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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輝神父
恭賀大家：壬寅虎年新春，

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願上主的
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願上主轉
面垂顧你，賜你平安。-《戶》6:24-26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寵，和天主的愛
情，以及聖神的相通，常與你們眾
人相偕。-《格後》13:13

這兩祝願求福的金句今年用於「聖言宣
讀組」和「培育組」的GIF中。兩組組
員在GIF版面的背景、動畫上的精心設計，除了引人注目，生趣盎然
外，還方便教友們轉傳給親戚朋友作賀年拜年之用，並且是發放「喜
訊」的好機會。

開心過年，因為我們一起全心全意準備過新年。是的，好的準備便
是開心過年的開始。率先準備好的，是兒童主日學。導師和孩子們拍
攝、錄製了兩首歌曲向大家拜早年，已放上堂區的面書(FB)平台。

請繼續看看堂區的門口、鮑聖廊、母佑堂、聯誼廳、聖母岩、走廊、
影音室，張掛著約160個大、中、小的「利是燈籠」，是本堂兄弟姊
妹們用上數十小時的心血。於製造和張掛之前，不要忘記另有幾組義
工，先拆下所有聖誕節的裝飾、卸下西曆新年佈置的設計，再把物件
包好，安放貯藏；這些工作必需一手一腳，親力親為，沒走捷徑，不
抄小路。

既如往常，職員訂購新春花卉，職員和插花組組員悉心栽花護花，養
得花花綠綠，朝氣蓬勃，充滿生機。

過年，少不了關心除夕、初一的禮儀，目的是為過往的一年謝恩，為
新的一年求恩，時時刻刻銘記天主與我們同在。另外，委會、議會正
在商討可會有堂區的新春團拜？想想怎樣營造氣氛，共融團聚，繼續
活出「堂區是我家」的情懷；甚至，竟有一組別更高瞻遠矚，開了
會，已計劃好在四月聖周中的祈禱聚會。

當堂區上上下下準備過新年時，我們的「樂融融」愛心團隊也為附近
街坊略盡綿力，聊表心意，奉上過年禮物、利是、揮春、防疫包等。
就算有點兒雕章鏤句，都要刻意提及：為「樂融融」活動出力的幾個
群組，組員們訂貨、收貨、包裝防疫包和禮品，沒有計較自己能幫忙
多少，總之，盡力而為。再者，還邀請了三位愛好書法的，即場為街
坊寫揮春。雖然環境天寒地凍，但人心卻是古道熱腸。

組員們是活力充沛，精神抖擻。不過，在我們的熱心組員中亦包括患
病(如在化、電療中，不良於行，眼疾弱視等等)的兄弟姊妹。這些在
病苦中的——我們的家人——仍出心、出力，奉獻出時間，甚或臨

在天主內：新年進步！如意吉祥！
在活動之中。他們自身的病苦化作禮
物，放在天主的手裡，並為我們這大家
庭作補贖。他們的病痛患苦和慷慨大方
是天主對我們義怒時的避雷針。 

以上的概括陳述，表現出堂區神恩性的
活動力、生命力。靠著神恩，才可以有
「高瞻遠矚」。不僅如此，這裡要補上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薪火相
傳」。為何？去年香港教區積極推廣聖
座聖職部於2020年6月29日發出一道訓

令：《堂區團體的牧民轉變∼為推廣教會福傳使命服務》1(短片簡介
1~6段2)。中心思想是，福傳與牧民是永遠的重要。不過，已是時候重
新觀照「知己知彼」中所「知」的內容和資料。目的是為堂區不斷發
顯她生命、她存在的神聖意義：

G	聖若望保祿二世：「堂區……卻常是教會可見架構中最為重要
且不可或缺的有機組織」。

G	本篤十六世：「堂區是一座燈塔，發射信仰之光，從而滿足人
心最深層次而又最真誠的渴望，並為人的生命以及家庭生活賦
予意義和希望。」

G	教宗方濟各：「堂區藉著它所有的活動來鼓勵和培訓它的成員
成為福傳者。」

因著天主聖神的帶領，2020年我們堂區計劃和議決，再開始專注、關
心和服務三個目標群組：(a)新教友與慕道班同學；(b)青少年；(c)主日
學家長。於進行的同時，2021年慈幼會香港中華會省在《慈幼青年牧
民參照指引》(Salesian Youth Ministry Frame of Reference)中，重申會
士們關心堂區的青少年。這項提醒及前者的議決，催化了堂區的各項
計劃，使議會、委會和善會的成員，在未有深入了解《堂區團體的牧
民轉變∼為推廣教會福傳使命服務》訓令之前，不知不覺間融入這訓
令的精神，漸漸開始了這些指引的實施，例如，近兩年來，不斷關顧
有急需的兄弟姊妹，以及其家庭。所以，鼓勵大家在堂區面書(FB)、
〈羊牧之聲〉中多多關心我們堂區的福傳與牧民的活動和服務，讓你
能適時配合和協助議會、委會和善會的工作：光榮天主，拯救人靈。

再一次恭賀、祝願大家：

天主能豐厚地賜與你們各種恩惠，使你們在一切事上常十分充
足，能多行各種善事。-《格後》9:8

1 "The Pastoral Conversion of the Parish Community in the Evangelising Mission of the 
Church" – Instruction, Congregation for the Clergy, 29th June, 2020.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yjEoMiRHI&t=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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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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敏兒	 $100	
潘宅	 $200	
聖安多尼之友會	 $300	
龐蔣靜儀	 $100	

精叻馬	 $200
王冠龍	 $200	
Tse	Siu	Mei	 $100	
曾潔玲	 $100	
鄭雅蓮	 $100	

二零二二年二月份禮儀生活
按教區指引：暫停公開彌撒【直至另行通告】

1. 依循教區的抗疫新牧民措施，堂區作出以下安排：
•聖堂開放：	每天：7:00am – 8:00pm【教友靜默祈禱、朝拜聖體、履行善工】
•明供聖體：	周一至六：7:15am – 8:15am / 周四：7:00pm – 8:00pm 
  【特別意向：疫症早日平息】
•告解安排： (a) 周一、三、五：7:45am – 8:15am

             (b)	主日：7:00am – 7:30am；8:30am – 9:00am；10:00am – 10:30am
                (c) 教友可個別接觸神父辦「修和聖事」

2. 主日明供聖體：(a) 7:00am – 8:00am；(b) 8:30am – 9:30am；(c) 10:00am – 11:00am；
           (d) 11:30am – 12:30pm (英文)
         【聆聽主日讀經、神父講道、為抗疫祈禱、聖體降福】

3. 教友可採用下列方式替代參與主日彌撒的本份：
a. 觀看任何網上直播或重温的主日彌撒(如教區網站 www.catholic.org.hk 及公教報網站
 http://kkp.org.hk)，神領聖體；或
b. 反省主日彌撒經文、閱讀聖經或誦念玫瑰經。

