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滿滿過新年
大約九個星期之內，我們過了三個新年。
天主教教會禮儀年的開始是2021年11月27日黃昏，
將臨期第一主日，這是新年。我們在這地方說的陽曆、
新曆或西曆的新年首日，今年是2022年1月1日。再說到
中國人的新年正月初一，今年是2022年2月1日。
將臨期丙年第一主日，揀選了《福音》其中的一句
作祝福語「你們應當挺起身，抬起頭，因為你們的救援近
了。」西曆新年的祝福語一般是「新年快樂」、「新年
進步」。而農曆年的，離不開「恭喜發財」、「恭賀新
禧」，然後緊接著「龍馬精神」、「萬事如意」之類。
如果還想要更多的「福」，不要忘記，教會是祝福滿滿
的地方，不妨溫故知新，數往知來。
一月一日是聖誕慶期第八日，也是「天主之母聖
瑪利亞」節日。聖瑪利亞是人，同樣是因天主的愛而受
造。天主卻使童貞女瑪利亞孕育了天主聖子耶穌，致
使聖瑪利亞其中一個美麗的稱譽是天主的母親。由此可
見，天主十分願意提攜人，提拔人，提升人到祂的面
前，使你和我得稱為天主的兒女。「這是我那裡得來的
呢？」1 竟有這福份承受這福氣。
「福」，不難想到每天彌撒的福音。《福音》是天
主的說話，天主聖言使這「福」超凡出眾、神聖可敬、
大能有力。因此你將《福音》：翻閱、誦讀、聆聽、抄
寫、記憶、默觀、反思等，一定沾上福慧，恩澤心靈。
說到「反思」，在一月一日「天主之母聖瑪利亞」
節日的《福音》中，「瑪利亞卻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
心中，反覆思想。」(《路》2:19) 這節日之外，《福音》中
另有一處，「衪的母親把一切默存在心中。」(《路》2:51b)
都是信眾樂道的聖瑪利亞靈修的要領。聖母瑪利亞並不
只是停留在「默存在心中」「反覆思想」的情狀中，她
還說：「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這
句話是她的心意，是她的許諾，並坐言起行，是她給兒子
耶穌的好榜樣。所以，主耶穌在山園祈禱時也說出這樣的
一句：「父啊！你如果願意，請給我免去這杯吧！但不要
隨我的意願，惟照你的意願成就吧！」(《路》22:42) 正是充
滿了聖神的依撒伯爾所肯定說：「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
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2
「…照祢的話成就於我…」、「是有福的」絕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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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兩母子的的專利。將臨期第四主日，讀經二致希伯來人
書的作者，引出先知所說「…看，我已來到…天主！我來
為承行你的旨意」。不止一位先知表達出這份豪情壯志，
是舊約先知都會有的雄心。再者，教會二仟年來的聖人亦
是如此。「我們既有如此眾多如雲的證人」(《希》12:1a) 給
我們作肯定和鼓勵。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你們，我們
也應該亦是如此。那麼，該怎樣做？
首先，記著主耶穌的這句：「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
鄉本家外，沒有不受尊敬的。」3 近似廣東話的「本地
薑唔辣」。這是想提醒大家，細看我們堂區的〈羊牧之
聲〉，留意我們堂區大家庭為牧民和福傳所做的，關心自
己能夠參與的堂區活動和服務。當然，〈公教報〉也是天
主教香港教區的重要刊物，我們從中得到資訊，幫助大
家一起推動光榮天主，拯救人靈的事業。
第二，記著「天主是愛」使我們了解到，天主因
愛而造生人，人是神奇奧妙的創造。一個觸類旁通的
例子：美術是以創造美為主的藝術。重要的是先有很愛
美術的人，才有創造的藝術，如畫畫、作曲、雕塑、設
計、寫作、舞蹈、演戲等等。當人愛天主時，自然會善
用天賦的「塔冷通」。用「塔冷通」賺取更多的「塔冷
通」，這過程是一種創造。
第三，記著「你們要從窄門進去…那導入生命的門
是多麼窄，路是多麼狹！」4 請回顧過去兩年的〈羊牧之
聲〉。我們堂區的兄弟姊妹沒有因疫情肆虐而氣餒。反
而，想出許多可行的辦法，來關心、照顧大大小小教友
的信仰。這是令人感動的、鼓舞的。
第四，記著「有兩件內衣的，要分給那沒有的；有
食物的，也應照樣做。」5 堂區新推行了兩年的關愛基層
兄弟姊妹的「樂融融」愛心服務，仍會繼續積極推行。
這推行不單止是物質的分享，也是表達天主愛情的機
會，再更不可少的，是伴隨著祈禱，不斷的祈禱。
最後，記著「將來人子要在他父的光榮中同他的天
使降來」6。那麼，主耶穌第二次再來之前，堂區大家庭
的福傳和牧民的事項，是沒有「最後」的。能夠福傳和
牧民，是教友們的本份，也是福份。這是應該懷著感恩
的心來讚美天主的。
《路》1:43b［聖母往見表姐依撒伯爾］
將臨期丙年第四主日《福音》-《路》1:45［聖母往見表姐依撒伯爾］
3
《瑪》13:57b
4
《瑪》7:13~14
5
《路》3:11
6
《瑪》16: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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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份牧民議會 議決事項
1. 策劃於1月9日舉行議會「集思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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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於3月舉行「善會領袖培育日」，包括神修及討論元素。
3. 持續愛心服務，關顧社區的街坊及有需要的基層家庭，建立食物銀行，並作福傳。12月進行
的活動簡報刊於第4頁。
4. 跟進關顧慕道者和新教友，持續培育成長。請閱覽第5至7頁的活動報導。
5. 12月25日耶穌聖誕節舉行嬰兒領洗。
6. 傳信、禮儀、互愛委員會繼續加強與下屬善會的聯繫，推廣及參與培育組計劃的活動，促進
合作。

二零二二年一月份動態 堂區禮儀活動
天主之母節
上午九時

9th
(周日)

主受洗節

2nd
(周日)

主顯節

16th
(周日)

常年期第二主日

7th
(周五)

首瞻禮六
恭敬耶穌聖心
晚上八時

19th
(周三)

三三追思亡者
下午六時

23rd
(周日)

常年期第三主日

1st
(周六)

30th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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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st
(周一)

常年期第四主日
聖若望鮑思高瞻禮彌撒
上午七時十五分
農曆除夕團圓彌撒
晚上九時
(下午六時彌撒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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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教之佑聖母降福」經文
每月廿四日的各台彌撒結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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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羅蓮好
$100
潘宅
$200
精叻馬
$200
聖安多尼之友會 $300
趙美興
$500
鍾宅
$200
何宅
$100
陳宅
$100
區宅
$100

曾潔玲
鄭雅蓮
詹碧森
家庭玫瑰組
母親祈禱會
劉雙貴
李寶苓
龐蔣靜儀
男聖體會
鮑思高聖詠團

$100
$100
$500
$300
$100
$500
$100
$100
$5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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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聖誕眾歡欣 主祐新年添福樂

送舊迎新
除夕團圓謝主彌撒
日期：1月31日 (周一)
時間：晚上9:00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日期：2月1日 (周二)
時間：上午9:00

