀請當日司儀及歌詠團。

喜樂和希望的福音」。願我們
大家協力作福傳使者，並在聖神的帶領下，主動走進社區，
祈盼更多街坊前來堂區慕道，使今年的「耶穌出巡愛西環」
活動繼續結出豐碩的果實。

2021耶穌出巡：
「天主是愛•你們來看看罷！」

李漢英

e) 福傳組：分A隊及B隊兩組，A隊由善會成員
組成，早上8:30彌撒後在馮強禮堂集合，講
解後於10:00出發往皇后大道西。B隊由慕道
班及堅振後班組成，上午11:20隨同巴士到
石山街，向街坊福傳。梁熾才神父將會在巴
士上舉揚聖體，降福西環街坊。

f) 禮儀組：安排11月20日提前彌撒及21日各台
彌撒進行福傳派遣禮，向每位教友派發一份
福傳包，邀請他們送給未認識主的街坊或親
友。

g) 街上秩序組：安排上午10:15巴士停在聖堂
正門，神父、輔祭、歌詠團及工作人員上

車，第一站停皇后大道西渣
打銀行附近，上午11:20返回
聖堂，歌詠團換班，再前往
石山街。同時維持巴士停泊
處之秩序。

因疫情影響，去年活動
省略聖體出巡。今年堂區籌委
會運用創意，繼續攜手同心，
關愛西環街坊，與市民「分享

十月「串連玫瑰經」
今年「串連玫瑰經」集結了451個跨越堂區和連

結海外地方(佔約60%)的小組，天天有2,255位兄弟
姊妹(包括40個菲律賓籍及英語小組)連結一起唸經祈
禱，總共奉獻了13,981串，即69,905端玫瑰經給聖

母。在玫瑰
月 ， 我 們
為 普 世 教
會、堂區牧
民工作、世
界和平、疫
症消除、家
庭、貧病受
苦者、福傳
及「耶穌出
巡」活動等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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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煉靈月，我們特別為祖先、亡者及眾煉靈奉獻祈禱。堂
區印備可供寫上亡者名字的記念卡，方便教友由11月1日
至30日投放在鮑聖廊的籃子。這籃子的記念亡者卡將於
11月30日(星期二)下午6:00彌撒前擺放在祭台前作奉獻。
願我們在世珍惜生命的恩賜，勉力行善，來日能偕同諸聖
信者，共聚天庭。

日期：11月2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12:50集合，1:00開車 / 下午1:30舉行彌撒
   下午4:00開車回程
地點：柴灣歌連臣角天主教墳場
主禮：黃家輝神父
主理：聖體會
車票：每位HK$20 (堂區辦事處購票)【額滿即止】

收  錄  慕  道  者

「煉靈月」祈禱 墓地追思彌撒

10月3日(玫瑰聖母月首主日)，堂區為41位慕道者舉行「收錄禮」，包括37成人和4位學生。願他們許諾皈依天主
和接受十字聖號及福音書後，繼續在導師的指引陪伴下，恆心學習道理，加深認識基督，準備加入教會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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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新教友營
主題：「活出信仰生活，做堂區生力軍」

為什麼不一樣呢？不一樣的時代，不一樣的社會環境，
不一樣的天氣，但是我們於10月14日終於順利舉行了本堂
區的新教友營。

最近三年，香港先是社會運動，之後新冠疫情襲港，社
會上經濟蕭條，許多人沒有工作做，出現了好多的貧窮者。
教會也是個社會的縮影，很多教友的生活也出現了困難。
隨之，參加慕道班的人數也較之前減少，領洗的人數也下
降了。2021年復活節，本堂區有70多人領洗，成人佔40多
人，如何培育這些新教友呢？又如何讓新教友投入堂區成為
生力軍呢？

近三個月裡，在堂區議會會長高德耀弟兄的帶領下，召
集了幾個小組及召開了幾次會議共同相議這件事情。

我們最終定了在10月14日，重陽節這一天，租用長洲
鮑思高慈幼靜修院舉辦一整天的新教友營。當中重要部分是
通過接觸大自然，從天主的創造去讓大家反省自己和天主的
關係。下午部分有生活於堂區，成為堂區生力軍的工作坊。
在這一切都安排好之下，料想不到，舉辦前的一個星期，兩
個颱風襲港，紅雨和黑雨警告發出，大家都為如何舉行新教
友營而非常擔憂。

經思慮後，我們決定回堂區舉辦這個為新教友而設的活
動。10月14日，天氣放晴，微風細雨，大家魚貫地來到聖
安多尼堂。參加者約50人。

上午環節，黃家輝神父以短片播放給大家帶出天空、海

洋、魚類、花朵等大自然的植物和生物，讓
大家想到天主的創造。接著是在聖堂內找三
個地方，分大組進行閱讀聖經和分享。一組
在母佑堂，另一組在聖母岩，第三組在聖堂
正門鐵閘內的空間。雖然環境不及在長洲修
院，但大家都很投入。

午餐又是另外一個小插曲，去不到長洲
修院，我們就想訂豐富一些的外賣飯盒。但
是颱風剛完，好多店鋪都無辦法供應，幾經
艱難，新教友賴嘉敏終於找到一間飯店，並
於中午12:30準時送到，十分美味，大家都讚
不絕口。

