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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復活節

牧者的話

主已復活了，我們踴躍歡欣吧！讓我們感謝天主,
因主耶穌基督帶給我們每一個人和整個世界新的生命
和希望。

每當我想起復活節，美好的童年回憶就悠然而
生。在歐洲，或許大家早已知道，復活節是標記着
春天開始的季節。整個自然界也萬象更新。這時候，
你會呼吸到春天的氣息，樹木長出新芽，百花爭艷，
太陽變得暖煦。小孩子可到屋外玩耍，父母也會為孩
子添置新衣裳和鞋子，好讓他們在復活主日，嶄新模
樣地參與感恩祭。家長還會烘焙特別的蛋糕慶祝。對
我來說，一切都是那麼美麗，那麼令人讚歎，洋溢着
生命和喜悅，復活節就是值得我們等待和盼望的大日
子。

對一個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的傳教士，究竟復
活節對我有什麼意義，又或者我如何經驗這個信仰核
心的節日？對我來說，復活節是一個充滿着歡樂和驚
喜的日子，因為在這一天納匝肋的耶穌雖被侮辱、被
鞭打，最後還被釘在十字架上，但祂竟然從死者中復
活了！祂戰勝了罪惡和死亡，亦為我們帶來新生命和
希望。

為何我們要慶祝復活節呢？因為在這一天，喜樂
遮蓋了憂傷，恩寵戰勝了罪惡。耶穌的死亡與復活，
予以一個新的創造的開始。”所以誰若在基督內，他
就是一個新受造物。”（格後5:17）因此，所有呼喚
耶穌聖名而跟隨祂的，會經驗救贖，會被祂的愛提
昇，亦會因水和聖神得已重生。

親愛的弟兄姐妹，耶穌復活的事實，雖已是二千
多年前的事，但復活的主的德能，繼續觸碰我們和提
昇我們的生命。基督呼喚大家離開黑暗的〝無信〞，
進入信德的光，重新經驗復活基督的救贖德能，及所
帶來的希望，真正的喜樂及生命的圓滿。慕道者領洗
前，我都會與他們見面。每一次聽到他們的信仰經
驗，我都會因天主的聖寵在他們身上行了的大事，而
深受感動。

同樣，當我們現在慶祝這信仰的盛事時，都不要
害怕，讓復活基督的愛和恩寵，輕觸我們的心和我們
的生命，因主基督願意祂的聖神更新我們、轉化我們
及賦予我們力量。耶穌基督也給了我們一個使命，如

The Lord is Risen! Let us rejoice! He brings new 
life and new hope to each one of us and to the whole 
world, let us give thanks. 

When I think about Easter beautiful and happy 
memories of my childhood come to my mind. 
In Europe, as you know, the Easter celebration 
coincides with the starting of the spring season, so 
all the nature around will go through a great change. 
New life will spring up again everywhere, trees in 
budding, flowers in blossom. The sun will become 
warmer and the children can go out to play again. 
Parents will buy new dresses, shoes for their children 
to go for Mass that day. They will make particular 
cakes to celebrate. Everything of this day, at that 
time, seemed to me so beautiful, so amazing, full 
of new life and joy. Easter was a day to wait for with 
eager expectation.

Today, after so many years, in Hong Kong, 
as a missionary what is Easter for me, how do 
I experience it? It is the day, of surprise, and 
happiness; it is the day when Jesus of Nazareth, 
who was mocked, beaten, and crucified has been 
raised from death. He has conquered sin and death 
and made new life and hope spring up again for 
all of us. At Easter we celebrate the victory of joy 
over sadness; the triumph of grace over sin. With 
Jesu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a new creation has 
started: “if one is in Jesus he/she is a new creature” 
( 2Cor.5:17); all those who call on the name of Jesus 
will experience salvation; will be transformed by the 
power of His love; will be reborn by water and the 
Holy Spirit.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day, as it was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e power of Jesus, the 
risen Lord, continues to touch and transform the 
lives of many people, calling them to come out 
from the darkness of unbelief to the light of faith, to 
experience the redeeming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that brings fullness of life, new hope, true joy. Every 

主基督復活了！我們歡欣吧！            白德蘭修女   左陳翠玉譯

Rejoice Heaven and Earth! Rejoice, for Christ is Ri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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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I meet the catechumens before the baptism and 
listen to their faith experiences, I am deeply touched 
by what the grace of God is able to accomplish in 
their lives.  