新年祝福

邀請：捐獻支持堂區愛德工作

願恩寵之源的聖父，以祂的慈愛降福我們，
賜予我們一年平安。
願祂賜予我們堅強的信德，持久的望德及堅
貞的愛德。
願祂在未來的一年裏，恩賜我們生活安和，
工作順利，並自高天俯允我們的祈禱。
主耶穌！感謝祢一路帶領，請在新開展的
2022年繼續指引我，藉著這本堂區日曆記
事簿，幫助我效法慈愛天父及聖安多尼的德
表，並善用祢賞賜的每一天，繼續走成聖的
道路，期盼滿結果實的一年。

「樂融融」愛心服務：節日傳心意、基層飯局、每日用糧、
關愛派口罩等

20 2 1 聖 誕
樂融融「愛德活動」
12月11日(周六，將臨期第3主日前夕)，堂區舉辦聖誕樂融融聚會，有
86基層家庭逾110人參加。本堂30多位義工分為4組：安心出行組、包飯盒
組、招待陪談組，及攝影組為街坊在聖堂大門提供即影即有相片。
聚會的節目非常豐富及多元化，除了黃家輝神父為街坊講述聖嬰降生奥
蹟外，街坊先做些小手工，另有主日學下午班學生表演、鮑思高聖詠團獻唱
聖誕歌，及余向明父女表演魔術。各家庭由義工引領到聖堂參觀，讓他們多

一點認識天主教信仰。結束前，
各家庭更得到一份禮物包帶回
家，包括飯盒、生果、一公斤白
米、口罩等。
感謝天主，讓我們以愛德服務，與街坊共同慶祝聖嬰降生的喜樂。

樂融融之「日用食糧」

本堂的「日用食糧」在黃家輝神父的推動和支持下，自
9月26日首次舉行，並在11月7日及12月12日分別再舉行了
兩次。

「日用食糧」除了給予基層家庭的一些基本食糧(如
米、麵、營養奶粉、餐券、超市購物券等)，宗旨主要是帶
出「天主是愛」(若一4:8，16)和尋羊，因為靈魂得救至為重
要。故本活動借用天主經當中的「日用食糧」而起名，希望
各位參與者能沐浴在主愛中。
「日用食糧」每次服務約40個來自不同層面的基層家
庭。在活動過程中透過讀經、聖經視頻和音樂等，帶出「天
主是愛」的訊息。每次均派發本堂的「慕道班表格」給各參
與者，而至今已有約10名參與者報名來堂區慕道，非常感
恩！

們希望「日用食糧」能成為持久的活動，故經費是有賴大家
支持。在此懇請本堂各教友慷慨捐輸予《樂融融之「日用食
糧」》，
讓更多基
層家庭受
惠。有意
參與善舉
的教友，
歡迎聯絡
及加入堂
區男聖體
會。

「日用食糧」所有物資都是由本堂善心教友捐贈。我

12月25日耶穌聖誕節，10位嬰兒在堂區領受
重生的洗禮：
林頌恩、蔡信彧、蔡羿程、許穎豫、曾碩淳、
陳以喬、吳孜恩、禤芮晴、黃貝柔、吳旻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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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者避靜
賴嘉敏

由於疫情關係，可以在靜修院安排
兩日一夜的「慕道者避靜」已有兩年不
能舉辦。
好感恩，今年得到堂區和牧民助
理盧太用心安排，終於在將臨期喜樂主
日，12月11至12日，在長洲思維靜院進行2021-2022年度慕
道者兩日一夜的避靜。本人也有幸參與其中。
當天天氣和暖，陽光普照，感謝天主。大夥兒浩浩蕩
蕩，在各弟兄姊妹互相扶持下，到達了思維靜院。
思維靜院的董澤龍神父及依納爵靈修團隊，為我們悉心
安排了兩天的活動，當中包括大會聚會、個人祈禱、明供聖
體、小組分享、董神父分享及感恩祭。
開始時，工作人員簡單介紹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及依
納爵靈修，以輕音樂伴隨慕道者進入默觀，引導慕道者思考
信仰及與主的關係，繼而進行聖言誦讀祈禱，引發我們以最
觸動心靈的福音句子與天主對話等等。其中一句：「不要害
怕，因為我同你在一起」加強了我們對主的信賴，放下了世
俗的憂慮，清空自己的雜念，進入「靜」的角度。
個人祈禱的環節：慕道者於面向大海，在栽種了稀疏的
花草樹木，空氣清新，寧靜的大自然環境下感受受造物的美
麗及造物主的偉大，以「靜」的心神感受主的臨在。身心寧
靜，願意讓天主來找自己。

(續P.6)

第二天，董
神父和大家分享：他以三個
問題堅固慕道者的信德、望德及愛德。
第一個問題是，嘗試了解自己，回答耶穌在「若1:38」
的問題：「你在尋求什麼？」在祈禱中發現新的可能性，在
自己生命歷史中發現真理的光輝。第二個問題是，從「瑪
16:15」中，讓我們理解耶穌說「他們說我是誰？」，變化
為今天耶穌親自問我們：「你認為我是誰？」，作出反思，
明白信德是一種個人的關係，並不只是禮儀，增進我們對宣
信的重要性，及對自由與承諾的體會。第三個問題是，試著
從心回應耶穌在「若21:15-17」中的三次問伯多祿：「你愛
我嗎？」耶穌要求我們回答，衪也重視我們的回應，我們應
當反思如何回應主的愛，在將來的任何選擇上，以耶穌的視
野作出決定。
讓我們重新出發，去發現主無限的愛。天主的扶持、眷
顧和引領，更新我們每一天的信仰生活。

享受與天主親近

劉煒華

感謝堂區及各工作人員，悉心的安排。是次旅程洗滌我的身
心靈，讓我感受天主時常聆聽我們的禱告，與我們同在，看
顧我們，帶領每天的生活。看見了造物主的偉大，賜給我們
非常美麗動人的大自然。感謝主！

黎淑敏

在這優美的環境下，讓我有機會真正的靜下來。最特別是在
明供聖體初次感受到主和我的距離很近，我借此機會向主傾
訴了長長心中話，感覺衪也在聆聽我的禱告。

許綽殷

感受一個靈修避靜，和天主溝通。另外是「靜而觀」從來都
不容易，這機會讓我們能有機會由淺入深地思考很多問題。
也學習靈性的祈禱。

林錦舜

神父講道令我觸
動，靜院人員教導
要多祈禱與天父
溝通，我是首次
參加，已獲益良
多，有此機會實
在感恩！

陳德賢

我讚頌造物主的
偉大，也反思自

己有否好好察覺和珍惜天主已經給我的一切。今次避靜也使
我停下急促的腳步，調整思想，學習如何向天主祈禱，感謝
祂帶領我們走信仰的道路，非常感恩。

郭淑芳

非一般的難忘避靜日。令我透過祈禱接近主，聆聽主的回
應。院內擁有無敵大海景如畫一般美，深深感受到造物主的
偉大，在大自然中親近主，思考自己的信仰，細味自己的不
足！