午飯後，黄神父組織大家通過遊戲互相認識，帶出要在
堂區內生活共融團結。接著是由堂區議會的「慕道者及新教
友」小組帶領祈禱，也讓新教友自發祈禱。

完結前，堂區議會、各委會和善會內的骨幹，分散於各
小組內，以善會簡介單張，與新教友一齊探討堂區30多個善
會的功能、活動、服務及宗旨。新教友都一一地填寫加入了
善會。

在此再一次多謝各位工作人員、堂區議會及慕道班導
師的服務，雖然不一樣的新教友營，因颱風而轉回在堂區舉
行，但一切都順利。

多謝牧民議會會長，為這個活動付出很多的心思、祈
禱、時間、精力、金錢等等。多謝黃神父上下午都以祈禱、

遊戲及短片，生動地帶動了整個活動的主
線。

多謝各工作人員真誠合作，由是次活動
看到今年堂區議會的新景象，也看到新舊教
友彼此之間的共融合作，相信是獻給天主的
一份很好的禮物。讓我們大家繼續努力，共
同建樹更美好的堂區。



10月24日(常年期第30主日)下午，我們邀請了100位附近
的基層街坊前來堂區，為他們舉辦了一個聚會。當日除了為
街坊預備了豐富晚餐及禮物外，我們還安排福傳粵曲組為他
們獻唱耳熟能詳的傳統粵曲和福傳歌曲。我們希望透過愛德

服務，讓街坊
多來堂區接觸
我們的信仰，
透 過 我 們 的
服務，讓他們
感受到天主的
愛，正如我們
今年「耶穌出
巡愛西環」的
福傳金句「天
主是愛•你們
來看看罷」，
好讓前來的坊
眾親身感受到
天主大家庭的
關愛，並祈盼他們也成為我們在主內的弟兄姊妹。感謝主，讚
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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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融融愛心行動

派口罩
傳主愛

「樂融融」是堂區愛德活動的一個統稱，過去一年我們舉辦了各種不同的愛德
服務，包括派口罩、家庭同樂日、愛心飯局、日用食糧等等。

青年學生Aidan
我是新加入派口罩團

隊，感謝盧太和標哥逐步引
導大家於10月17日(玫瑰月第
三個主日)作褔傳使者，這次
活動以口罩作天主與社區的
橋樑。希望教友可以向貧苦
和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傳
揚福音的愛。

慕道者王生王太
很感恩加入「樂融融之愛心派口罩」

小組，我們感到天主給予滿滿的恩寵；作
為本區的居民和教友，透過派口罩的愛德
行動去了解和關心街坊長者，宣揚天主的
愛。這服務對小孩也特別有意義，有別於
平日習慣的接收模式，讓他作出行動去關
心有需要的人。謝謝盧太的邀請和標哥的
帶領。

10月17日中午，樂融融之派口罩小組9位熱心的兄弟姊妹，在
接受了黃家輝神父的派遣後，到皇后大道西街坊中派發83包共830
個口罩，以及50張飯劵。飯券是給予街坊前來參加10月24日堂區
樂融融聚會(見本頁分享)。大家為關愛工作順利而滿懷喜樂。感謝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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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每一期會議都以「Adsumus 
Sancte Spiritus」(「天主聖神，我們因祢的名，相聚祢台前)
這拉丁禱文開始。這禱文在過去數百年的大公會議、世界主
教代表會議，以及其他教會聚會均有採用。此禱文被認為是
聖依西多祿(Saint Isidore of Seville，560年—646年4月4日)
所作。在開始這「同道偕行」(Synodal Process)的進程時，
我們通過祈禱，邀請聖神在我們心中運作，好使我們成為
一個滿被恩寵的共融團體。為了這次2021至2023年的「同
道偕行」進程，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秘書處提供這禱文的簡化
版，讓各小組或禮儀聚會都能更容易地使用。

天主聖神，我們因祢的名，相聚祢台前。
祢是我們的唯一導師，請寓居我們心中；指引我們該走之
路，教導我們如何踐行。
我們生性軟弱，容易犯罪；不要讓我們製造紛亂；不要讓我

「第16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進程於今年10月9日至10
日在梵蒂岡展開，地方教會也已於10月17日踏上旅途，
主題是「來體現共議性的教會：共融、參與和使命」。
教區層級的進程已於2021年10月份展開，旨在運用世界
主教代表會議總秘書處提供的工具來廣泛聽取意見，聆
聽全體天主子民。此諮詢階段延長至2022年8月。

為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祈禱文

台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及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合譯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樞機准		2021年10月6日

們因無知而誤入歧途，因偏執而犯錯。
願我們在祢內合而為一，持守真理，實踐正義，同道偕行，
邁向永生。
天主聖神，我們向祢呈奉以上的祈求：祢時時處處運行不
息；祢與聖父及聖子，共融相通，於無窮世之世。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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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以共融、參與及使命來
體現共議性的教會」為主題，是次會議舉行的過程分成
三個階段，從2021年10月至2023年10月，先後經過教區
層次及大洲的階段，其結果會草擬為兩份《工作文件》
(Instrumentum Laboris)，到最後才會到普世教會的層次。世
界主教代表會議程序中的不同階段使之能夠真正地聆聽天主
子民的聲音。