4. 教友可善用網上服務，例如網上平日彌撒、信仰培育資訊及其他神業，如晨禱、玫瑰經、三鐘
經等(參見以上網站)。

防 疫 禱 文
天主，祢是仁慈的。我們為疫症的傳播，感到
憂心難過；求祢幫助病人早日康復，並賜力量
給醫護人員。求祢增強我們的信心，並使眾人
同心協力，防範並克服疫症。求祢賜我們悔
改，汲取教訓，保護生態環境。因主耶穌基督
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神領聖體經

神領聖體經
我的耶穌，
我真心全信祢
在聖體聖事內，
我愛祢超過一切，
我渴望領祢
到我心中。
既然我現在
不能實領祢，
請賞我至少
神領祢的恩典吧！
我擁抱祢，
完全與祢結合，
像祢實在到了
我的心中一樣。
別讓我
再與祢分離吧！

潘德謙	 $200
潘德熹	 $200
太極福傳會	 $500
長青組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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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取用及自由捐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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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友總會利是封及揮春 邀請：捐獻支持堂區愛德工作



04
堂
區
資
訊

1月16日(常年期第2主日)中午，在整個香港社會嚴峻的疫情防疫措施之下，本堂
區「樂融融愛心派口罩小組」決定小組出擊，到街坊中向有需要的人士傳送問候，派
送口罩，也送上農曆新年前的祝福。同時，也送上37張我們堂區於1月23日(年廿一)
舉行樂融融迎新春活動的門票，領取應節禮物。

出發前，黃家輝神父到母佑堂，祝福口
罩，也為一眾慕道者和新教友祈禱，並派遣
他們。

黃神父提到當天的主日福音，是耶穌的
第一個奇蹟，將水變酒。當聖母媽媽發現酒
不够，說「他們沒有酒了」。他表示，耶穌和聖母關心的是人的缺乏，所以我們應該
在現時疫情之下，把目光放在人的關顧和區內街坊的需要上。神父說：「在這麼嚴峻
的疫情之下，你們仍到街坊中派送愛心口罩，是實踐福音的精神，值得讚許。」

我們將會繼續組織小組，前往社區派口罩。願天主和我們同行，祝福我
們，引領我們，把愛帶給街坊。

樂融融之新春活動
縱使香港疫症處於嚴重蔓延，聖安多

尼堂署理主任司鐸黃家輝神父和一班義工，
沒有忘記基層家庭的需要。年近歲晚，特別
在1月23日(常年期第3主日，年廿一)下午，
送贈應節禮物給70個家庭，關顧他們的需
要，分享迎新春的喜樂。

當日黃神父與義工友好悉心在聖堂大
閘掛上福字氣球，而小閘旁亦配以「耶穌陪
你過新年」的裝飾牌作襯托。我們安排教友
即席寫揮春，及歌詠團齊唱新春歌曲，讓街
坊感受到新年氣氛。禮物方面很豐富，包括
堂區新年利是、蘿蔔糕券、大快活消費券、
百佳超市禮券、角仔、糖果、生果、防疫
包、教友總會利是封……等。

堂區希望透過愛德服務，讓街坊感受
到慈愛天父為他們送上滿滿的祝福。

外派口罩
傳送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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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友分享信主心聲 2021年，堂區有70人領受重生的洗禮，成為天主鍾愛
的子女。去年11月28日，舉行了是年度「新教友感恩聚
會」。以下是部份新教友的心聲分享。

李詩偉
我的行為要相稱為一位天主教徒。

麥潔玲
祈禱後，我會控制自己的情緒，好好教導小朋友。

謝美儀
今天聚會真的好開心，很高興成為基督徒的新生嬰兒。

禤俊文
領洗後感覺到心中有主，遇到困難時不要擔心，問題是可以解決
的，讓我心情舒暢。

陳琪安
在聖堂看到耶穌像的時候，感謝天主讓我們相遇。

曾敏怡
感謝慕道班導師的教導、指引和啟發，令我加深了對信仰的依
靠。

劉國強
多參加教會的活動，常記得聖經的金句，豐富信仰生活。不要讓
心中信仰的火熄滅，感受同主相遇的喜樂。

項華
以前的生活按步就班，做個家庭主婦。領洗後明白信仰意義，勇
敢在別人前宣認自己是個天主教徒，充實生命。

陳雪芳 
喜歡參加彌撒，喜歡聽神父講道。和丈夫也多了話題，一同研習
聖經。天主是我的依靠，開心或不開心都和祂分享。

麥澤光
家中擺放了耶穌和聖母像，學會祈禱，達到心境平和。面對疾病
難題都交託給天主。

鄧佩儀
領洗前遇到困難不懂解決，只有失望，放棄。領洗後時常祈禱，
靠天主恩寵學習愛主愛人，時常感恩。

林省京
慕道班中聽了很多動人的耶穌故事，好生動，好貼合生活。我們
要用行動去實踐基督的愛。

葉聰穎
把天主的愛去感染別人，服務堂區。

陳兆斌、鄺卓敏
感謝堂區各位導師把天父的道理悉心教導我們。

謝思雪
信仰令我的人生改變了。

葉梓晴
感謝天主藉著女兒引領我們去認識天主，我們每天晚上一家一齊
祈禱。

潘偉倫
感恩天主讓我們一家成為天主教徒。感謝導師和陪談員悉心安排
課堂及各種活動。

蘇靖雯
領洗後感覺自己每分每秒都被天主的光照著，活於愛中並不孤
單，生活中的問題和麻煩可以解決。一切的恐懼和不安也可交給
天主。

陳惠嫦
感謝天主賜給我信仰，讓我建立自信心。

謝肖儀
感謝導師們給我們的教導，通過參加愛心派口罩小組的服務，也
懂得去關心身邊的人。

吳偉祺
期望疫情盡快消除，堂區可以恢復主日茶座，讓大家相聚。

盧諾欣
感謝黄家輝神父教導，他對慕道班的認真影響了我，是個好榜
樣。

李錫豪
希望感受天主的愛，成為世界的光。

黃鳳芝
能在慕道班聽道理是一種福份，我懂得放下執著，凡事隨遇而
安。

許瑩珍
我常和天父交談，向聖母媽媽傾訴。學習天主的智慧，讓我心靈
舒暢，消除恐懼，感恩天父賜給我平安健康。

雷永貞
我會身體力行，實踐基督徒的生活，為子女作榜樣。

金靜嫻
好感恩、好開心能成為天主的兒女。我要繼續以天主的聖言為真
理而生活，在生命中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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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5日(將臨期第二主日)，堂區互愛委員會及
培育組合辦了一個名為「奇趣重遊聖地」的培育講座。該講
座的主講嘉賓談志遠兄弟早於2006年已接受方濟會的專業
聖地朝聖導遊訓練，並曾多次帶團前往聖地旅遊。