This year, as we celebrate this great event of our 
faith, let us not be afraid to allow our hearts, our lives 
to be touched by the love and grace of the Risen 
Christ; he wants to renew us, transform us, empower 
us with His Spirit and entrust us with a mission, as 
he did with the Twelve: to witness, to tell to the world 
of today that He is alive and present in our midst, 
bringing new hope, new courage, peace and joy to 
all those who accept Him as their Saviour and Lord. 

May the good news of Jesus’ resurrection fill 
your hearts with joy! May the peace of the risen Lord 
be with your families. Happy Easter! 

同當日祂給十二個門徒一樣，就是為祂作証，及讓所
有接受祂是救主基督的人，知道祂是生活的天主，活
在我們中間，帶給我們新希望、新勇氣、平安和喜
樂。

願基督復活的喜訊，充盈你們的心。願復活基督
的平安，護佑你們的家庭。

復活節快樂！

教宗方濟各《愛的喜樂》勸喻的意義

本堂培育組舉辦《婚姻與家庭》講座，誠邀夏
志誠輔理主教蒞臨主講，向各位教友闡釋教宗方濟
各《愛的喜樂》勸喻的意義。講座在三月五日下午
2時在大聖堂舉行。為此，邀請了培育組鄧文儀弟

兄和「夫婦同行小組」梁燕玉姊妹為我們分享對講
座的感受。

「培育組」聯絡人   鄧文儀
三月五日真是一個喜樂的日子，當天夏志誠輔

理主教親臨本堂主講《愛的喜樂》勸喻的精要。夏
主教以輕鬆幽默的方式，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勸喻的
內容，讓我們了解到現代教友在家庭中夫婦的婚姻
之愛、對子女的愛和教育，還有教會願意以謙遜
之情和同理心接觸家庭，特別是那些離婚再婚的家
庭。

當天講座十分精彩，吸引了二百多位教友參
與，而且在演講中不時停下來，讓教友即時互相討
論1-2分鐘，氣氛十分熱烈，最後二十分鐘，教友們
也踴躍發問。總的來說，夏主教精彩的演講，讓我
們獲益良多，讓我們更重視婚姻、愛護家庭、尊重
生命！

「夫婦同行小組」聯絡人   梁燕玉
堂區舉辦講座，邀請夏主教向我們解釋教宗方

濟各《愛的喜樂》勸諭，好讓我們更加明白現今教
會對婚姻和家庭問题的訓導，從而使我們知道如何
在婚姻和家庭中活出信仰。

今天的講座更加讓我們看到天父的慈悲，無論
我們在婚姻生活上遇到怎樣的困難，如何跌倒，只
要我們誠心悔改，天父定會為我們開啓慈悲之門，
撫平我們的傷口，重新被教會接纳。基督的交付教

導我們夫婦間如何彼
此交付，徹底奉獻和
成全。祈求天主聖神
繼續帶領和保守我們
每一個家庭，讓天主
的愛臨在我們的家庭
中，使我們的家成為
「家庭教會」，讓我
們的年輕人也能得天
父的感召！

如需夏志誠輔理主教主講《愛的喜樂》勸喻的意義簡報，可到堂區網頁內〔最新消息〕一欄中下載。

 http://www.stthomaschurch.org.hk

編輯組 梁玉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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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區現有兩位來
自韓國外方傳教會的傳教
士服務，其中一位就是我
們堂區的盧賢喆神父。感
謝盧神父接受編輯組的專
訪邀請，讓大家對這位經
常笑容滿面，平易近人的
盧神父有多一點的認識。

【看待如家人】
自2016年12月遷入青

衣聖多默宗徒堂，大家像
家人一樣接待盧神父。堂
區充滿温暖，教友關懷他
如家人般，令盧神父很快便融入堂區生活。

【內向沉默的性格】
開朗的盧神父表示，當他在高中求學時，為人沉默，

可以說是一個很內向的人。對於人人互相利用，只為追求
物質的風氣，很難融入，故此朋友不多。由於經常留在家
裏，別人只覺得他很特別。雖然盧神父是嬰兒領洗，來自
天主教家庭，不過在人人皆以金錢去衡量成就時，他也開
始在疑惑猜想：怎會有人明知金錢回報不多也願意當神
父？ 