這次會議已於10月9-10日在羅馬由教宗方濟各隆重揭
幕，17日則在地方教會開啟，最後將於2023年在梵蒂岡閉
幕。

第16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主題：同道偕行
教宗主持反省時刻：眾人參與，讓聖神成為主角

第二個危險：智力萬能主義
教宗解釋：「它使世界主教會議成了一種研究小組，以

博學卻抽象的演講來論述教會的問題和世界上的災禍；這是
一種『誇誇其談』，以膚淺和世俗的方式進行，結果又陷入
意識形態和黨派平素不接果實的範疇，脫離天主聖潔子民的
現狀和分布在世界上的團體的具體生活。」

第三個危險：墨守成規的誘惑
第三個危險是墨守成規的誘惑，它表現在「向來都是

如此」。教宗指出：「它是教會生活中的一劑毒藥。誰在
這個方向上行走，即使沒有察覺，也會陷於錯誤，不認真對
待我們所生活的時間。危險在於最後還是用老辦法來解決新
問題：用未漂過的布作補釘，結果破綻就更加壞了(參閱瑪
9:16)。因此，重要的是讓世界主教會議確實成為一個發生
變化的進程；在不同階段且從基層起，發動地方教會參與這
項滿腔熱忱和具體落實的工作，帶有傳教特徵的共融和參與
的風格。」

教宗籲請整個教會活出「這個聆聽和反思的相遇時機，
將之作為在福音的喜樂中一個恩寵的時期」。教宗指出，這
個時期能讓我們至少抓住3個時機。

第一個時機：同道偕行
「首先，這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不是一種巧合，而是

在結構上朝向一個同道偕行的教會行走。這是一個開放的場
所，衆人都感到那是自己的家，都能參與其中。」

第二個時機：成為聆聽的教會
「其次，這給我們提供機會，成為聆聽的教會。」

第三個時機：成為接近人的教會
「最後，這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將為一個接近人的教

會提供機會。」教宗著重解釋這最後一個時機：「接近、憐
憫和溫柔是天主的風格。教會若達不到這一點，就無法成為
接近人的教會。接近不僅是言語，也是臨在，這樣才能與社
會和世界建立更多的友誼關係。換言之，教會不應與生活分
離，而應對當代的脆弱和貧窮負起責任，以天主的香脂醫治
創傷和沮喪的心靈。」

在正式開啓本屆世界主教會議前夕(10月9日)的反思日
上，教宗方濟各強調世界主教會議是有待共同完成的一段路
程，並非沒有危險；它不是議會開會，也非調研，而是教
會的一個時刻，主角是聖神。這次會議的3個關鍵詞是：共
融、參與和使命。

共融、參與和使命
教宗指出：「共融和使命是神學上的表達。梵二大公

會議說明，共融闡述了教會本身的性質，同時表明教會接受
了『宣布基督及天主之國，以及在各民族中建立的使命。』
(《教會憲章》5號)」教宗解釋說：「若不培養一種教會常
規，共融和使命就會成為有些抽象的詞彙。」

「這種教會常規所表述是，同道偕行在行走和行動的每
一步都體現出來，同時促進衆人和每個人的實際參與。我要
說的是，舉行世界主教會議固然美好和重要，但若成為身為
教會的活躍表達、具有實際參與的特徵，那麽它確實能有所
成果。」

第一個危險：形式主義
教宗表述：「若我們論述的是一個同道偕行的教會，我

們就不能滿足於形式，而也需要實質，以及在天主子民中，
尤其是司鐸與平信徒之間促進對話和相互作用的工具和結
構，因為有時在聖職人員中的精英主義使其脫離平信徒，司
鐸最終成了寨主。」 

「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是靈性上實際分辨的一段進程，不
是為使我們自己有一種美好的形象而召開，而是為天主在人
類歷史上的工程予以更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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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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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教導可能也無法想像到今天社會所要面對的問題，這些倫理訓
導不可以完全應用到現今生活的實況。所以從這角度去看耶穌的教
導，是否意味著耶穌的聖訓在現今社會已不再適用了？因此唯科學
論的異教徒經常利用這些陳腔濫調，來貶低耶穌的倫理訓導，但事
實真是這樣的嗎？

生活反省
耶穌生活在兩千年前，我們有時會聽到一些人說

耶穌的教導並不符合現代社會，因為那時的社會生活
簡樸，與現代科技發展水平差距太大了。耶穌時代的

聖經金句
主說：「天地要過去，但是，我的話決不
會過去。」(谷13:31)

天主教是天啟的信仰，天主願意把自己啟示給我們，利用不同年代派遣的先知給我們預先警告，最後派遣耶穌到
我們中間，使我們藉衪的啟示而相信，繼而使我們獲得罪赦、永生和幸福。耶穌的聖訓在聖經裡各處已有記錄，並在
過去兩千多年歷史中不斷以事實印證，證明耶穌的話和教導不斷在基督徒生活中實踐，是不會因時間、空間、對像的
差異而改變的，因為基督的話是天主的聖言、是永恆不變的真理。