談志遠兄弟以輕鬆及互動形式，從聖經、歷史及地緣政
治等多角度，圖文並茂地介紹了聖地旅遊熱點的兩所大殿。

聖墓復活大殿：位於哥耳哥達的聖殿，其如主基督信仰
一樣，經歷了不斷的戰火洗禮及破壞。尤其是在基督死後的
一百年，當時的羅馬皇帝在墓穴上建了羅馬神廟，君士坦丁
大帝的母親聖海倫皇后(Helena)來聖地朝聖，宣稱找到了耶
穌的墳墓後，並在此建築一座教堂，但這座教堂日後被毀。
現存教堂是十字軍時代所建，但十字軍撤離後，這教堂陸
續被其他人佔領及改建。聖墓大殿由羅馬天主教會、希臘東
正教會、亞美尼亞東正教這三大團體共同管理。另外亦有其
他團體，例如埃及東正教、埃塞俄比亞東正教佔據大殿一些
位置或小堂。根據1757年訂定的維持現狀法，大殿裡的每
一教派有各自的祭壇及小堂，使用各自的儀式、慶節及時間
表舉行禮儀。耶穌的苦路第十處至第十四處都在此聖墓大殿
內。

耶穌聖誕大殿：使教會由教難中重獲自由的君士坦丁大
帝和他的母親聖海倫，找到耶穌誕生之地，在第四世紀，建
了第一座聖殿。這是聖地至今還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聖堂。其
後，遭到破壞。目前所見的「耶穌聖誕大殿」是猶斯丁尼君
王於530年所建，其中聖誕山洞更是耶穌基督出生所在地。
歷年來，這座聖殿經過多次修整，並數易其主，目前聖誕

大殿只屬
於希臘東
正教，沒
有其他教
會共同管
理。方濟
會於1882
年，將大

「           重遊聖地」講座
王談意	

(互愛委員會委長)
趣奇

聖地與耶穌時代，差距十分大。
所以，朝聖活動首先要有一位具
宗教知識及訓練的專業領隊，如
談志遠兄弟，才能加強團友對聖
經的認識及加深我們對基督的信
仰。冀望，疫情能夠盡快完結，
讓我們可以前往聖地，體驗一下
基督的足跡。

殿旁邊的一座中世紀
建築的小堂，改建為
加大利納堂，來慶祝
耶穌聖誕的地方。

最後，談兄弟敘
述了厄色尼人，一批
比法利塞人更嚴守法
律的虔敬者。從一些
文物中，可窺探這批
生活在谷木蘭曠野的
人，是怎樣度他們所
追求的聖潔生活。

由於歷史洪流
的滾動，今日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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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神修話語

耶穌舉目望著自己的門徒說；「你們貧窮是
有福的，因為天主的國是你們的。」

(路6:20)

聖經金句

福的，所以當耶穌說；「駱駝穿過針孔，比富有的人進入天主的國還容易。」(瑪19:24；谷10:25；路18:25)，當時門
徒就驚異：「還有誰能得救呢？」。難道耶穌真的要追隨祂的人「一貧如洗」？耶穌在聖經的另一處解釋為何貧窮是
有福的，耶穌說：「因為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尋求的；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要這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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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2) 這和本月生活聖言的深義 (路6:20) 殊途同歸。

路加福音常被諭為窮人的福音，因為它常常關注那些缺乏財富、缺乏人性尊嚴、被邊緣化、朝不保夕的窮人。但
單單是貧窮本身沒有值得耶穌說天國是他們的地方。

自由有「外在自由」和「內在自由」，曾經有段時間社會出現「嬉皮士」過著玩世不恭、「貧窮」不羈的生活，
追求外在自由，依附俗世所尋求的享樂主義。為貪戀私慾偏情，受金錢、地位、權力的束縛而不能自拔，因缺乏自我
控制能力而深受束綁。

而相反隱修的貧窮是有規律、受約束的貞潔生活，目的為擺脫世俗的羈絆，使我們能專心一致，更穩妥地在貧窮
人生活中，學習基督的「神貧」聖德，使我們能進入天主的國之道。能夠享受有節度生活的「內」在自由，這份內在
自由能夠使人全心全意去追隨基督，去尋找真、善、美的自由，去活出基督徒的使命。所以許多隱修士為此學習「神
貧」：靈性上的貧窮 (瑪5:3)。

讓我們回顧在外國教友群組中轉發的一份帖文，鼓勵我們在逆境中不再埋怨，提醒我們保持對主的信賴，激勵我
們在逆境中去學習突破、成長、修和及皈依：

•我們向天主祈求團結和平安，天主給我們分裂和動盪；我們跨越分裂和動盪，就擁有團結和平安。
•我們向天主祈求快樂，天主給我們破碎的心靈；我們治癒了破碎的心，就擁有快樂。
•我們向天主祈求希望，天主給了我們黑暗；我們走出了黑暗，就擁有光明的希望。
•我們向天主祈求力量，天主給了我們軟弱；我們克服了軟弱，就擁有力量。
•我們向天主祈求智慧，天主給了我們問題；我們解決了問題，就擁有智慧。
•我們向天主祈求幸福，天主考驗我們是否懂得感恩；我們學會事事感恩，就擁有幸福。
•我們向天主祈求財富，天主卻要我們發現別人的需要；我有能力照顧別人的需要，就擁有幸福。
•我們向天主祈求心滿意足，天主給我們平凡是福；我們開始珍惜平凡，就擁有心滿意足。

主說：「接受我命令而遵守的，便是愛我的人；誰愛我，我父也必愛他，
我也要愛他，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神貧的人因為更容易在逆境、挑戰中堅
持下去，全心全意去追隨耶穌的教導，按祂愛的誡命去生活，所以他們可以在
窮人和有需要的人身上看見天主，所以天國非他們莫屬，必得進入天國。

祈禱
全能仁慈的天主父，求祢恩賜我們克服逆境、困難和誘惑的力量。求祢看

顧引領我們，使我們能夠擺脫俗世身、心、靈的慾念，清心寡慾去追隨基督。
求使我們能夠聽從基督訓導去生活，彼能在走畢人生旅程後，進入天主的國得
享永生的全福。亞孟！

歡迎瀏覽	培育組生活聖言	YouTube	頻道

FEB
生活反省

人每天的生活都在忙碌，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
多半為了追尋無止境的財富、權力、地位和名譽。舊約中天主
許諾亞巴郎說：「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
你成為福源。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咒罵那咒罵你的人；地
上萬民都要因你獲得祝福。」(創12:2-3)，無論在猶太人的傳統
或是今天的社會，都認為擁有財富、權力、地位和名譽是被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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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關愛、照護和安慰：這些是在教宗方濟各第30
屆世界病人日文告中貫穿全文的關鍵詞。本屆文告主題為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路6:36)
在愛德之路上陪伴受苦者」。教宗的思緒轉向病患在痛苦
煎熬的道路上遇到的許多「愛德見證人」：這些人親近病
患，為他們的傷口敷上「安慰之油和希望的酒」。在疫情
時期，這些見證人的臨在更是重要，因為在重症監護室裡
的患者終日孤獨寂寞。