【改變】
一切的改變始於一個人---盧神父的哥哥，他鼓勵神父

參加教會的團體生活。期間有一件事，改變了他對人的看
法，開始信任別人，不再執著於金錢的得失上。

那時，神父一方面需處理大學的入學問題，另一方面
他要協助及參與教會露營活動；由於兩地相隔很遠，聯絡
溝通上很困難，而如有手提電話就可解決！但當時手提電
話是奢侈品，非常昂貴。正當徬徨不知如何是好時，教會
團體中有人無條件借出電話給他使用，讓他得以同時處理
兩項事宜。經歷這事件後，令一向不信別人會無私行善的
盧賢喆，也開始領會以往也有別人真誠的幫助。

【同行】
這位前輩向神父表示：人生有很多路，雖可用不同的

方法行這路，但最後的終站都是一樣。於是盧神父決定到
神父不足的地方傳教，與天主同行，透過接觸，找到同行
者，向同一目標進發。

【到香港去傳教】
在韓國外方傳教會，接受一年OTP(Oversea Training 

Programme)後，盧神父須在三個地點中選一個地方去傳
教。當他向宿舍內的神父查詢意見時，大多反應平淡，唯
獨一位神父當聽到「香港」時，便很雀躍，使他感到好
奇，遂選擇到香港來。終於盧神父於2014年10月來港，
先在中文大學學習中文兩年，畢業後被委派到青衣聖多默
宗徒堂擔任助理司鐸。

〝怎會有人明知金錢回報不多也願意當神父？〞發問
的人現在當了神父，與天主同行。

盧賢喆神父 ~~~ 與天主同行                                            編輯組

Rev. Issac Noh ---- Walking together with the Lord
There are two missionaries from the Korean Missionary Society 

appointed by the Hong Kong Diocese to serve for the parish. Rev. 
Issac Noh is one of them. We are so thankful that Rev. Noh graciously 
accepts the invitation to shar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himself.    

Parishioners treat me like family member
Rev. Noh has started his ministry at Church of St. Thomas the 

Apostle since  December 2016. Rev. Noh is impressed with the 
tremendous warmth here because parishioners treat him like family 
member. 

Introvert and quiet
Rev. Noh is pleasant and approachable to parishioners, but he 

was introvert and quiet when he was in high school . He was reluctant 
to make friends with others because they were materialistic people 
who were greed for money. So he’d rather stay at home. People 
thought that he was very special. Although Rev. Noh was infant 
baptised and grew up in Catholic family, he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the 
materialistic society. He started to think ,“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 
priest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have much money in return?”

Change
Rev. Noh’s change was filled with surprising twists and turns. 

The first turning point was Rev. Noh’s brother who encouraged him to 
join the community life of the parish and spend more time in church 
activities. The second turning point was a special incident which 
changed the attitude of Rev. Noh towards people. 

Rev. Noh had to solve the university problem in one place and 
need to attend the parish camping activity in another place at the 
same time. Two places were far away. If he had a mobile phone, the 
problem would be easily solved. But mobile phone was very expensive 
at that time.Who would lend him the luxurious mobile phone ?  

Surprisingly, a parishioner lent him the mobile phone and Rev. 
Noh solved the problem. The special incident had a great impact 
on Rev. Noh and he started to trust people and experience good 
friendship and encouragement.

Walking together
The generous parishioner talked to Rev. Noh ,“There are a lot 

ways to reach the terminal , ways are different but the terminal is the 
same.” Later Rev. Noh realized that he wanted to be a missionary and 
decided to go to places where priests are not enough to proclaim the 
Word of the Lord. Rev.Noh’s mission : Walking with the Lord , finding 
more people to grow together and setting off for the same terminal . 

Serving in Hong Kong
After Rev. Noh had studied Oversea Training Programme for a 

year at the Korean Missionary Society, he had to choose a place to 
go out of three choices. When he asked the advice from the others, 
everyone didn’t have much response except one fellow. Rev.Noh 
could see a glow of excitement come over him when he said “ Hong 
Kong” . Rev. Noh was curious and finally he came to Hong Kong 
in October 2014. He learned Chinese for two years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v. Isaac Noh is appointed Assistant Parish 
Priest in St. Thomas the Apostle Parish when he graduated.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 priest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have much money in return?” The one who asked the question now 
becomes the priest , walking together with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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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不是在教會學校唸書，而我父母是信
奉佛教，家裏也設有祖先神位。長大後，我身邊的朋
友也是信奉佛教，從沒有想過自己成為信奉天主的教
徒。