若望福音曾在多處提及這永生的啟示：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聽我的話，相信派遣我來者的，便有
永生，不受審判，而已出死入生。」(若5:24)；「因為這是我父的旨意：凡看見子，並信從子的，必獲得永生；並且
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若6:40)；「因為我沒有憑我自己說話，而是派遣我來的父，他給我出了命，叫我該說什
麼，該講什麼。我知道衪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講論的，全是依照父對我所說的而講論的。」(若12:49-50) 。

天地要過去，但是，天主的話是永恆的真理決不會
過去，也不會過時。因為，這些倫理的準則是刻在我們
肺腑心頭的真理，在那心靈深處，天主會單獨和我們會
面，用良心去審判我們倫理上不當的行為。

耶穌在山中聖訓說：「凡聽了我這些話而不實行
的，就好像一個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
淋，水沖，風吹，襲擊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且坍塌
的很慘。」(瑪7:26-27) 因此，誰不聽從而實行耶穌的教
導，會導致永恆生命的損失。

祈禱
上主，感謝祢恩賜我們正確的認知能力，能夠認識

並理解你真理的話語。求賜天主聖神，使我們堅信主耶穌的教導是永恆的真理，不會因物換星移而過去，也不會因時
光消逝而過時。求賜我們堅毅的意志，堅持在世上承行祢的旨意，使我們獲得天國永福的恩許。亞孟。

	(資料：堂區培育組)

延續第五部福音
講座主題：「有趣重遊聖地」

日期：12月5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
時間：上午11:30 – 中午12:30
地點：聯誼廳 
講者：談志遠 (Brian)
   (曾接受耶路撒冷聖地監理的導遊培訓，為多

年前本港往聖地朝聖團的領隊。講者亦曾接
受方濟會士吳岳清神父多年的聖經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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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A班 – 李鎧桐
感恩和感謝天主、聖安

多尼堂的導師們和給鎧桐投
票的每一位！這個大聖若
瑟填色比賽是一個很好的
活動，使我們跟鎧桐一邊填
色，一邊學習大聖若瑟的偉大
善工 —— 他順從天父的旨意成
為了我們款待的父親、勇敢和有創  
造力的父親、教導工作的價值、尊嚴和喜樂的父親、和將
瑪利亞和耶穌置於中心的父親。鎧桐和我們分享，因她在
堂區主日學認識了大聖若瑟，所以能在學校聖經課中大聲
回答老師，照顧耶穌的父親就是「大聖若瑟」！

主日學A班 – 陳衍霖
陳衍霖加入聖安多尼主日學這個大家庭

只是短短兩個月，但已經深深感受大家對他
的愛和照顧，很感謝各位導師。衍霖年紀尚
小，要
他明白
聖言中
的真理
可能還
需要一

些時間，但藉著今次
的親子填色比賽，邊
填色邊用故事方式解
說，可以加深衍霖對
大聖若瑟的認識及了解，很感恩能夠參與「大聖若瑟填色
比賽」這個活動。「有所思考，必有所得著。」

主日學B班 – 趙 雅
今年是浠雅加入聖安多尼堂主日學的第一年，好感

恩浠雅可以在充滿笑聲和愛的環境下，學習耶穌基督的真
理。短短兩個月，浠雅已經習慣了每天祈禱，也期待每個
星期天上主日學。透過豐富的大聖若瑟活動及填色比賽，
觀看當日講座花絮PowerPoint，感受到音樂旋律跳躍，
好讓浠雅印象深刻，並認識這位溫柔慈愛、服從謙遜的父
親。感謝天主！

主日學B班 – 朱仲森
今年9月12日是聖安多尼堂

兒童主日學的開學日，也是小
兒仲森第一次參與主日學的大日
子。適逢大聖若瑟年，導師們帶
領著小朋友認識大聖若瑟和聖母瑪
利亞。雖然未能參與其中，但透過主
日學Facebook活動的照片分享，都能感受到   
各位小朋友非常投入，場面充滿喜樂歡恩。在這次參與填色
及創作的繪畫活動中，我們陪伴著小兒用心畫畫，除了可以
動動小手和創意繪畫之外，亦都邊畫邊討論，一起回顧主日
學的內容，從而增添一份和諧的親子活動。

感恩在聖神的帶領和眷顧下，小兒有幸獲得填色比賽的
獎項。頒獎主日的當天，看見導師們在影音室悉心佈置頒獎
檯，小朋友們排排坐安靜等候，還有家長們的支持和參與。
感謝培育組及主日學導師的統籌、參與活動的家庭及投選的
教友們，有你們的鼓勵和協助，讓活動能夠順利完成。

主日學C班 – 王倬
感謝天主給女兒倬 的恩賜！非常
慶幸有機會參加大聖若瑟填色比賽，
還能取得冠軍，實是寶貴經驗。今
次比賽，讓女兒更加認識天主，
認識大聖若瑟爸爸。頒獎典禮
當日，倬 興奮得大拍手掌。雖
然戴着口罩，仍難掩她的喜樂心
情。感謝黃家輝神父、王平輝修
士、培育組Joseph叔叔、Emily姨
姨和各導師們悉心安排及教導。感