教宗方濟各指出，聖若望保祿二世所創立的世界
病人日，由於新冠疫情衛生緊急狀態的緣故，今年將在
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慶祝，而非在秘魯的阿雷基帕。然
而，世界病人日仍是提升大眾意識的時機，以回顧邁出
了的步伐，展望將踏出的腳步，包括陪伴病人的牧靈工
作，「好讓患者在生病時能與被釘十字架、死而復活的
基督相結合」。

談到所選的主題，教宗邀請眾人將目光轉向「富於
慈悲」、「力量與溫柔並存」的天主。「為此，我們能
說，天主的慈悲本身蘊含父愛及母愛的幅度，因為祂以
父親的力量和母親的溫柔眷顧我們，始終渴望賜予我們
在聖神內的新生命」。

注視耶穌治癒了許多病患的使命，教宗指出，「當一
個人體會到自身脆弱和病痛時」，他會感到焦慮和恐懼，
進而心情沉重，萌生隔閡感。教宗念及許多病患在新冠疫
情期間「孤獨一人在重症監護室裡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
途，他們當然得到慷慨大方的醫護人員的照護，卻遠離他
們的摯愛和他們塵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在這片荒漠裡
盛開著「天主愛德見證人」的花朵，他們是能單單以其臨
在帶給他人安慰的男女。

教宗轉向醫生、護士、實驗室技術人員、照護病患
的工作人員，以及為受苦者奉獻寶貴時間的眾多志工。教
宗寫道：「親愛的醫護人員，你們本著愛和專業素養在病
患身邊履行職務。你們的服務遠超過職業的限度，成了一
項使命。」那是撫慰「基督受苦身軀」的手，「能成為天
父慈愛大手的記號」。「願你們意識到你們職業的偉大尊
嚴，以及伴隨而來的責任」。

此外，教宗讚許醫學領域的科學和科技取得了長足

進展。雖然如
此，教宗也提
醒眾人，絕不
可「忘記每個
病 患 的 個 別
性、尊嚴和脆
弱」。「患者
始終比他的疾
病更為重要。
因此，任何治
療方法都離不
開聆聽患者及

其經歷、焦慮和恐懼的環節」。要是治不好病，也能給予
安慰。為此，教宗呼籲推動醫護人員聆聽與互動的培訓進
程。

教宗也關注基督徒團體在世界各地開設的照護中心。
這些場所得益於許多傳教士，他們在傳福音時也建設了
醫院。教宗稱之為「慈善撒瑪黎雅人的客店」(參閱：路
10:30-37)，通過「這些寶貴的工作，基督徒的愛德成形，
基督眾門徒所見證的基督聖愛變得更加可信」。但是教
宗坦言，在許多國家還有很多事要做，那裡的醫療照護所
費不貲。舉例來說，在貧困國家裡，新冠疫苗依然是稀缺
貨；那些只需簡單藥物就可以治療的症狀，至今往往沒有
得到妥善醫治。

在這背景下，務必重申天主教醫療衛生機構的重要
性，視之為「有待守護和支持的珍寶」，並認可許多修會
大家庭創始人的工作。這些創始人懂得聆聽那些缺乏醫療
照護的弟兄姊妹的吶喊，並且竭力為他們服務。在丟棄文
化盛行的時代裡，如此的臨在是一大祝福。

另一個要強調的層面是病患的牧靈照護。教宗表明，
我們不能忽略為病患提供天主的親近、祝福、聖言，以及
聖事的舉行，並提出一條在信德中成長、成熟的道路。我
們人人蒙召親近「病患和那些住在安老院等待人探望的年
長者」。教宗最後鼓勵眾人「為所有醫護人員祈禱，願他
們慈悲為懷，能為病患提供適當的照護和友愛的關懷」。

(資料：梵蒂岡新聞網)

教宗「第30屆世界病人日文告」：

關懷受苦者  作愛德見證
第30屆世界病人日將於2月11日舉行。教宗方濟各在他的文告中邀請眾人聆聽病患，與之建
立關係，因為患者始終比他的疾病更為重要。教宗感謝許多人在疫情中付出的照護和關懷，
並指出在某些國家裡醫療照護所費不貲，這點由新冠疫苗在當地的稀缺程度便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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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於1567年8月21日出生於撤窩公國(Savoy)。1602年被祝聖為日內瓦主教，他
貢獻自己的一生，為求已接受基督新教(加爾文教派)的沙布萊省(Le Chablais)的民眾，
重返天主教信仰。藉著多方面的活動，他教導所有的基督信徒，都能獲取適合各自行
業的靈修。他全心履行作為牧者的職責，以簡樸的心去接待簡樸的人，與基督新教徒
討論神學觀點，將「入德之門」介紹給願意為基督服務的人，向他們介紹天主愛的秘
密，細心地讓平信徒能度靈修生活，使虔敬的生活變得愉快及渴求的。他善用文字媒
體，推介文化，以愛心及謙卑的智慧來接待每一個人。

他於1622年12月28日在法國里昂去世，於1665年被冊封為聖人。教宗庇護九世於
1877年宣稱他為「教會聖師」，更於1923年正式宣稱他為公教傳播工作者及作家的主
保。他的慶日被安放在1月24日，是為紀念他的遺體於1623年被遷往安鍚(Annecy)。

鮑思高神父從聖方濟•沙雷氏身上的宗徒工作、仁愛和人文主義中，引發出自己
的靈感，因而選取這位聖人作為慈幼會的命名主保(Salesian Society)。

  慈幼會中華會省每年2月，特別記念修會的先烈—聖
雷鳴道及聖高惠黎的殉道，也是推動傳教策勵，慶祝慈幼
傳教節的日子。為感念第一批慈幼會會士在2月13日來到
澳門，開始在中國、甚至東南亞區的傳教工作，傳教策勵
委員會建議慈幼傳教節可在當日開始，為期兩周的慶祝。

2022 慈 幼 傳 教 節
建議日期 2月13日 – 2月25日
宣傳海報 「一個天父，一個家庭」∼為全球的傳教工作祈禱
傳教主題 以傳教的團結互助作為福音初傳

主要目標 ❶	透過對社會及弱小者的關懷，喚起基督徒的愛德及希望。
❷ 讓慈幼家庭成員效法耶穌基督，關心每一個，特別在疫情下受影響貧窮弱小的人。

募捐項目 為非洲南蘇丹的「貢博鮑思高醫療中心」籌款

捐款方式 寄交支票：慈幼會中華省會辦事處   香港薄扶林道69B
支票抬頭：「鮑思高慈幼會」  (註明：為南蘇丹的貢博鮑思高醫療中心)