梁清華

令我感到非常寧靜和舒服，天地萬物都是主創造的，非常奇
妙，感謝主！多謝各位弟兄姊妹的關心和幫助。求主賜我力
量，令我多認識天主，多祈禱，與主接近。

朱芷瑩

避靜，令我可遠離煩囂，沉澱一下心靈，用心聆聽主的聲
音，與主有一個更親密的關係，學懂了祈禱的方法！感謝堂
區和盧太的安排，促成了這一次難能可貴的靈修旅程。

曹珊珊

避靜使我們學懂慢下來去欣賞周遭的事物。默觀祈禱令我們
跟天主更靠近。感謝主賜給我們美麗的天地萬物。

曾綿綿

在這優美的環境下，可以讓人放鬆心情，忘記當下的煩惱，
學習怎樣與主傾談和祈禱的方法，獲益良多，感恩有此機
會。

享受與天主親近

王寶儀

很多謝盧太，嘉敏和組長完美的安排，到長洲初嘗避靜，教
我放開身心，靜下來感受天主的偉大創造，與其他人/物和
諧共處。讓主進駐我的心裡，多練習祈禱。真的希望明年也
能再參與。

高嘉興

兩日一夜的避靜轉瞬便完結。我好享受默觀靈修的時刻，深
深體會到天主偉大的創造。好多謝堂區，特別是盧太悉心安
排，令我有一個完美體驗。

謝智敏

當遠離俗務和繁囂，我們能慢慢地清空自己的心靈，和天主
更親近，也同時給予自己反思的機會。

梁浩釗

感謝各位工作人員悉心安排行程，令大家無憂無慮地感受與
天主親近，建立新的愛情關係和深切體驗。期待下一次團隊
活動，進一步沐浴於主的懷中，提升對信仰的堅定和信德的
堅持。

王健成

感謝天主，這次避靜，本人完全沒有想過如此得益，整個環
境及氣氛，使我重新思想天主和我的關係，促使我反思需努
力再加深認識天主的偉大。

黃靜儀

走進思維靜院，立刻感受到一份神的力量，這兩天讓我沉澱
心靈，重新思考，自我反省和懺悔，堅定自己信德。感謝盧
太和堂區悉心安排，令我獲益良多。

黎明俊

令我們可以在優美的自然環境下暫時忘卻生活上的各種煩
惱，專心的在宗教靈性上探索，拉近與天主的關係，享受到
精神上的寧靜。

施晉生

感恩這安寧舒適的環境，使個人可以靜下心來，不受干擾，
可以更加感受天主的同行、陪伴及安慰。學習了要如何與天
主溝通，包括時常祈禱、與祂建立朋友般的關係，並藉此扶
助自己的軟弱，並要靜心聆聽天主的說話，了解祂的心意。

麥前江

很感恩，今次得到靈修避靜的經驗，暫時離開繁忙的都市，
身心得以平靜，領我洗滌心靈。

王淑如

避靜令我更珍惜寧靜的可貴，可以學懂祈禱。另外神父講道
裡最令我觸動的一句話是 in love there is no fear，令我更靠
近天主。

陳瑞蘭

我學懂靜思，隨時等待天主的來臨。學會不要畏懼，天主時
常與我們在ㄧ起。感謝小組分享時同學的勸勉。感恩可參加
這避靜，這是我的福氣。

張雲婷

今次靈修真是難能可貴，環境非常攝人心弦，好多謝盧太不
眠不休幫我們安排很多事情，一切都好順暢。兩天避靜令我
好放鬆，停下急速步伐，教曉我默觀生活的一景一物，背後
令我感受主天父的偉大和愛。感謝主！

廖慧琪

讓我靜心聆聽和尋找天主的聲音，沿途還有各位弟兄姊妹同
行，令我慕道過程有了很深刻的回憶和體驗，希望能為領洗
前作出更好的準備。

鄭麗嘉

透過這兩日一夜，我學會了默觀和靈修的重要性，又透過明
供聖體學習與天主溝通對話，感恩有幸能與大家一起感受造
物主的偉大。
(接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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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新教友感恩聚會

新教友感恩聚會，在聖安多尼堂約有20年的歷史，也
形成了一個好的傳統。起初由星期日班同學發起，名為謝師
宴，之後聯同各班同學一齊舉辦。以前聚會曾有自助餐、在
酒樓聚餐、去聖堂朝聖、有主題講座分享，之後再聚餐一整
天的活動。但今年由於疫情關係，籌備小組都討論過不同的
形式和場地，最後覺得在堂區舉辦和安排到會午餐較為適
合。11月28日(將臨期首主日)，中午12:00至下午3:00，新
教友及堂區神父、牧民議會代表、慕道班導師、主日學導師
等60多人，聚集在母佑堂舉辦了本年度新教友感恩聚會。
今次聚會特色，是由4位新教友做籌備小組，其中突出
的是我們有一個好好的繪畫者 — 項華姊妹，她手畫了所有
美麗的感謝咭、感謝書簽，還設計了紀念品鎖匙扣上面的天
使圖案。
聚會開始由牧民議會會長高德耀弟兄致詞，他講述了今
年堂區議會著重培育慕道者和新教友，除了每月一次和大家
分享外，在今年5月份，10月份，和今天，堂區全體新教友
一齊參加，舉辦了大型的、內容豐富的聚會，目的都是希望
領洗後的新教友信仰能夠紮根。接著是黃家輝神父的勉勵說
話，他說將臨期到了，我們注目初生的耶穌嬰孩，都會想到
我們領洗了，是天主的子女，也是一個BB，所以要以嬰孩
的潔淨純真依偎在天主的懷中，不斷學習增強信仰知識，更
重要的是加強信望愛三德，用行動去活出信仰。
新 教 友
送給神父和導
師的禮物是一
件逾100GB
的USB存儲
器，好實用的

禮物。物輕情義重，還構想以廉價的物品作包裝，有小禮
盒、絲帶、閃閃的幼絲碎紙等，使整份禮物呈現得瑰麗大
方。USB上面印了項華姊妹畫的一個天使形像，這個形像是
代表2021年的新友，天使身上的白衣，是我們領洗當天穿
著的白衣，大家看到衣服上有「聖神的標誌」就記得的。所
以這五隻USB是大家的心意，是絕無僅有，獨一無二的。
感謝咭的畫功更是了得，除了寫滿每個同學的心意說話
外，畫畫者特別邀約幾位導師拍攝照片，把大家的肖像畫在
咭上，也真是維肖維妙呢。相信各位導師都會好好珍藏這張
咭的。給主日學導師的感謝咭由主日學的學生、新教友鄧佩
儀的兒子所畫，包括感恩祭的聖體、聖血杯、代表聖神的鴿
子，及一個小天使，喻意每個小朋友都是小天使，將天主的
愛帶給大家。
聚會中也給各班的陪談員送上感謝咭和心意禮物。多謝
他們的服務和陪伴新教友一年多，並協助慕道班的運作。
出席今次聚會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個精美鎖匙扣
作紀念品。上面同樣印了新教友自畫的一個天使形象，並有
2021年新教友的字樣作為留念。
每次感恩聚會中的主菜，也是最重要的環節，就是每位
新教友逐一分享領洗前後的感受。大家都聽到他們的心聲；
除了聲聲感謝堂區導師的幫助教導外，不少的分享十分動
人：當中有和主的關係更加親密；有悔改皈依的過程十分深
刻；有通過聖言得到力量，放下自我和執著，放下憂慮，不
再害怕；有通過禮儀和服務增強信望愛三德的經驗等。希望
大家以後都記得天主給予自己的恩寵，及作為一個天主教徒
的使命，讓真理不斷地照耀自己的生命。盼望日後再在《羊
牧之聲》與大家分享。
聚會中，當然不少得全體大合照。我們享用美味的午
餐飯盒，並一齊高歌「我是教友」— 領洗當晚唱過最感動
的歌。最後，進行了由新教友自創的聖經問題搶答遊戲，整
個活動在樂融融的氣氛中圓滿結束。希望大家記得這一天，
記得這個我們出生的大家
庭，因為天主天天和我們
在一起，大家來看看吧，
天主是愛，永恆的愛。