謝天主給女兒難能可貴的一課！

主日學C班 – 黃森榆
我是聖安多

尼堂主日學C班
的黃森榆，在收
到通知自己在大
聖若瑟填色比賽
得優異獎時，心
裏真是很激動，
主日學導師邀請
我寫心聲時，更
是千言萬語，不
知從何說起。首先，很感謝堂區教友、家長及主日學導師投
我一票，在9月26日的愉快氣氛之下，認識大聖若瑟年的活動
講座，隨後進行激烈問答比賽遊戲。當我知道今次填色比賽
獲得優異獎，心情非常興奮。我會繼續努力用心做好自己，
成為天父的好女兒，更珍惜眼前每一個學習機會。另外，感
謝天主讓我有機會參加今年的主日學，好讓我能夠認識到聖
母媽媽和耶穌大哥哥的故事，並感恩遇上各位導師及同學。
最後，希望疫情快快過去，好讓各位回到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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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退省的主題是「至聖聖體」，為我們擔任退省神師
的有江志釗神父及黃靜儀修女。早上當我們到達進教之佑堂
時，江神父已在小聖堂等候。恭迎聖體後，黃修女帶領我們
以「天使的祈禱」開始朝拜聖體，跟著神領聖體，神魂上迎
接耶穌來到我們心中，短短禱文幫助我們打開心神，向天主
聖神開放，開始了與聖神、主耶穌共聚的美好一天。

黃修女的一言一行都充滿對聖體的愛與信賴。她跟我
們說，每一位送聖體員都要如同聖母媽媽愛錫聖嬰一樣，愛
慕、保護和照顧「脆弱」的聖體。不錯，聖體就是至尊至高
的天主，耶穌基督，但祂竟隱藏在完全脆弱的麵餅形下。二
千年前嬰孩耶穌尚會哭叫，十字架上的耶穌尚能讓我們看見
祂的遍體鱗傷；如今聖體倘若掉在地上，即使被踐踏至碎，
祂也不吭一聲。耶穌以更加謙卑，更加隱藏的方式臨在我們
中間，所以你們要愛聖體，保護祂免受褻瀆，不單是看得見
的，更重要的是看不見的褻瀆。像明知有人身懷大罪而冒領
聖體，就要有勇氣告誡那人不可這樣。當年就遇過一個屢勸
不聽，反而對她懷恨在心的朋友，修女就每天為他祈禱。兩
年後這朋友終於不敵良心責備，悔改更新，後來這朋友還在
自己居住的城市終生推動朝拜明供聖體。

「你們很有福，是平信徒中最接近聖體的人。」當年聖
母媽媽捉著耶穌的小手祝福牧羊人和三位賢士，我們在送聖
體時也要懷著愛，在心中為每一個在我們手中領聖體的兄弟
姊妹祈禱，求手中聖體的主祝福他們。

黃修女亦藉著幾個聖人故事，教導、鼓勵我們一定要
做聖人，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否則，耶穌當年為
救贖我們所受的至悲慘的苦難就枉費，衪的寶血就白流；祂
日夜在聖體櫃中的寂寞，被侮辱、褻瀆及待慢，亦白白浪費
了。為了愛耶穌，為了死後能盡早看見天主，我們一定要做
聖人。

與此同時，江神父每15分鐘見一位組員，讓我們可領
受修和聖事，並給我們個人輔導，使我們獲益良多。中午經
過豐富美味的午餐後，江神父帶唸玫瑰經，在每一端的奧蹟
前，以豐富的聖經內容帶我們默想，使我們對光明奥蹟有更
深入的認識。

江神父在彌撒講道中亦提醒，人的召叫是靠天主的恩
寵，每人都要勤領聖事，唯有在教會內我們才可以得到祈禱

之恩。當我們為堂區服務時，是否出自愛及關心他人，在團
體中有沒有彼此相愛，互相包容、支持？更重要的，我們可
以使身邊的人感受到天主的愛嗎？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及
反省的問題。

彌撒後，江神父與我們分享了他投身聖體醫治祈禱的
歷程，他的生命使我們看到在聖體中，是主的真實臨在與大
能。最後是聖體醫治，江神父以他特別的神恩告訴我們每人
來自聖神的訊息，無限美好的一天就在聖體降福中結束。

感謝主，讚美主，主耶穌時常和我們在一起，能夠將耶
穌帶給別人，是我們最大的福樂。 

至 聖 聖 體
— 記八號風球後「非常務送聖體員退省」

10月14日，剛經歷「圓規」暴風狂雨洗禮後
的清晨，竟然天清氣朗，雲間更透出一絲絲陽
光，感謝天主垂允了我們的祈禱，前幾天的擔
心與忐忑一掃而空，期待已久的非常務送聖體
員退省終於可以順利舉行。

【註：如有相同信念的教友有興趣加入堂區非常務送聖體員
的行列，歡迎到堂區辦事處留下姓名及聯絡電話號碼，我們
會有專人聯絡你。】

組員 (Janifer) 分享：
我在聖安多尼堂參與感恩祭已經多年，可

惜一直未能為堂區認真地作出任何貢獻，實在慚
愧。上年中機緣巧合，經堂區教友邀請參加作非
常務送聖體員，今年六月正式投入服務。

在10月14日送聖體員舉辦了一日退省活動，
我幸運地也因而有份參加。此次退省分別邀請了
兩位神師出席，內容非常豐富，令我獲益良多。
神父和修女明確地指導我們應該懷著一份祝福和
愛的心態，透過自己手中，把耶穌基督的身體傳
送到每一個來到你面前領受聖體的弟兄姊妹。在
這次退省，我從中反思並重新檢視自己往後的信
仰路向。最後要感謝多位舉辦此活動的籌委，知
道她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和經驗天主的愛和聖神的德能。
感謝聖神帶領研