慈幼家庭主保
聖方濟•沙雷氏 (St. Francis de Sales)

逝世400周年紀念

天父！祢曾使聖方濟•沙雷氏主教，為了傳教救靈，甘願捨己成人，與信徒同甘共苦；求祢恩賜我們追隨他的
芳表，常能歡欣地為兄弟姊妹們服務，以發揚祢溫良的愛德。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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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領洗入教，一直以為作為教友只需準時參與主日
感恩聖祭、謹守天主誡命已足夠；及後參加了歌詠團，又只
認為在彌撒中唱好歌，光榮天主便好了。這想法一直至我參
加了〔聖言宣讀組〕研讀了聖言，得到聖神的啟發、神長的
引導及參與了堂區的福傳義工後，改變及擴闊了我作為平信
徒對信仰的想法。

其實作為教友，在領洗時，確已分享及參與司祭、先知
及君王的三重職務；而其一的責任就是要傳教，需坐言起行
向未認識天主的人以言語、以行動、以生活去宣講福音的喜
訊，引導他人皈依天主。昔日常以為傳教只是神職人員的責
任，認為教友只須抱著「只管信」的態度，做好基督徒本份
便盡了責任。惟一次看到聖保祿宗徒在格前9:16記載「我若
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後，改變了我的想法。

這金句聽起來實在有點駭人，當然保祿所指有禍是指他
自己，但其實也是對所有基督徒說的。誠然，基督徒確切是
有福傳的使命。這可從耶穌在升天前囑咐宗徒「你們要去使
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瑪28:19)，
這就是基督徒一生要做的事；所以我們若不傳福音，就是違背
耶穌給我們的使命，這就是禍。同樣，耶穌為我們作了一個
好榜樣，就是在約旦河受若翰施洗以後，一直帶領門徒到處傳
教——傳揚天國的喜訊。曾經有一位神父在彌撒中講道時提
及︰我們為何要傳福音？就是因為我們所相信及明認的那位至
高者天主子，祂就是創造者，就是拯救世人的救世主；既然我
們已相信了，也認為祂是最好，我們便應傳揚祂的真善美！

繼去年11月下旬在疫情的影響下，堂區仍堅持福傳使
命，舉辦第18屆「耶穌出巡愛西環」福傳活動。當日以簡單
而隆重的方式，為石塘咀及堅尼地城街坊傳播喜樂的訊息，
包括派發福傳禮品包及神長以聖體降福，為西環街坊撒下信
仰種子。由於反應熱烈，黃家輝神父便提議〔聖言宣讀組〕
在農曆新年前，再舉辦一次小型的「新春福傳派利是」活
動，延續11月的福傳行動，繼續讓西區街坊認識堂區，冀望
最終能認識基督的愛及歸向天主。

教宗方濟各在2019年9月30日頒布《開啟他們的明悟》
手諭，規定普世教會應在每年「常年期第三主日」立為「天
主聖言主日」，藉此以頌揚、省察和推廣天主聖言。9月30
日亦是聖熱羅尼莫聖師紀念日，這位聖師曾說：「誰不認識
聖經，就是不認識基督。」於是在聖神的啟迪及黃神父的
鼓勵下，〔聖言宣讀組〕決定選擇在1月23日(常年期第三主

日，年廿一)中午，在石塘咀附近範圍，進行街坊福傳及派
發新春利是活動。

今次福傳的「新春利是」附有麥當勞$10禮券及由本會
組員以16句聖言祝福語為藍本設計的祝福咭，並得到堂區支
持，以精美印製的「聖安多尼利是封」一併送給街坊。當天

已有11位組員報名參加福
傳活動，以聖安多尼堂名
義，傳揚「天主是愛」的
訊息，將我們感受的愛傳
遞給未信主的街坊。而這
16句聖言祝福咭亦會安排
在主日各台彌撒派送給堂
區教友，讓天主聖言祝福
及鼓勵大家。請大家密切
留意！

除了以行動向西環街
坊福傳，黃神父亦鼓勵本
會藉現今科技的便利，透

過電子傳訊方
式作進一步的福
傳。因此本會製
作了數款以GIF
檔格式的賀年祝
福電子咭，將廣
傳給堂區的神長
及教友、各善會
會員及各地的親朋好友，務使電子祝福咭傳遍至四海，讓天
主的祝福帶給身邊所有人。

福傳的日子將至，現讓我們誠心祈求：「主，求祢以
聖神灌注在我們福傳的組員內，使我們成為祢福傳的工具，
將愛及救恩的訊息帶給已離開祢的羊棧或還未相信及認識祢
的人，冀使萬民歸順祢。以上是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而
求。亞孟。」

依搦斯

【筆者按：執筆之時，政府因應最新疫情發展，收緊社
交距離措施至2月3日，與黃神父商量後，福傳活動需
延期，請留意堂區報告。】

依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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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早上，在陳鴻基神父主持感
恩彌撒後，一眾教友連同梁啟光神
父共55人，浩浩蕩蕩，踏上「一天
遊」之旅。今次的活動能夠順利進
行，要感謝堂區牧民議會外務副會長
余向明兄弟推介了一家盡責的旅行社，

在出發前整理妥當所需的抗疫措施文件。

首站是山頂廣場，寒風突襲兼有零散驟雨，但這也無
減教友把臂同遊的熱忱。一眾教友拍攝完集體照後，隨即開
開心心到山頂廣場各自逛遊。有一些教友選擇在雨下的露台
享受美食及欣賞如詩美景中若隱若現的香江，實是聖神的眷
顧。未幾，當我們出發前往炮台山東岸公園時，就已經雨過
天晴，隨著遊客的增多，山頂的美景又變得熱鬧起來，另有
一番風味。

炮台山東岸
公園是比較近海
的一個嶄新旅遊
景點，當到達該
處時，看見臨海
的景色，帶來另
一種由遠山迷濛

的景像，漸漸走近
光明的悠閒寧靜。
在鯉魚門享用海鮮
美食後，大夥兒啟
程前往郵輪碼頭附
近的啟德花園觀賞
花卉展。

更重要的是，
是次活動得到梁啟光神父作同行神師的引導，讓我們體會到
信仰生活對主的信靠是非常重要，東邊日出山頂雨，道是無
晴還有情。感謝天主及聖母的眷顧，使參與「一天遊」的
堂區教友能夠享受一個休閒及心靈恬靜的假期。透過這個活
動，也可以讓來自聖言宣讀組、福傳粵曲組、聖母軍、攝影
組、聖安多尼聖詠團、聖安多尼之友會、男聖體會、聯誼廳
及母親祈禱會等各善會代表和教友交流。