(此報導由活動統籌：
新教友鄧佩儀、陳兆斌、
李詩偉、陳達偉及
牧民助理盧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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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的弟兄姊妹：
幾年前當我們仍可依靠飛機在空中來去自如時，我有一次前往菲律賓參加由耶穌會亞太區聯席會議舉
辦的退省。當時是9月份，我抵步後轉往馬尼拉大都會區外圍一座商場去與其他人會合。可知道我在商場
聽到和看到甚麼嗎？聖誕歌和聖誕燈飾。有人告訴我，在菲律賓，聖誕節逛商場購物的日子早於每年9月
便開始。我還記得，當問及9月迎接聖誕是否早了一點時，他們回答說：「才不。」任何可以挑起消費者
購買意欲的舉措，都有利當地經濟。
我熱切期待聖誕節嗎？你們呢？當全球各地仍然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困擾時，要熱切地期待聖誕節
真不容易。疫情似看不到盡頭。更甚者，新型病毒出現了Omicron變種，醫學界仍在努力地研究它的殺傷
力。國際間的邊界仍有採取嚴緊的限制措施，甚或封關；本地的社交活動仍見淡靜，就是聖誕節前也是如
此。故此，人們如何能夠興高采烈地去慶祝聖誕？
近年人們以歡渡俗世節日的方式去慶祝聖誕節，若然今年也以這種方式去慶祝，當然是不容易的。然
而，聖誕節為我們基督徒來說，是要慶祝厄瑪奴耳─「天主與我們同在」(瑪1:23)，那就是，天主直接介
入人類歷史當中，讓天主子降生成人，與我們同行，即使今天我們再不能親眼目睹祂的肉身。
天主決定派遣祂的兒子來到世界，告訴世人祂多麼親近我們，多麼鍾愛我們。親近和鍾愛不能以禮物
來替代，禮物極其量只能代表友誼或愛情的
一部份。要更好地表達我們的緊密關係和愛
情，我們便得樂意「浪費」時間去陪伴我們
所愛的人，不計得失成果。付出時間去「陪
伴」他們，以同理心去聆聽他們，感受他們
所感受的，與他們一起去慶祝成就和失敗，
站在他們身旁，與他們面向前路，為他們指
示由天主而來的希望和愛。
天主願意我們與祂一起，在生命終結時
步入永生，而在現世是厄瑪奴耳：與我們同
行。我們也蒙受邀請，透過陪伴有需要的
人，而成為天主的傳訊者。這些有需要的
人，可以是我們鍾愛的人、特別是青年人，
以及那些感到無助、孤獨或失意的人，那些
受情緒困擾而掙扎求存的人，那些等候寬恕
和修和的人，那些在社會和經濟地位上備受剝削的人，歧視和不公義的受害者，難民和流離失所的人，這
份清單還可以繼續下去。
朋友們，在這聖誕節和即將來臨的新一年，可以肯定地說，因著天主的緣故，我們可以付出更多。願
天主「厄瑪奴耳」的祝福，在這聖誕節和2022年，常常伴隨著你們和你們鍾愛的人。

＋周守仁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
2021年12月19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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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聖誕訊息

天主在世界的危機中降生……
但希望更強而有力
教宗方濟各12月25日中午在聖伯多祿大殿的中央陽台上發表2021年聖誕文告，並
降福羅馬城和全世界。他在文告中強調，「天主聖言取了肉軀，是為了要與我們對
話」。祂來到世界上，為我們指明「相遇和對話的道路」。
創造世界萬物、賦予人類
歷史及人生旅途意義的天主聖言
降生成人，並前來居住在我們中
間。祂像竊竊私語、一陣清風般
地出現，為滿足每個男女向奧秘
開放的心。
天主聖言取了肉軀，是為
了要與我們對話。天主要的不是
獨白，而是對話，因為天主本
身——聖父、聖子及聖神，就是
對話，是永恆及無限的愛與生命
的共融。
藉著聖言的降生成人，天主
親自來到世上，給我們指出相遇和對話的道路。祂甚至在自
己身上體現了這道路，好使我們能認識這道路，並懷著信心
與希望在這道路上行走。
弟兄姊妹們，「要是沒有這麼多慷慨的人將家庭和社
群團結在一起，並為此耐心進行對話，世界將會是什麼模
樣？」(《眾位弟兄》通諭，198)；在這疫情時期，我們更
加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建立社會關係的能力受到嚴峻的考
驗；人們更加自我封閉、獨自行動、不出門、不聚會，也
不一起做事情。在國際層面也存在著不願對話的危險——
面對複雜的危機寧可選擇捷徑而非較漫長的交談途徑；事
實上，只有交談才引領人找到衝突的解決之道，共享永續
的裨益。
的確，正當真正和平的泉源——救主誕生的宣告，在我
們周遭和全世界迴響時，我們仍然看到有許多衝突、危機和
矛盾。這些似乎永不止息。
可是，請看，在深夜中，有一希望的標記！今天，如
同但丁所說的：「那使太陽和其它星辰移動的愛」，取了肉
軀。祂以人的形象前來，分擔了我們人生的悲劇，並打破了
我們冷漠的圍牆。祂在寒夜中向我們伸張祂的一雙小手：祂
需要一切，但祂來是為了要給予我們一切。我們要向祂祈求
向對話敞開心扉的力量。在這歡慶的一天，我們要懇求祂，
在所有的人心中喚起對和好與兄弟情誼的渴求。讓我們向祂
哀求。
耶穌聖嬰，請賜予中東和整個世界和平與和諧。求祢支
持所有投身於人道支援的人，他們在幫助被迫離鄉背井的人
民；求祢安慰阿富汗人民——他們40多年來遭受戰爭的蹂
躪，使得許多人被迫離開家鄉。
萬民之王，求祢幫助政府官員去安撫因緊張和對立局勢
而動盪的社會團體。求祢扶持緬甸人民，在那裡不包容與暴