習班的工作人員，運
用上主給他們的獨特
恩賜，盡心盡力地服
務，在代禱、敬拜讚
美、教導、見證和帶
領小組上各盡所能，
侍奉天主。當中也看
到參加者熱烈地投入
參與，特別在小組討論中深入地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
有些觸動至淚盈於睫。

更感恩的是今次邀請到陳鴻基神父來為參加者作
個別覆手祈禱，幫助他們降服於聖神，感受到主愛的大
能，釋放心靈的綑綁！我感到十分開心的是很多參加者
在完成研習班之後，也願意來祈禱，會繼續在聖神內生
活，在主內不斷成長蛻變，見證光榮天主！感謝主！讚
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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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神內生活研習班
孫美英

由聖安多尼聖神同禱會和聖神內更
新團體合辦，於10月1及14日在聖安多尼
堂舉辦的濃縮版「聖神內生活研習班」
(LSS)已圓滿結束。這是我第一次體驗

到濃縮版的LSS。快速地見證參加者完成二天課程並在聖神
內休息後的喜
樂。10月13日
下午八號風球除
下，第二天也無
阻各人的參與。
祈求聖神繼續燃
燒參加者的心
火，並在聖神內
更新！感謝主！
讚美主！

朱鐵南
感謝團體邀請我再為聖神內生活研習

班(LSS)服務，我已不記得自己是第幾次
服務LSS了，縱使我的信德尚未完備，但
每次做服務時，見到神長們的覆手祈禱，

參與者的各種回應和在覆手之後的聖神內休息，都在這個仍在
混沌的我來個適
時提醒：天主不
是人虛構出來的
神！祂是活生
生的主，觸動人
心的主，醫治的
主。感謝主！讚
美主！

蕭麗容
在聖安多尼堂舉辦聖神內生活

研習班，實在是回應教宗方濟各的
呼籲，讓聖神恩寵的洪流傾注在每
個堂區當中，希望堂區教友更認識

尹桂金
記得在十年八載前曾參加過由聖神同禱會在聖安

多尼堂所舉辦醫治祈禱，在神父的覆手下，我好像不
自覺地倒臥在棉花似的牀上睡著了，人稱之為「在聖
神內休息」，那次的醫治祈禱令我印象深刻。不到一

星期我便被邀請加入聖神內更新團體，但因時間不能配合，所以婉拒了。
最近從堂區報告中聽聞有兩天「聖神內生活研習班」課程，心裡像有一團
火叫我去參加，接著就報名了，希望藉此更了解這團體實際工作，因為在
坊間流傳了不同意見，我相信親身體驗是最好的見証。經過兩天課程，我
明白到在聖神內受洗及恩典的賜予，在眾人同心合意地祈禱中，我也領受
了聖神給我的舌音恩典，這使我可以用多一種方式祈禱。雖然不知道還有
沒有其他恩賜，但是我相信聖神會在我內工作。希望聖神同禱會各成員及
學員能不斷更新，在天主及聖神的帶領下，將主的愛傳遍天下，愈顯主榮。



Living Word of God – November 2021

 (Source: Parish Formation Group)

Reference:
(1)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Doubleday Crown Publishing Group #1717-

1719; 1818. 
(2)  Evangelii Gaudium
(3)  Mary Healy. The Gospel of Mark, Baker Academic,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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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Giving to the temple collection was a religious requirement 

and using the temple collection for the needy was the intention. 
Mark 12:41-44 speaks to the people of God about the true nature 
of offering. This well-known story of the widow who gave more 
than she could afford has often been used in praise of generosity. 
It has provided the Church with an example of humble devotion to 
the Lord. Mark has deliberately contrasted between the many rich 
people and the one poor widow in a vivid scene of temple activity.

The temple leaders are accused of spending the funds on their 
own desires of long robes and banquets. Worse of all, they use 
lengthy prayers to cover their sham piety. Jesus criticized the scribes 
with the intention to warn also the listening multitude in the temple 
(Mk 12:38-40). Today Jesus warned us against presenting a mere 
appearance of godliness.

Jesus’ eyes were fixed on the poor widow. He solemnly 
summons his disciples and explains to them the true value of offering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He asks us to imitate the humble widow, to 
love the Lord whole-heartedly and to demonstrate genuine faith in 
God for his supplies.

The widow’s story cast a negative judgement on the temple 
and its leadership at the time of Mark. It also reminds us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leadership and the danger of abusing one’s power. 
Jesus made a harsh denunciation in Mark 12:40 to rebuke the leader 
used his faith instrumentally for “devouring the houses of widows”. 
Mark has deliberately placed the sharp contrast of the widow’s 
generosity with the devouring scribes to showcase the religious 
hypocrisy of the Jewish leaders.