眾唸玫瑰經是缺一不可的環節。冀盼大家繼續同心祈
禱，疫情盡快完結。到時，大家也可以參與堂區舉辦的實體

聖地之旅。

王談意	(互愛委長)

「普天同慶一天遊」∼ 後語
自2020年2月疫情爆發，堂

區已終止了多項大型活動，如團
拜、堂慶聚餐、本地遊及海外朝聖
等。2021年下半年，香港疫情似較
受控下，教友們都萌生參與舒展身
心的本地遊。因此，互愛委會毅然
決定，乘著普天同慶的聖誕歡樂氣
氛，在聖誕假期的最後一天補假(12
月27日)，舉行了一個令人賞心悅目
的「普天同慶一天遊」活動，好讓
堂區的兄弟姊妹能夠再共敘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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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底，黃家輝神父聯絡我，希望委任我成為聖
家聖詠團的團長。我當時告訴黃神父我本身的工作和各種事
務已十分繁忙，恐怕不能兼顧這麼多的事情。但黃神父叫我
放心，他會盡力支援，也會有Anthonia以副團長的身份去分
擔聖詠團的工作，於是我便欣然接受了這個委任。接任後不
久，我們歌詠團便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新年慶祝聚會，席間黃
神父邀請我和大家講幾句說話。經整理當日的講話後，我現
於堂區通訊與大家分享。

首先，聖詠團將來的路是要大家一
齊走出來的。其實每一個教會小團體，也
好像舊約時代的以色列民，他們離開了埃
及，在天主的引領下走向福地，當中有開
心的事，也有艱難的時刻，最重要為我們
是否願意全心依賴上主，不停去辨別什
麼是天主願意我們去做的事，並全力去實
行，而這過程也必須要有團體內各成員的
互相扶持與合作。我們的聖詠團仍有很多
需要成長的地方，例如各詠唱者本身的歌
唱技巧、整個團詠唱時的協調、以及詠唱
以外的靈修和祈禱等，其實是可以做得更
好的。我相信只要大家一同努力，天主必
會幫助我們，正如聖詠126:5所說：「那
含淚播種的人，必含笑獲享收成。」

另外，大家都可以盡量發揮天主所
賜給我們的塔冷通。相信大家都聽過福音中塔冷通的比喻(瑪
25:14-30)，比喻中有人領了五個塔冷通，有人領兩個，有人
領一個，可見每個人受委托的程度都不同。而最緊要的是我
們都懂得好好珍惜和善用天主獨特地為我們每人而設的塔冷
通，而不要如同那領了一個塔冷通的僕人，因為害怕而把主
人給他的塔冷通藏在地下(25:25)，因為這實在太可惜了。到
目前為止，我觀察到我們團內各成員，真的各有所長，有的
是直接和音樂有關的，有的是音樂以外的，例如，有一位團
員，他本身是在圖書館工作的，每次我們詠唱完成後，他必

會主動去收集大家的歌書，他那敬業樂業的精神，實在令人
欽佩。

最後，是溝通的重要。團體中如缺乏溝通，事情就難以
辦得好。不過，溝通也是一門學問，人的語言實在有很多限
制，很多時候未必能將訊息表達清楚。不多久前有人告訴我
他的一些看法，我聽後感到非常詫異，因為沒想到那件事會
讓人作出這樣的解釋。不過，我會否也曾同樣地誤解過他人

的意思呢？我有沒有真正了解整件事才下
判斷呢？要溝通得好，我們便得要創造一
個空間作為溝通的平台，除了在聖堂內
的詠唱外，我們也需要一些其他性質的聚
會，彼此聯絡感情，了解彼此的困難、需
要和看法，並相信這也是天主所願意我們
去做的。在現今的世代，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變得疏離和冷漠，而基督徒的其中一個
責任就是成為人類合一的標記。

其實我加入了聖家聖詠團只有大約
短短的數年，曾擔任指揮，現在成為團
長，讓我能夠有機會去學習、去服務。
感謝天主、黃神父、之前兩位團長Anna
和Louise、琴師Vincent、現任副團長
Anthonia，以及各位團員對我的支持和鼓
勵，我會盡力而為。我也知道自己有很多
不足的地方，請大家多多包涵！願我們在

聖神的帶領下，一同踏上這條奔向上主的路！

我願以聖詠團每次彌撒詠唱前慣常用的祈禱，作此分享
的總結：「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實在感謝祢，祢召叫我們
加入聖詠團，以我們的歌聲和音樂去讚美祢、為堂區及教友
服務。求天主幫助我們，也求我們聖詠團的主保「聖家」(耶
穌、瑪利亞、若瑟)、我們堂區主保聖安多尼、我們親愛的聖
若望鮑思高神父，幫助我們，使我們能善盡己職。我們將一
切光榮歸於天主，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
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楊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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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願上
主轉面垂顧 你，賜你平安。(戶籍紀 6:24-26) 
May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y Lord let his face shine 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May Lord show you his face and bring you peace. 
(Numbers 6:24-26)

願他滿全你心中的志願，願他玉成你的一切籌算！(聖詠集 20:5) 
May He grant you your heart’s desire and crown all your plans with 
success! (Psalms 20:5)

上主必將勇力賜給他的百姓，上主必以平安祝福他的人民。(聖
詠集 29:11) 
Lord will give strength to his people, Lord blesses his people with 

peace. (Psalms 29:11)

請你們體驗，請你們觀看：上主是何等的和藹慈善！投奔他的必
獲真福永歡。(聖詠集 34:9) 
Taste and see that Lord is good. How blessed are those who take 

refuge in him. (Psalms 34:9)

遵守上主誡命全心尋求他的，像這樣的人才算是真有福的。(聖
詠集 119:2) 
Blessed are those who observe his instructions, who seek him with 

all their hearts. (Psalms 119:2)

將你的作為委託於上主，這樣你的計劃必會成功。(箴言 16:3) 
Commend what you do to Lord, and what you plan will be achieved. 
(Proverbs 16:3)

細聽勸言的，必將受益；信賴上主的，真是有福。(箴言 16:20) 
Whoever listens closely to the word finds happiness; whoever trusts 
Lord is blessed. (Proverbs 16:20)

凡信賴上主，以上主作依靠的人，是可祝福的。(耶肋米亞 17:7) 
Blessed is anyone who trusts in Lord, with Lord to rely on. (Jeremiah 
17:7)

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瑪竇福音 5:8)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they shall see God. (Matthew 5:8)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瑪竇福
音 5:9)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they shall be recognised as children of 

God. (Matthew 5:9)

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們的父天主，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賜與你
們。(羅馬書 1:7) 
Grace and peace from God our Father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 

(Romans 1:7)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寵，和天主的愛情，以及聖神的相通，常與你
們眾人相偕。 (格林多後書 13:13)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 (2 Corinthians 13:13)

主內一家親 互勉迎新歲
「聖言宣讀組」為大家揀選了16組的聖經金句，內容都是有關

天主的祝福。今天受用，今年受用，今生受用。鼓勵大家把這些聖
言金句：設計成書籤、印製在衣物或用品上、寫書法、插入繪本、
譜成短誦、做GIF、發短訊等等。天主的祝福留給自己，又能送與
他人，共沾天恩。

The Parish Lectors Group has selected 16 Bible Verses which 
are related to God’s blessings. The messages are good reference 
to use today, this year and in our lives. We encourage everyone to 
make use of these scripture quotes to design bookmarks, imprint 
on clothes or objects, write calligraphy, insert drawings, compose 

hymns, create GIF images, send short messages, etc. God’s blessings can be kept for ourselves, and can be sent to others, 
enabling all to share heavenly grace.