力也經常打擊基督徒團體和敬禮
場所，使緬甸人民的和平容貌黯
淡失色。
求祢成為那些相信並促進相
遇和對話的人的光，他們逆流而
上，也求袮不要讓衝突的癌細胞
在烏克蘭的國土蔓延開來。
和平的君王，請協助埃塞俄
比亞藉著誠懇的交談找到和好與
和平的途徑，將人民的需要放在
第一位。請垂聽在薩赫勒地區人
民的呼聲，他們經歷著國際恐怖
主義的暴力。請垂顧北非國家的
人民，他們飽受分裂、失業和經濟不平等的蹂躪；並請減輕
蘇丹及南蘇丹如此眾多的弟兄姊妹所遭受的內戰痛苦。
求祢使團結互助、和好、和平共處的價值，透過對話、
彼此尊重，以及承認普世人權和人類文化價值，在南美洲人
民的心中成為主要的動力。
天主之子，求祢安慰那些遭受暴力的婦女們，這種暴
力在疫情時期更加汎濫。請賜給那些遭受霸凌和虐待的幼兒
和青少年希望。請帶給年長者安慰和關懷，尤其是那最孤單
的。求祢賜予眾家庭平靜及團結，那裡是教育的首要場所和
社會結構的基礎。
「天主-與-我們同在」，請恩賜病患健康，並啟發所有
善心人士，幫助他們尋找更合適的方法去克服醫療危機及其
後果。求祢使人心變得慷慨，讓必要的治療，特別是疫苗，
提供給最有需要的人們。請賞報所有那些關懷和致力於照顧
家人、病患和最弱小者的人。
白冷的聖嬰，請祢讓近期衝突的許多戰俘、平民和軍
人，以及那些因政治理由而被囚禁的人，能早日返回家鄉。
請不要讓我們面對移民、逃難者和難民的悲劇而無動於衷。
永恆的聖言，祢降生成人，求袮使我們熱心照料我們的
共同家園，它也因我們時常忽略和不予以照顧而受苦，並求
祢激勵政治官員去尋求有效的協議，好使未來的世代能生活
在一種尊重生命的環境裡。
我們的時代有這麼多的困難，但希望更強而有力，因為
「有一個嬰孩為我們誕生了」(依9:5)。祂是天主聖言，並且
降生成嬰孩，只會啼哭和需要一切。像每一個嬰孩一樣，祂
願意學習說話，好使我們能學習聆聽天主——我們的父親，
並學習彼此聆聽，而又像兄弟姊妹一般地對話。為我們誕生
的基督啊，請教導我們在平安的道路上與祢同行。

(資料：梵蒂岡新聞網)

JAN

一月神修話語
聖經金句
眾百姓受洗後，耶穌也受了洗；當他祈禱
時，天開了；聖神藉著一個形像，如同鴿
子，降在他上邊；並有聲音從天上說：「你
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
(路3:21-22)
生活反省
福音記載了洗者若翰為猶太人施行悔改的洗禮，若翰的
講道正正為基督一生的傳教作了精鍊的點題。當群眾還在猜測
他是默西亞的時候，他就斬釘截鐵地宣佈：「我固然以水洗你
們，但是比我強的一位要來，…… 他要以聖神和火洗你們。」

「以火洗」包含煉淨的意思，這用辭關乎審判的一個更高淨化要求。此外聖神的洗禮是預言宗徒們於五旬節所接
受聖神灼熱各人的心，並以火舌形像降臨到他們身上(宗2:3)。另外當我們按主耶穌教導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即希臘
文Eis tó ónoma … 去諗「主禱文」祈禱時，原希臘文 “eis” 有 “浸入” 的意思，指向和婚姻盟約相似的領洗中，和天主
關係密切，浸淫在聖三愛內，相互滲透。而耶穌受洗的事件中，當耶穌受洗後祈禱時「天開了」，這表示藉著「天主
子」身份，和耶穌降生成人的「人性」身份，這雙重身份成了天人關係的橋樑，取消了天人之間的隔閡，使關係得以
重建。
路加福音中經常記載耶穌必定在重要時刻祈禱，尋求方向去回應天父所派遣的傳教使命，當中的祈禱時刻包
括：受洗後 (3:21)；揀宗徒前(6:12)；伯多祿明認基督是主前(9:18)；顯聖容前(9:28)；教導門徒祈禱(11:1)；最後晚餐
(22:32)；橄欖山上受難前夕(22:41)；以及十字架上(23:34, 46)。
但基督本是天主子，在「三位一體」的聖愛內共融，祂根本無需透過祈禱上達祈求，祂這樣做是為教導我們如何
祈禱，並以祂的榜樣引領我們皈依，使未臻完美的肖像，透過向天父祈禱，可以徹底效法基督，蛻變成天主的模樣。
而金句中「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這句話就呼應了依撒意亞先知「上主僕人」的預言，更和希伯來書
相呼應：「全燔祭和贖罪祭，已非你所喜，卻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於是我說：看，我已來到！關於我，書卷上有記
載：天主！我來為承行你的旨意。」(希10:7) 這應驗了默西亞到來拯救以色列子民的預言，而這「上主僕人」並非那
世襲王權、有地位、有勢力的人物。而剛好相反地，他是一個謙虛、替人受苦的僕人，遵行天父聖意，向萬民傳報真
道，一生甘願奉獻自己，回應天父的派遣，為人類帶來了救恩，悅樂主懷得到聖父的肯定。
在洗禮時，耶穌雖然沒有罪，但他自願走入罪惡滿盈的人類中，替我們負起罪惡的重擔，位列罪人中和他們等同
(格後5:21)，做他們的代罪羔羊「受苦僕人」。由此除了若翰洗禮的悔罪內涵之外，更加入了新的意義，成了一個和
耶穌基督「出死入生」的經驗，浸入水中讓舊我死去，進入一個新我生活的重新開始。
在領受基督洗禮過程中教會要求受洗者與主同死、同埋、同復活，正正就是承傳基督「受苦僕人」服務世界的要
求，我們是否也願意承擔服務世界的要求直到生命的終結？或是仍然由內至外沒有改變，和亞當一樣推卸責任，將罪
債推諉在基督身上？
宗徒們正在爭論誰要在天國坐在耶穌左右時，
但耶穌卻問他們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求的是什
麼？你們能夠飲我的爵嗎？或者，你們能受我的洗
嗎？」(谷10:38)若翰曾說過：「耶穌會以聖神和火
洗你們」(谷1:8)。的確，聖神的洗禮賦予灼熱人心
的七恩，使人擁有智慧、聰敏、超見、勇毅、明達
和敬畏的上主的神，去鍊淨自己。我們領受了聖神
的洗禮，我們是否也能振作，不斷自我超越去飲基
督留給我們得救的苦杯，甘願犧牲聽命至死，甚至
以殉道的方式為主作證嗎？

祈禱
全能永生的天主父，感謝祢召叫了我們，讓我
們認識祢、跟隨祢。我們自覺能力有限，求祢派遣
聖神堅強我們軟弱的心志，引領我們一生效法祢的
聖子順從、甘願犧牲、服務他人、為別人背負起十字架的大愛精神；願意分擔耶穌基督的救世使命，做個名副其實的
基督徒，成為祢鍾愛的子女，讓祢也可以因我們的行為而喜悅。亞孟！

(聖言宣讀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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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濟利亞聖詠團金慶

容建威

恭喜！恭喜！
恭喜則濟利亞聖詠團50歲大壽！
一個團體能保持運作達50年之久真是很不容易。
對於我這個加入則濟利亞聖詠團已有數年的新丁來
說，我所經歷、親身體會的歌詠團大家庭生活，我由
衷地說：則濟利亞聖詠團確實是一個很值得教友參加
的善會。