The widow exhibits genuine faith in her generous offering of 
two small coins, her whole livelihood, for the love of God. She 
demonstrated her faith in relying on God to supply her needs. We 
can also compare this scene with the lessons of Jesus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where he tells our vocation will lead us to beatitude. 
(Mt 5:3-12). He teaches his disciples not to worry about what they 
possess, what they are to eat, or what they will wear, but to look at 
the sparrows of the air and the lilies of the field (Mt 6:24-36). The 
Beatitudes reveal the goal of human existence, the ultimate end of 
human acts. This vocation does not only address each individual 
personally, but also to the Church as a whole. (c.c.c. #1717-1719)

There are pious people who like to parade their beliefs and 
receive various forms of recognition. For others, however, there is 

nothing in play except the love of God. The widow of Zarephath (1 
Kg 17:7–24) in the Elijah story, and the impoverished widow and the 
ostentatious scribes (Mark 12:41-44) belongs to this category. The 
generosity of both women shows a true religious spirit. Without 
thought of self, both women are willing to give the little they possess 
with great hope and faith that God will take care of their basic needs.

This is echoed in c.c.c. #1818 that the virtue of hope responds 
to the aspiration to happiness which God has placed in our heart. It 
takes up the hopes that inspire human activities and purifies them as 
to order them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Human is preserved from 
selfishness and led to the happiness that flows from charity. 

Although the donation culture helps countless people in 
today’s world, but it pays to think of how much harder it is to give 
thirty minutes of our time for a homebound person. If we truly 
love God, then we should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in the letter of 
James 1:27 : “Religion that is pure and undefiled before God and 
the Father is this: to care for orphans and widows in their affliction 
and to keep oneself unstained 
by the world.”

There are a myriad of 
ways that life invites each to 
incorporate Jesus’ teachings.  
Pope Francis suggests “a Church 
which is poor and for the poor” 
(EG#198). He reminds us that 
our Lord Jesus Christ was born poor and was always close to the 
poor and the outcast (#186). The “poor” may refer to poverty, the 
most neglected, the marginalized, the refugees and the unattended 
elderlies. They are poor because they have no accompaniment and 
live without dignity. If we too lack solidarity towards their needs,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claim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God (#187) 
and to be witnesses to others that Jesus is living and is always in 
their midst to love them. We are all created to be the People of 
God. As we generously share with our neighbour and take up our 
own cross to follow Jesus Christ, we will receive a hundred times 
more than in this present age: house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mothers and children and lands, with persecutions, and eternal life 
in the age to come (Mk 10:30).

 The passage in Mark 12:38-44 is the lesson that Jesus teaches 
in the Gospel of Mark about the ordinary life of discipleship. It 
serves as a summation of all that Jesus has taught about discipleship 
in the previous chapters. All of the lessons are centered on the 
disciple as a servant and humble imitator of the lowliness of the 
Master. We can draw the lesson from the ideal example of this poor 
widow that all disciples should imitate her faith and her generosity. 
It exemplifies poverty and helplessness and typifies the lowliness 
that should characterize the lifestyle of a disciple, who will forsake 
all things for the kingdom of God. This widow shows the faith that 
such a disciple must have, through trusting in God’s care despite 
having very little.

Prayer
Almighty God our Father, help us imitate the poor widow for 

her love and trust in the Lord our God.
Pray fo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urch to remind them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to avoid the danger of abusing one’s power.
Pray for all the followers of Christ to live out their option for the 

poor and help to build the Kingdom of God.  Amen.

32nd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Amen, I say to you, this poor widow put in more than 
all the other contributors to the treasury. For they have 
contributed from their surplus wealth, but she, from her 
poverty, has contributed all she had, her whole livelihood.” 
(Mark 12: 43b-44).



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 for November
十一月份教宗祈禱意向

People who suffer from depression 
We pray that people who suffer from depression 
or burn-out will find support and a light that opens 
them up to life. 

為受憂鬱症之苦的人
願所有深受
憂鬱症折磨
的人能獲得
支持，找到
引導他們走
向生命的光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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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on, participation, mission
Explaining the Synod’s three key words - communion, 

participation, and mission – he said that communion and 
mission describe the mystery of the Church.  Communion 
expresses the very nature of the Church,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According to Saint Paul VI “communion, that is, cohesion 
and interior fullness, in grace, truth and collaboration… 
and mission, that is, apostolic commitment to the world of 
today”.  Saint John Paul II stressed that koinonia gives rise 
to the Church’s mission of serving as a sign of the human 
family’s intimate union with God.

For this reason, Pope Francis said, Synods must be 
well prepared for, especially at the local level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All are called to participate
He pointed out that ‘communion’ and ‘mission’ can risk 

remaining somewhat abstract, unless synodality is concretely 
expressed at every step of the synodal journey and activity, 
encouraging real involvement on the part of each and 
all”.   “All the baptized are called to take part in the Church’s 
life and mission.” 

He acknowledged the frustration and impatience felt 
by many pastoral workers, members of diocesan and parish 

consultative bodies, and 
women, who frequently 
remain on the fringes.  
“Enabling everyone to 
participate is an essential 
ecclesial duty!” he 
stressed, adding, it is an 
indispensable ecclesial 
commitment based on 
the “identity card” of the 
baptism.

Three risks to avoid
The Pope warned that a Synod can run the risk of being 

a mere formal external event, instead of being “a process 
of authentic spiritual discernment that we undertake, not to 
project a good image of ourselves, but to cooperate more 
effectively with the work of God in history”.  For this, “we 
need content, means, and structures that can facilitate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within the People of God, especially 
between priests and laity”.