我姨媽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徒，每次見面，她常對
我說主耶穌的道理。可是當時，我根本不會在意，聽
過便罷了。

感恩的一天！我看見同事的工作桌上放了一些有
關信仰的書籍，我好奇地問她信奉了耶穌多久？原來
她入教已二十年了。之後，她邀請我星期六和她一起
去教堂，可是那個星期六我要當義工賣旗呢！我便隨
即問她祈禱是怎樣的？她告訴我：「有什麼事，都可
以告訴親愛的天父，祂會守護著你。」於是，我隨即
祈禱，祈求星期六天氣晴朗，可以賣到更多的旗，幫
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這是我第一次與主耶穌相遇。自此，我便開始晚
上跟天上的父親禱告。雖然事情不是一一解決，但自
己感覺開心平靜，心靈與主同在。

接著，我開始上慕道班，聽取聖經上的真理。雖
然工作繁忙，但我總會預留一天出席慕道班。這一
年，我真的十分感謝超神父、白修女、任神父和四位
導師的悉心教導，令我更加感受到主與我同在。從而
把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不愉快事情，學懂放開和寬
恕。我真的感覺神父、修女和導師對我就像家人般看
待，大家都是天父的兒女。

謝謝親愛的天父一直帶領著我，保守著我，直到
永遠。當我上了慕道班後，令我認識更多，了解更多
我們的天父和聖經真理。現在，我除了學懂祈禱，還
會接觸到不同的經文，睡前向天父祈禱已成了我的習
慣。

我每星期上了慕道班後，我還會把學過的道理告
訴女兒，我很希望能夠把最好的跟她分享，能夠令她
在成長中接觸上主，明白更多真理。上主能夠帶領著
我，守護著我，我深信當女兒明白更多道理後，天父
也能牽著她，帶領她健康快樂地成長，做過開心的
人。

我的榮耀頌讚我天上的父，阿孟。

臨近復活節，緊張又忙碌的時刻即將來臨！我的
心有如在初春草原上奔跑的小鹿，又彷彿似回到了初
戀的悸動的情懷。我在蛻變，就像嚴冬過後的一棵小
草，在積雪融化的大地上露出新芽。誰令我回復了生
機？又是誰讓我已枯死的心井再現清泉？是祢 — 主，
我的天主！感謝祢！感謝祢沒有放棄卑微的我，當我
絕望無助處於黑暗時，祢的鐘聲喚醒了我；當我戰戰
兢兢走向407室時，祢用溫暖寬廣的胸懷迎接我，擁
抱我！讓我忘卻了恐懼，擺脫了無助感。

如何才能感謝祢？如何才能讚美祢，顯揚祢？我

應如何去迎接祢的聖洗？

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平凡男子的妻子，家
庭主婦的我是如此的渺小，平凡如一粒塵土，而祢 — 
主，我的天主，至高無尚的主，卻愛惜我如子女，無
時無刻守護著我，幫助我，安慰我，聆聽我……. 。祢
無私的愛，使我倍感不堪和羞愧。回想起昔日的無知
愚昧，我撫心自問，我配做祢的女兒嗎？

唯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望主能悅納我。請祢
讓聖神充滿我的心智，指引我，提示我，使我能成為
一個真真正正的基督徒。

為什麼信主？

梅瑟分開紅海，我沒見過；五餅二魚，我沒吃
過；水變的酒，我沒喝過。那為什麼我相信天主呢？

年半的慕導期中，導師們除了講解耶穌的神蹟
外，也教導了我們不少的道理：如愛人如己、承認自
己的過犯及悔改、寬恕別人的過錯、什麼是信德及十
誡等等。初時看似不是什麼大道理，但卻使我有所領
悟，也擴闊了我的思維及胸襟，並改變了我的處事態
度。如沒像以前那麼執著、多了為他人設想、教導子
女時，較有耐性、也沒有那麼容易動怒，心情較之前
平和。真想不到在短短年半的慕導班，卻有如此大的
啟發，真的感謝天主！

雖然我沒有經歷過聖經上的神蹟，而人也未必有
足夠的智慧去解釋，但我深信天主的旨意、祂的教
導、祂的榜樣，必令我終生受用。正如耶穌對多默

說：「因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
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若20:29)