唱，彌撒便如常進行。各團員對服務教會的心真是令我深深
感動。

雖說我是聖詠團的新丁，但我認識聖詠團已是很久以
前的事，就是在我人生的一件大事；當時我還未加入主的羊
群。在機緣巧合，我和女友邀請了聖詠團在我們的婚禮中唱
歌詠。這便是我和聖詠團的第一次相遇。數年後，當我的兩
個女兒長大了，她們亦加入了聖詠團。有部份團員都是熟識
的面孔，他們都是曾在我們的婚禮中詠唱聖歌的。團中的叔
叔、嬸嬸、哥哥、姊姊都對我的女兒們十分關顧，她們亦在
聖詠團中服務多年。而我和聖詠團的接觸機會亦漸漸多了，
對團體的認識也不知不覺間加深了。
後來，我亦受洗成為基督徒並且加入了聖詠團。最初參
加時，我還是戰戰兢兢。自知唱歌技巧一般，只好慢慢跟著
眾前輩們輕聲詠唱，以免影響聖詠團的詠唱水準。聖詠團的
前輩們也對我非常關顧，詠唱時不斷的在旁提點我要注意的
地方，當我出錯時也會友善地從旁作出提點。在團體的活動
中大家都互相尊重，完全沒有所謂的「大佬文化」，沒有明
顯的尊卑之分。這種包容的文化好像是理所當然的活在每一
個團員身上。

記得在一個八號風球下的主日，當天除了風力強大之
外，卻沒有下大雨。我在安全情況下，準時回到聖堂看看有
沒有可幫忙的地方。原來聖詠團也有其他成員和我一樣回到
聖堂。雖然當天回聖堂參加主日彌撒的教友比平時少很多，
神父也按時舉行彌撒，聖詠團在人數不多的情況下盡力詠

平時，每當聖堂有需要的時候，例如聖誕節、復活節、
耶穌出巡愛西環、教友的紅、白事及其他福傳活動等等，都
可以看到聖詠團團員的服務蹤影。各團員都不分彼此，一心
只懷着侍主、為教會服務。聖詠團也有組織一些團體活動，
例如到其它聖堂朝聖、研經、避靜等等，藉此增進每位團員
的靈修生活。所
以聖詠團的團員
都可共事多年，
和洽相處。而資
深團員能留在聖
詠團服務數十年
仍能保持一顆熱
誠的心，這可反
映出他們均十分
認同聖詠團的宗
旨及團內做事的氣氛。我相信這就是天主賜給聖詠團的生命
力！
以上種
種，我深信
都是天主的
悉心安排，
讓我能夠相
遇和認識則
濟利亞聖詠
團。加入這
個則濟利亞聖詠團大家庭，實在是天主賜給我一個美好的恩
寵。因此，我會努力在聖詠團服務，好好回報這份恩寵。
謹此祝願則濟利亞歌詠團各團員身體健康，主恩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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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聖誕聯歡
12月19日(將臨期第四主日)，主日學舉行聖
誕聯歡會，聖瑪加利大堂導師和學生為party設
計了攤位遊戲。期間，黃家輝神父與孩子一起
跳「普世歡騰」，最後更給予大家降福。以下
是聖瑪加利大堂的朋友撰寫的心聲。

導師一家四口的分享

> > > > > > > > > > > > > > > > > > > > > >

Juanie (導師)
謝謝聖瑪加利大堂和聖安多尼堂的主日學給我們感受
福傳的喜樂，但願愛的種子悄悄地種在這些可愛小寶
寶的心靈裏。
Billy (丈夫)
今天的活動很有意義，除了可以跟這麼年幼的小朋友
分享聖誕節的歡樂，還可以和他們一起玩遊戲，我很
享受這個時刻，希望將來也有機會再次參與。

學生心聲

貝麟 (兒子)
很高興有機會接觸到年紀這麼小的小寶寶，並可以學習照顧他們。
貝瑜 (女兒)
今天學習照顧了一些小寶
寶，發覺原來照顧小朋友
需要很多心血，想起要感
謝從小一直照顧我的老師
們和家人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Jane Wong (黃正心)

Bianca Lau (劉倩兒)

I have learnt to think fast as the children’s
emotions change rapidly and we have to
go along the flow. We have to be very
patient with them as they need our care
and love. I really enjoyed this experience
and if we can do it again I would be more
clear when telling them instructions.

I learn that sometimes
kids will be impatient,
and so we need to make
every second more
interesting and grab their
attention. I really enjoyed
helping the kids.

Lynette Chong

經過這一個活動，我學會了怎樣和小朋友相處，例如和小朋友
一起倒數紋身帖子在手上乾的時間。在那時段，我也可以問一
些問題，例如：「你知不知道耶穌在哪裏出世？」、「你知不
知道12月有哪些特別的日子？」這樣可以增添一些樂趣。和
他們玩了整天，當我看見小朋友走的時候望着我依依不捨的眼
神，我的心立刻溶化⋯⋯。經過這一天，我學會了服務他人是
那麼高興的。假如給我第二次機會，我一定會親自報名參加！

黃雪怡〔主日學(下午班)〕

我參加了大聖若瑟年的填色及創作比賽，很開心自己努
力完成作品，意外地獲得第二名！多謝黃神父所頒發的
禮物及媽媽的指導。
在聖誕聯歡會上，我接到禮物包內有一張美麗的年曆
咭，上面印有我和同學們的畫作，我頓時感到興奮不
已！多謝袁老師的細心教導。
12月19日(主日)，媽媽、姊妹和我一起參與義工服務，
把年曆咭送給聖安多尼堂的教友。我記得神父在彌撒中
教導我們要用愛心對待別人，我覺得這個服務很有意
義，把自己的喜悅和他人分享！

今次的經歷令我學會對小朋友
要有一定的耐性和愛心。今次
活動不但讓我學到很多事情，
還帶了歡樂給我們所有人。我
十分享受整個過程，如果有第
二個機會，我一定會嘗試主動
與他們多傾談。

Sally Chow (周詩汶)

經過這一個經驗，我學到要對小朋友有耐性，懂得隨機應
變和要有愛心。這次活動可以令到眾多小朋友感到開心，
令我覺得好滿足。玩遊戲時候，可以問他們喜歡什麼，或
者問他們一些問題令他們感到輕鬆，玩得更開心！與小朋
友相處了一個早上後，我尤如和他們建立了感情，真的很
想同他們再玩多幾次。如果下次有同樣機會，再同小朋友
一齊玩或為他人服務，我一定毫不猶豫去報名參加！

我參加了今年大聖若瑟年的填色及創作比賽。在填色比賽中，我獲得了第一
名，感到十分開心，黃家輝神父也在台上頒獎給我。在主日學的聖誕聯歡會
上，我看到自己及其他同學的畫作被製作成精美的年曆咭，令我興奮不已！
12月19日(主日)，媽媽、弟弟和我一起在聖安多尼堂參與義工服務，把這些
美麗的年曆咭親手送給教友。很多教友都讚我們很用心創作。我覺得這是一
件很有意思的聖誕禮物，讓大家都能分享天主的愛。我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夠
加入聖安多尼堂這個溫暖的大家庭，親身體驗這份喜悅
和平安！