He noted that at times there is a type of “elitism” among 
the clergy that distances them from the laity, which makes 
them the “lord of the house” and not a shepherd.  This, the 
Pope said, requires changing certain overly vertical, distorted, 
and partial visions of the Church, the priestly ministry, the 
role of the laity, ecclesial responsibilities, roles of governance, 
and so forth.

Another risk that a Synod can run into is becoming 
intellectual, offering learned but abstract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s of the Church and the evils in our world, which are 
far removed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holy People of God and 
the concrete life of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A third danger that a Synod should avoid, the Pope 
said, is the temptation to complacency, which says, we have 
always done it this way” and it is better not to change.  The 
word ‘complacency’ “is a  poison 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  
People with such an attitude apply old solutions to new 
problems.  The Holy Father stressed that the synodal process 
should involve the local Churches, in different phases and 
from the bottom up, in an exciting and engaging effort that 
can forge a style of communion and participation directed 
to mission”.

Three opportunities
Pope Franc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ynodal process of 

encounter, listening, and reflection help the People of God, 
the Church, to recognize at least three opportunities.  First, 
it must move not occasionally but structurally towards a 
synodal Church, where all can feel at home and participate.

Second, the Synod offers us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listening Church, to break out of our routine in order to stop 
and listen, firstly to the Spirit in adoration and prayer, and 
then to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ir hopes, the crises of faith 
around the world, the need for renewed pastoral life.

Keeping in mind that God’s style is one of closeness, 
compassion and tenderness, the Pope said the Synod is 
also an occasion for the People of God not to be aloof but 
to become a Church of closeness by her very presence, 
bandaging wounds and healing broken hearts with the balm 
of God.

Not another Church but a different Church
For this, the Holy Father said, we need the ever new 

breath of God, the Spirit, who sets us free from every form of 
self-absorption, revives what is moribund, loosens shackles, 
and spreads joy. “There is no need to create another Church, 
but to create a different Church,” the Pope said citing 
Dominican priest Father Yves Marie-Joseph Congar. “For a 
‘different Church’, the Pope urged all to invoke the Holy Spirit 
with greater fervour and frequency and humbly listen to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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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urgy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 of November 2021

Welcome to 11:30 AM English Mass

Pope on Synod: 
The participation of everyone, guided by 

the Holy Spirit

1st November
All Saints Day
Month of the Holy Souls in Purgatory begins

2nd November
All Souls Day Mass
7:15am, 7:50am, 6:00pm (Chinese)

5th November
First Friday of the month
Feast of Sacred Heart of Jesus Mass
8:00pm (Chinese)

7th November
32nd Sunday of the Year

14th November
33rd Sunday of the Year

17th November
Commemoration of 
All Faithful Departed Mass
6:00pm (Chinese)

21st November
Feast of Christ the King
Commissioning for Parish Evangelization 
Outreach

28th November
1st Sunday of Advent (Year C)

30th November
Conclusion of Holy Souls Month
Offering of Memorial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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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e Francis leads a moment of reflection in the Vatican, 
ahead of the solemn inauguration of the Synod on Sunday, 10 
October, with a Holy Mass in St. Peter’s Basilica. 

As the Universal Church is about to embark on the 
synodal journey, Pope Francis on 9 October invoked the 
Holy Spirit on the People of God so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move forward together, to listen to one another and discern 
our times, in solidarity with the struggles and aspirations of 
all humanity.

Church: Communion, Participation, and Mission”. Synodality 
indicates walking together and listening to one another 
but above all to the Holy Spirit. To deepen thi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urch, the upcoming synod is unlike 
any previous one.  It starts with, and involves all the faithful 
at local Churches across the world, promising to listen to all, 
especially to laypeople. That is why this Synod is a 2-year 
process, starting from October 10, 2021, to October 2023.

The diocesan listening phase will run until August 2022 
and will be followed by a continental phase from September 
2022 to March 2023.  The final “universal Church phase” will 
culminate in the traditional assembly of the Synod of Bishops 
in the Vatican in October 2023.

The protagonist of the Synod – the Spirit
In his discourse at Saturday’s moment of prayer and 

reflection, Pope Francis dwelt on how the synodality of 
the Church is achieved, namely, through communion, 
participation, and mission.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dangers it 
can run into,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ies it offers.

“In the one People of God, therefore, let us journey 
together, in order to experience a Church that receives and 
lives this gift of unity, and is open to the voice of the Spirit,” 
Pope Francis said, stressing that the Synod is an “ecclesial 
moment”, not a parliament or an investigation into opinions, 
but “an ecclesial moment” whose protagonist is the Holy 
Spirit.  “Without the Spirit, there is no Synod,” he stressed.

The Pope prayed as he presided over a moment of 
reflection in the Vatican’s Synod Hall, on the eve the official 
inauguration of the diocesan phase of 
the Synod for all the dioceses around the 
world, marked by a solemn Mass in Rome’s 
St. Peter’s Square on Sunday, 10 October. 
Dioceses across the world inaugurated the 
synodal journey at the local level on 17 
October.

A special Synod
The theme of the upcoming 16th 

Synod of Bishops is: “For a Synod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