我難忘慕導班的生活，短短年半的慕導期中，仿
如是人生的縮影，當中有喜亦有悲。喜的是有學員誕
下新生命，這小生命在媽媽肚裏已跟我們一起聽道
理，出生後也跟著我們一起上課，她跟天主的接觸，
可說是從未間斷；也有學員傳來結婚的喜訊，開展人
生另一新階段，一對新人也將會在本堂進行婚禮，期
望天主祝福及眷顧他們。

悲的是有學員在慕導期間不幸突然離世，令我們
及她的家人十分愕然及悲傷。幸得天主帶領她家人渡
過傷痛，及後她的丈夫也成為慕導班的新學員，感謝
天主！而我也想藉此機會，感謝一隊不辭勞苦及無私
奉獻的專業導師們，感謝他們的帶領，領我們到天主
前，把我們的手交到天主，感激不盡！

候 洗 者 分 享

星期三慕道班 -- 倪詠詩

星期四慕道班 -- 麥欣茵

星期日慕道班 -- 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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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是我和太太第三年辦「再慕道班」，眼見各
參加者的成長，熱心參與感恩祭，喜歡祈禱，漸漸與天
主建立更親密的關係，甚至有些參加者的性格變得更積
極、樂觀，時常感恩，信、望、愛德加深了，我們內心
很欣慰，並對天主在他們身上行了奇妙的事，感到驚
訝！以下節錄了一些參加者的真情表白。

阿麗：「我不再害怕死亡…我以往辦告解，是一两
年先做一次，今年我辦了四次，感到我與天主的關係更
親密…使我重新振作，心靈更平靜、平安。」

Monica：「現在覺得生命很寶貴，也很珍惜每一
天，做人方面也積極了。更加感到天主是無所不在，處
處都在，天主是愛，只要心中有主，我們更感到每日都
開心。」  

Teresa：「原諒是最重要，要去愛我的仇人…知道
不如意的事／東西，原來是美意。反覆思量，給我知道
我其實已領受不少恩寵。」

寶賢：「我和天主的關係親密了，因為半年前開
始，每天早上盡量參與感恩祭。完成課程後，最感恩是
能夠深入地了解十誡及天主聖言，同時能夠認識青衣堂
區內其他教友。」   

阿玲：「對自己的生命的看法有所改變，以前只顧
現世的生命，不外乎吃喝玩樂、金錢、健康、滿足慾望
和工作上的自我表現；但現在會在意身心靈上的喜樂、
平安和永生。以前往往同人比較，覺得比下去，沒有太
大自信心，現在知道在天主眼中的我是尊貴、可愛和獨
特的，對我的自信心有所提升。以前我只是看到別人的
缺點（木屑），而對自己眼中的大樑竟不理會呢！現在
我會從人的優點處看，及不時省察自己。我與天主的關
係密切了，有很多時候，會與天主傾談，講及自己心裡
的憂慮，分享開心的事情，知道在逆境的時候要信靠天
主；但在順境時亦都不忘感謝天主。」   

Debby：生命與價值觀改變了，透過默想「天主
經」學到寬恕，「我感到自己的心開了，好似 relieve 
的感覺，其實好感動，這種温暖和放開的感受，也拉近
了我和天主的關係」，開始參加信仰小團體，感覺自己
真的是「家」的一份子。

Susan：「價值觀改變很大，以前以自我為中心，
但現在不同了」，就算被人指摘，受委屈時也心懷感
恩，藉此光榮天主，實行愛德。現在無時無刻都感謝天
主，常常祈禱。就算當刻覺得是壞事情，當中都有天主
給我們美意，天主一定會給我們最好的，時刻與我們同
行，令我感覺天主的愛充滿我的心靈。」   

Rebecca：「在堂上得知，原來透過默想、朝拜聖
體等也是與天主的溝通的方式…我現在當有空閒時便會
常常祈禱，感激、讚美天主…完成再慕道班後，更懂得
感恩及欣賞別人。原來每個人也有他自己的使命！」   

偉文：「在今次的再慕道過程，使我反思我要怎樣
做一個堪當的基督徒，两位導師使我明白在信仰中，我
們對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作為一個教徒，並不是每
星期到聖堂便是足夠了，我們更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  
Holiness…參加了這個課程以後，我自覺自己虔誠和聖
潔都多了一點。」   