黃浠鋌〔主日學(下午班)〕

Lotta Yeung (楊舒喬)

陳信滐、陳歈侒〔主日學(上午班)〕

感恩姑媽帶我們認識聖安多尼堂，原本打算
讓侒侒和滐滐在主日學中認識更多聖經故
事，認識天主，怎知道現在他們會主動參與
彌撒，每天也會禱告，會向天主說早安及晚
安，遇到困難，開心或不開心的事，第一時
間是向天主傾訴。我相信絕對是
受到導師們的影響，將導師們的
話記了在心裏。
記得在10月的聖母玫瑰月及11月
的煉靈月，我、侒侒和滐滐每天
也在唸經，與家人一起完成一串
又一串的玫瑰經奧蹟。
感激「培育組」用了「主日學」
學生創作的「大聖若瑟」圖畫，
做成了有意思的年曆。我們很榮
幸能為這次年曆派發出一分力，
繼續實踐為愛天主而無私服務的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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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詠團 與 主日學兒童 視頻傳送聖誕喜樂

聖安多尼聖詠團

Anthonia

主日學(上午班)

天
主
祝
福
婚
姻

羅雋、黃祝盈
12月18日

Raymond

2022新的一年，聖家聖詠團的新團長楊偉民Raymond和
副團長陳雪玲Anthonia。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主寵滿盈！

禤錦洪、歐詠琳
12月20日(補禮)

蘇啟輝、劉佩欣
12月31日

夫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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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大聖若瑟2022年曆」
主日學學生及家長和培育組義工於12月19日的上午
8:30及10:00主日彌撒後，派發主日學在「大聖若瑟年」填
色比賽及繪畫創作中，利用學生作品製成的兩款2022年年
曆。教友是次自由捐獻支持堂區活動的款項達$7,000。以
下是參與當天行動的主日學學生和家長的分享。

陳子瀧、陳子睿〔主日學(上午班)〕

今次的活動真是十分有意義。透過主日學裡小孩子設計關於大
聖若瑟的年曆，得到這麼多的教友支持，可以贊助堂區活動，
真的令人興奮。當時，彌撒結束後，人群漸多，兩個孩子不停
對教友們說：「聖誕快樂、天主保佑。這些大聖約瑟年曆是小
朋友畫的，請大家多多支持，大家可以自由捐獻，謝謝。」
小朋友看見教友們都這麼慷慨，一個一個排隊捐獻的時候，他
們覺得很神奇，也令他們很鼓舞，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付出能
幫助教會及有需要的人。
隨後，媽媽問他們，你有零用錢的話，你捨得捐獻嗎？他們
說：「捨得。」當下真的很感動，小小的舉動，令孩子們明
白，施比受更有福。多謝堂區給孩子們一個這麼好的經歷。

陳彥瑜〔主日青少年組〕

我和家人都十分感恩，天主派遣我們在12月19日
的主日，協助主日學導師向教友們派發2022年曆。
當教友接過我親手遞給他們的年曆，我看見他們都
很欣賞年曆的畫作而十分歡喜時，我便覺得格外開
心，因為我能夠將喜樂傳給大家。在過程中，除了
有爸爸、媽媽和弟弟的陪伴外，我亦感到天主時刻
與我同在，使我充滿勇氣和自信心，帶著笑容把年
曆介紹和送給堂區的兄弟姊妹！

Living Word of God – January 2022
we were buried with Him by means of Baptism
into death” and if “we have been united with Him
in the likeness of His death, we shall be so in the
likeness of His resurrection also” (Rom. 6:4-5).
In the Middle Age, there was a period when
Oneness was mistaken as uniformity in professing
the same creed, uniformity in ritual rite, uniformity
in ritual language, and the Primacy of the Holy
See. The rigid and narrow-minded administrative
oneness mentality is far from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union in charity in the People of God.
Nowadays, the Oneness of the church is
understood as acknowledging one Lord, confessing one faith, being
born of one Baptism, forming only one Body, is given life by one
Spirit, for the sake of one hope when ultimately fulfilled all divisions
will be overcome (c.c.c. 866) (cf. Eph. 4:3-5). The church is one
being an exemplar of the unity of the Trinity of Persons in one God
as her Founder and Head (c.c.c. 813-815) (UR2 § 5).
Jesus Christ re-established the unity of all people in one body.
As soul, the Holy Spirit unites all faithful in communion with Christ.
The Church has but one faith, one sacramental life, one apostolic
succession, one common hope, and one and the same charity.
(Eph. 4:3-5) Oneness is neither uniformity nor unity but diversity
in Oneness. 1 Cor. 12:12-13: As a body it is one, though it has
many parts. Oneness is the sacred mystery of the Church’s unity
and the essence of the church on earth so as to reflect the love in
communion in the Trinity. (UR 2 § 5) (UR 2 § 2) (GS. 78 § 3) (c.c.c.
813).
Within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of God, there exists a multiplicity
of people and cultures. Among the Church’s members, there are
different gifts, offices, conditions and ways of life. They hold a
rightful place in the communion of the church.
Yet sin and its consequences constantly threaten the gift of
unity, and so the Apostle has to exhort Christians to “maintain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in the bond of peace”. The one Church of Christ
subsists in the Catholic Church governed by the successor of Peter
and the bishops in communion with him (c.c.c. 816, 870). Not only
does the unity of the pilgrim church assured by visible bonds of
communion, it is also guide by the Church hierarchy in maintaining
the fraternal concord of God’s family such as:
•profession of one faith received from the Apostles;
•common celebration of divine worship and sacraments; and
•Apostolic succession through sacrament of Holy Orders.
Above all, our devotion can assure the missionary in love and
charity “binds everything together in perfect harmony”. (LG14, LG8)

If I speak in human and angelic
tongues but do not have love,
I am a resounding gong or
a clashing cymbal. And if I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comprehend all mysteries and
all knowledge; if I have all faith
so as to move mountains but
do not have love, I am nothing
(1Cor 13:1-2).