培育組
新春賀年視訊

主日學賀歲歌舞

祝福這一天

我是主的羊

歡 樂 迎 新 歲
慶 韻 接 生 月
共 悠 福 皆 年
聚 揚 音 由 日
在 頌 傳 父 享
主 慈 喜 賜 太
前 恩 訊 予 平

主日學		蕭黃小燕

歡迎登入堂區網頁視頻區瀏覽

天主能豐厚地賜與你們各種恩惠，使你們在一切事上常十分充
足，能多行各種善事。(格林多後書 9:8) 
God is perfectly able to enrich you with every grace, so that you 

always have enough for every conceivable need, and your resources overflow 
in all kinds of good work. (2 Corinthians 9:8)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內，
以各種屬神的祝福，祝福了我們。(厄弗所書 1:3) 
Blessed be God the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with all the spiritual blessings of heaven in Christ. (Ephesians 1: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寵與你們的心神同在。(斐理伯書 4:23) 
May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r spirit. (Philippians 
4:23)

願仁慈、平安、愛情豐富地賜予你們。(猶達書 1:2) 
Mercy, peace and love be yours in abundance. (Jude 1:2)



Living Word of God – February 2022Living Word of God – February 2022 14
反
省
祈
禱

Reference:
(1) Kenan B. Osborne, Orders and Ministry, Orbis Books, Maryknoll, N.Y., 

U.S.A. 2006, pg. 86-88.
(2)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eritas –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94. 

c.c.c. 874, c.c.c. 1266, c.c.c. 1551
(3) Lumen Gentium, James H. Kroeqer, M.M. The Documents of Vatican 

Council 11, Libreria Editice Vaticana, 2011 Daughters of St. Paul (LG24), 
(LG12), (LG35), (LG17), (LG34), (LG10)

Reflection
God directly intervenes in Isaiah’s life to commission him when 

he suddenly encountered a vision of the throne of God in the temple 
court. Isaiah realizes he cannot stand on his own power in the divine 
presence. This divinity moment makes him recognize his own sinfulness 
and unworthiness. However, his role is not be measured by his own 
abilities or power but by God’s summons he who is purified by the holy 
fire from the altar of offerings. God gives him the spirit that enable him 
to say, “Here I am, send me!” And in the gospel of Luke Jesus said, “Put 
out into deep water and lower your nets for a catch.” (Luke 5:4) Are we 
ready to take up our ministerial role and even row our boat into deep 
trouble water to answer to God’s calling willfully?

We seek to understand the mission and ministry of Jesus, and use 
this as the foundation and model for our Christian ministries. To do so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way in which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c.c.c.) and the documents of Vatican II describe a three fundamental 
tasks in church ministries of prophet, priest and king. 

The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lso uses the threefold 
schema to characterize the ministry of Jesus and as the benchmark for 
all ministries in the church. In the Catechism we read the following: 
“Christ is himself the source of ministry in the Church” (CCC 874). In 
another place, the Catechism says, “The priesthood is ministerial. That 
office … which the Lord committed to the pastors of his people, is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a service” (CCC 1551, citing LG 24).  

The holy people of God shares in Christ’s prophetic office: it 
spreads abroad a living witness to him, especially by a life of faith and 
love by offering to God a sacrifice of praise. (LG12). Christ made them 
witnesses and ga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ith and grace in speech 
(LG35). All disciples of Christ are obliged to spread the faith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y (LG17).

The Lord also gives all the baptized a share in his priestly office 
of offering spiritual worship for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and the salvation 
of humanity.” (LG34) (c.c.c. 1266) The baptized by regeneration and the 
anointing of the Holy Spirit, are consecrated as a spiritual house and a 
holy priesthood (1 Pet 2:5) that through all their Christian activities they 
may offer spiritual sacrifices and proclaim the marvels of him who has 
called them out of darkness into his marvelous light (1 Pet 2:9) (LG10).

Moreover, it is not only through the sacraments and the ministries 
that the Holy Siprit makes the people of God holy, leads them and 
enriches them with his virtues.  Allotting his gifts “at will to each 
individual” (1 Cor. 12:11), he also distributes special graces among the 
faithful of every rank. By these gifts, he makes them fit and ready to 
undertake various tasks and offices for the renewal and building up of 
the church, as it is written,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is given to 
everyone for profit” (1 Cor. 12:7) (LG12).

The threefold ministerial tasks correspond to the threefold “office” 
of Jesus exemplifies in the Gospels as the ministry of Jesus in relation to 
humanity. Jesus himself engaged in a ministry of preaching and teaching 
(as prophet), of sanctifying and healing (as priest), and of leadership (as 
“king”).

As Prophet-preacher-teacher, Jesus’ words and his life proclaimed 
the good news of God’s favour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to humankind. 
Jesus began his public ministry, first by his baptism, then by his forty 
days of prayer, and finally by his major work of preaching the kingdom of 
God. His preaching-teaching cannot be confined to his parables, to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and to other works that we find in the Gospels. 
He preached equally by his actions, which include his miracles, his life 
of prayer, his journeying for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compassion for 
all. His activities as prophet or revealer include his journey to Jerusalem, 
the final supper with his friends, his arrest and trial, and ultimately his 
death. The followers of Christ, according to their vocations, are to take 
this aspect of Jesus as a benchmark for their ministry today.

Jesus acted as priest, sanctifier. Thus, priesthood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help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bring the meaning of their life 
to consciousness and liturgical celebr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priestly 
acts in Christian life are this daily attempt to live a life consistent with 
our vocation, a life that makes the gospel of and about Jesus present in 
the world.

The very presence of the person of Jesus assured them that God 
loved them, even though they had sinned or even if the authorities of 
that time marginalized them from the society, in effect (as was the case 
for lepers, Samaritans, and those working for the Roman government as 
tax collectors or other officials).

Healing is also part of sanctifying. The assurance of God’s love, 
which Jesus often brought to people, healed them both physically, 
mentally and spiritually. So, too, his miracles of healing brought not only 
wholeness to people but a holiness as well.  When one sees that he or 
she has, at least to some degree, a personal holiness, one is healed.

As king, Jesus is a royal leader, but in a way strikingly different 
from the leadership of the kings of this world. We see this when Jesus 
says: “I am the good shepherd.”  Jesus leads by shepherding. Jesus also 
says: “I have not come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Jesus leads by serving. 
Jesus gets up from the table and puts on an apron and washes the feet 
of his disciples. Jesus leads by washing the feet of others and left us with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of love for all. The leadership of Jesus was a 
humble leadership. The one word that describes the leadership of Jesus 
is service. The one icon that truly manifests the leadership of Jesus is his 
love shown in the washing of the feet. This word and this icon stand as 
the benchmark for all order and ministry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From the reflection we can consolidate and consider the various 
aspects of our vocation in Christian ministry more carefully.

Prayer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a share in your 

threefold ministry of preaching and teaching, sanctifying, and leading. 
Help us to cry out to the world in your prophetic voice, learn from your 
ministry of humanity and exercise your humble leadership and healing 
ministry in our community. Shower your grace on us and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carry out all the ministerial tasks in our Church. Amen.

Video available in Parish Formation Group YouTube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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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

for February

二月份教宗祈禱意向

obvious. Everything took place reservedly, everything took 
place “behind the scenes” – Jesus told the servants to fill 
the jars with water, then it became wine. This is how God 
acts, near to us and discretely. Jesus’ disciples understood 
this: they saw that, thanks to him, the wedding banquet 
became even more beautiful. And they saw the way Jesus 
acted as well – the way he served hiddenly (this is Jesus 
– he helps us, he serves us hiddenly) in that moment so 
much so that it was the groom who was complimented for 
the good wine. Nobody was aware of it, only the servants. 
This is how the seed of faith began to develop within them 
– that is, they believed that God, God’s love, was present 
in Jesus.

Attentive to the signs of God’s love
How beautiful it is to think that the first sign Jesus 

accomplished was not an extraordinary healing or 
something prodigious in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but an 
action that responded to a simple and concrete need of 
common people, a domestic gesture. Let us put it this way 
– a miracle done on tip toes, discretely, silently. Jesus is 
ready to help us, to lift us up. And then, if we are attentive 
to these “signs”, we will be conquered by his love and we 
will become his disciples.

The best always
But there is another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about 

the sign at Cana. Generally, the wine provided at the end 
of the feast was not as good – this is still done today. At that 
point, people don’t distinguish as well if it is good wine or 
wine that’s been diluted a little. Jesus, instead, acts in such 
a way that the feast ends with better wine. Symbolically, 
this tells us that God wants what is better for us, he wants 
us to be happy. He does not set limits and he does not ask 

us for incentives. There is no place for ulterior motives or 
demands placed on the couple. No, the joy Jesus brought 
to their hearts was complete and disinterested joy, a joy 
that was not diluted, no!

Look for signs of God’s love in your lives
So, I want to suggest an exercise to you that would 

be very good for us. Today, let us try to rummage 
through our memories, looking for the signs the Lord has 
accomplished in my life. Let each of us say: in my life, 
what are the signs the Lord has accomplished? What are 
the hints of his presence, the signs he has done to show 
that he loves us? Let us think about that difficult moment 
in which God allowed me to experience his love… And 
let us ask ourselves: what are the discrete and loving signs 
through which he has allowed me to feel his tenderness? 
When have I felt the Lord nearer to me? When have I felt 
his tenderness and his compassion more? Every one of us 
has these moments in our personal history. Let us go in 
search of these signs, let us remember them. How have I 
discovered his nearness and how did it fill my heart with 
great joy? Let us relive the moments in which we have 
experienced his presence and Mary’s intercession. May 
she, the Mother who is always attentive as at Cana, help 
us treasure the signs of God’s presence in our lives.

(Pope Francis, Sunday Angelus, 16 January 2022)

For religious sisters and consecrated 
women
We pray for religious sisters and consecrated 
women;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mission and their 
courage; may they continue to find new responses 
to the challenges of our times.

為修女及度奉獻生活的女性
在為她們祈禱的同時，也感謝她們的獻身與勇
氣，祈願她們持續找到新的方式，回應這個時代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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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ry Notice: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Public Masses
Parish arrangements:
• Opening Hours of the Church:

(a) 7:00am – 8:00pm daily
 For personal prayers, visits to the Blessed Sacrament, individual spiritual exercises 
     【Special Intention: For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Exposition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a) Chinese New Year's Day – 1 February, 9:00am – 10:00am  
(b) 7:15am – 8:15am Monday to Saturday 
(c) 7:00am – 8:00pm on Thursday
(d) Sunday: 7:00am – 8:00am; 8:30am – 9:30am; 10:00am – 11:00am (Chinese)
                11:30am – 12:30pm (English)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a) 7:45am – 8:15am Monday, Wednesday, Friday
(b) 7:00am – 7:30am; 8:30am – 9:00am; 10:00am – 10:30am Sunday
(c) Personal arrangements with priests

Online Mass & Services:
• Sunday Masses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diocesan website www.catholic.org.hk 
and receive Holy Communion spiritually; 
OR reflecting on the Sunday liturgical text, 
reading the Bible or saying the Rosary, etc.

• The faithful can avail themselves of various 
online services to take part in daily Masses 
or spiritual exercises, such as the Rosary, 
the Angelus and daily morning prayer 
by visiting the diocesan website, the 
Sunday Examiner website (http://www.
examiner.org.hk/), the “Click to Pray” 
network (https://clicktopray.org),etc.

The Gospel of the Second Sunday of the Year (16 
January) recounts the episode of the wedding at Cana, 
where, to the couple’s delight, Jesus transformed water 
into wine. This is the way the account ends: “This, the first 
of his signs, Jesus did at Cana in Galilee, and manifested 
his glory; and his disciples believed in him” (Jn 2:11). We 
notice that the evangelist John does not speak of 
a miracle, that is, of a powerful and extraordinary 
deed that provokes wonder. He writes that a sign 
took place at Cana, a sign that sparked the faith of 
his disciples. We can, then, ask ourselves: What is a 
“sign”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God’s love always near
It is a sign that gives a clue that reveals God’s 

love, that does not call attention to the power of 
the action, but to the love that caused it. It teaches 
us something about God’s love that is always near, 

Reflect with Pope Francis

Treasure the Signs of God’s Love
tender and compassionate. 
Jesus’ first sign took place 
when a couple faced a 
difficulty on the most 
important day of their 
live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feast, an essential 
element for a feast, the 
wine, is missing and their 
joy risked being snuffed 
out due to the criticism and 
dissatisfaction of the guests. 
Imagine how a wedding 
feast could go ahead only 
with water. How terrible! 
What a bad impression the 
couple would make.

Love manifested discreetly
It is Our Lady who became aware of the problem 

and discretely brought it to Jesus’ attention. And he 
intervened without fanfare, almost without making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