Reflection

Paul’s ideas of spiritual gifts including prophetic tongues and
leadership in our church communities such as preachers, teachers,
evangelist and clergies. His great affection shows us that love is
an indispensable and unique gift of the Spirit in our ministry. The
greatest of these gifts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apostles. It is a gift that
can be developed by every single member of the church community
and a gift freely given to all believers. It ties us to the Trinitarian
love with God through the new covenant established by the love of
Christ manifested in his passion, death and resurrection. When we
do charitable works without love in our ministry, the impetuous fire
may last for a short while and gradually fade away.
We must persistently train our mind to be empathetic and
develop it into a habit of love. By undertaking ministries regularly,
we can develop a deeper bonding with God through the love of
Christ. This is how we can share and support our oneness by uniting
through our mutual love for one another.
Every parish lay ministry comprises of people with extraordinary
gifts and talents who are also blessed with a tremendous desire
to serve others. However, even these inborn gifts need to be
discovered, recognized and cultivated. In the lay ministry, children
and youngsters willingly and readily acquire new knowledge. In
return there is an equal expectation that their voice and opinion are
met with our willingness to listen and understand. While training
and formation are important for youngsters, those who are already
leaders in various ministries should be prepared to welcome new
members of leaders to communion in the parish on equal ground.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Oneness, Holiness, Catholicity and
Apostolicity are the four marks originated from Jesus Christ that
manifest the orthodox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is allows it to
be a visible and tangible/palpable sign through its life. They are
interrelated in three dimensions: vertical, horizontal and radial.
The vertical divinity dimension indicates the source of oneness
of the church. It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secular institutions
because the Most Holy God is her author.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integrates with the life in the church where all believers
in communion and internalized their relationship in Oneness.
Finally, the outward, radiating dimension is necessary to express the
impartial, unselfish nature of the Church to spread good news to the
world so that the whole world will soon be one.
Oneness is intrinsic to the church and is indelible even in
division. Division can only blur the external appearance but can
never destroy the essence of the oneness of the Church (c.c.c. 866).
The church is the Body of Christ on earth (Col. 1:18) with Jesus
Christ as her head. The church lives from him, in him and for him
(c.c.c. 792-795). Christ and the Church make up the “Whole Christ”
(c.c.c. 807) (St. Augustine); and “Head and members form one and
the same mystical person” (St. Thomas Aquinas).
“For in one Spirit we wer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 (the
Church) of Christ” (1 Cor. 12:13). In this sacred rite of Baptism, a
oneness with Christ’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is brought about. “For

Prayer

Almighty God our Father, we have ignorantly set the boundary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nations, cultures and origins. Please
forgive our lack of perseverance to serve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love and charity. Please open our eyes, ears and mind to
see, listen and recognize that your love has no boundary among
your children of all nations. Grant us the strength,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to make all nations your disciples and gather the lost
lambs into the only one-fold of your Church. Amen.
Reference:
(1)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eritas –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94. (c.c.c. 866). (c.c.c. 792-795) (c.c.c. 807) (c.c.c. 866) (c.c.c.
813-815)
(2) Evangelii Gaudium James H. Kroeger, M.M. The Documents of Vatican
Council II,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11 Daughters of St. Paul. (UR2
§ 5) (UR 2 § 2) (GS. 78 § 3) (LG14, LG8)

(Source: Parish Forma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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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asks for tender love and interior littleness

The Pope pointed out that the challenge of Christmas
is to ask whether “we can accept God’s way of doing
things,” when our human tendency is to seek worldly
grandeur. While “God lowers Himself…we try to become
great,” he said, recalling the birth of Jesus in the midst of
the shepherds and the poor. “God does not seek power
and might; He asks for tender love and interior littleness.”
The Pope encouraged us to ask Jesus for “the grace of
littleness,” by inviting Him into our daily lives, our families,
our communities, so that we can offer one another the
same love He shows in coming to dwell among us, to
serve and unite. He added, “amid our ordinary lived
experience, he wants to do extraordinary things. His is a
message of immense hope.”  

a synodal and journeying Church today. The u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in worshiping the Lord is represented by the
Holy Family, the shepherds, and the Magi, who shine as
an example for us today “to be a worshipping, poor, and
fraternal Church.”
Calling on everyone to rejoice, the Pope concluded:
“Let us rouse ourselves, for tonight a light has been lit, a
kindly light, reminding us that, in our littleness, we are
beloved sons and daughters, children of the light.”

Trust and have an open heart

As we invite Jesus into the little aspects of our lives,
we also need to invite Him into our own living experience
of littleness, the Pope explained, meaning our own
weaknesses, troubles, wounds; and to realize that Jesus
reminds us, especially on this night, that He loves us just
as we are, is close to us, and asks for our trust and an open
heart. Recognizing this, we too are called to embrace
“Jesus in the little ones of today,” by loving Him in the
least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poor, forgotten, and
needy, as in them He makes Himself known.

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
for January

一月份教宗祈禱意向
For true human fraternity
Everything united with Jesus at the centre

The Pope recalled that Jesus was born close to the
poor and forgotten, and by doing so elevates the excluded
by first revealing Himself to them, rather than to those
who are important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He recalled
the dignity of all who work, especially in humble jobs,
and the need for the dignity of every human person to be
respected. So, the Pope said, we must work to ensure “no
more deaths in the workplace!”
The Pope recalled that at the Christmas scene, we
also glimpse the Magi coming to worship the Lord, the
learned and rich, showing how Jesus brings together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Bethlehem. “Everything is unified
when Jesus is at the centre: not our ideas about Jesus, but
Jesus himself, the living One."

Let us return to Bethlehem, our origins

In conclusion, the Pope encouraged us to “return to
the origins” and “the essentials of faith, to our first love,
to adoration and charity,” like the pilgrims of the past, as

We pray for all those suffering from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and persecution; may their own
rights and dignity be recognized, which originate
from be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human family.

為培養手足情誼

祈願所有遭受宗教歧視與迫害的人，在他們所生
活的社會，獲得承認他們同為人類手足的權利與尊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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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urgy activities for the month of January 2022
1st January

2nd January

Feast of Mary,
Feast of the Epiphany
Mother of God Mass
9:00am (Chinese)

23rd January

30th January

9th January

Feast of Baptism
of the Lord

16th January

19th January

2nd Sunday of the Year Commemoration of
All Faithful Departed Mass
6:00pm (Chinese)

31st January

3rd Sunday of the Year 4th Sunday of the Year Feast of St. John Bosco Mass
7:15am (Chinese)
New Year’s Eve Mass
9:00pm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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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11:30 AM English Mass

Pope at Christmas night Mass:

Jesus shows the way from littleness to greatness
At the Mass during the Night for the Solemnity of the
Nativity of the Lord on 25 December 2021, Pope Francis
reflects on how God comes into the world in littleness,
as a tiny infant, drawing near to us to touch our hearts.
The Pope celebrated the Mass in St. Peter’s Basilica with a
smaller congregation on hand in respect for health-safety
rules.
Celebrating the Christmas Mass “during the Night,”
Pope Francis recalled how in the darkness, a light shines,
an angel appears, announcing to the shepherds, “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u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Telling
them how to find the “God who has come down to earth,”
the angel directs them to the child wrapped in swaddling
clothes, lying in a manger.

A poor child wrapped in swaddling cloths

In his homily for the celebration, the Pope noted the
contrast emphasized in the Gospel, between the grandeur
of worldly powers when Caesar Augustus orders the
census of the world, with the small town of Bethlehem
where we see the scene of the newly born, poor child
found in the manger. The message of the Nativity is that
“God does not rise up in grandeur, but lowers Himself into
littleness,”, the Pope explained, showing that littleness is
the path God shows to draw near to us, to save us, to bring
us back to what truly matters.

God’s grandeur appears in littleness

The central image and message we contemplate
today is the Child, how God is completely present in His
littleness, the Pope said. He invited us to “be amazed by
this scandalous truth.” He pointed out, too, how the “One
who embraces the universe needs to be held in another’s
arms,” how the creator of the sun needs to be warmed,
and how “tenderness incarnate needs to be coddled.”
Turning human logic upside down, the Pope said, “God
comes into the world in littleness. His grandeur appears
in little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