Shirley：「提醒要走的路；煉路、明路、合路，多
了從信仰角度去觀察事物。」

Yonnie：學到若要知道自己與天主的關係，可檢
視與人的關係。「在再慕道班裏學到的，不但能幫助
我，亦使我用學到的去幫助我整個家庭，生活合符天主
的聖意。」

Cindy：比以前更樂觀，覺得自己活得有意義和開
心，對聖言加深了認識。學會謙卑、不埋怨、不比較、
認識自己、信賴天主。

我十分期待復活節的來臨，因為我和囡囡將接受聖
洗聖事，成為天主教徒。

回想２０１５年時，因為朋友參加了慕道班，我們
常一起讀經和祈禱，她還鼓勵我在新學期參加堂區慕道
班。與此同時，我亦有幸在聖多默幼稚園做代課老師，
令我進一步認識天主教的祈禱方法、禱文和禮儀，加深
我追求天主真理的決心。到了２０１６年中，我邀請家
人參加新教友主持的〝薪火相傳〞堂區福傳活動，丈夫

和囡囡隨後便報名參加新學期的慕道班和主日學。透過
平日的祈禱，我相信天主為我們一家預備了最好的道
路。從此，信仰生活由家庭開始，囡囡會分享主日學學
習的點滴，丈夫亦會分享慕道班所探討的主題；一家人
一起參與主日感恩祭，使教會活動融入日常生活中。

我期望領洗後，能肩負傳揚福音的使命，以信望愛
三德履行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這一年多的慕道期中，我把以前放下的聖經和聖經
金句的書籍，慢慢開始拿回手上閱讀，令我重新開始愛
主的信仰生活。

現在，在天主和耶穌基督的陪同下，我的生活也有
所改變了。

一年多前，我無論在工作或在逛街時，都會很容易

因一點小事情，就破口大罵，完全不理會對方的感受。
但現在，我發覺自己開始不再介意或執著某些事情，無
論遇到任何不如意事，我都會學習放下，平安、平靜地
過每一天。

最後，我很感謝慕道班中的每位導師，因為有他們
的教導，我才可以重新找回我的信仰生活，重新認識聖
經，重新認識耶穌基督和天主！

星期二慕道班 -- 陳美寶

星期六慕道班 -- 賴加健

2016「再慕道班」成員分享  左漢忠



6

候 洗 者 班 相

星期二班
李石平  黃婉華  林志輝

茅小慧  吳豪斌  石劍志

鄧冠亮  吳詠絲  鄧偉雄

陳美寶  梁浩然

星期三班
黃淑麗  倪詠詩  李安琪

岑婉霞  馮啟聰  彭慧瑩

伍建曦  梁家莉  陳君宜

星期四班
林素蘭  梁小敏  楊麗雯

容燕珍  鄧菊芳  麥欣茵

范美雲

星期六班
陳國良  梁美娟  屈宏耀  洪美思

黃玉芬  張慧梅  黃自鳴  賴加健

李明輝  楊貝琪  莊路霞  肖  健

方向輝  鄭凱恩  葉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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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班
盧啟東  戴嘉欣  葉秀蘭

葉健斌  陳舒航  黃樂文

洪梓然  何呂源  廖冰華

謝偉霖  黃莉淇  羅婉楨

陳梅英  李玉婷  陳艷華

余修女班
鄧滿昌  伍麗嫦  梁鳳群

黃兆明  黃仲英  杜玲清

林群娣  何樹德  陳     慧

領堅振
黃敏鍶  古詩雅  郭淑慧

黃世美  李玉燕  李浩偉

葉     雄

嬰兒領洗姓名
黃敏嘉  蘇     山  羅普軒

聶希怡  黃德信  潘靖喬

葉洺熙  司徒泳郗

候洗者子女領洗姓名
星期二班

     吳泓曦  冼名慧  吳熙琳  吳承軒  徐君浟  陳洛萱

星期三班

     陳宥廷  楊靖之  馮芊柔

星期四班

     陳瑞熙  蕭樂瑤  蕭宇軒

星期六班

     李思漫  李思澄  郭子琳  陳沛嘉  方瑋婷  張耀曦  譚栩廷

星期日班

     盧思澄  周廷熙  謝瀛鋌  謝瀛鋅  黃梓朗  黃梓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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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事 與 活 動 回 顧

2016年12月11日  堂區步行籌款

2016年12月24日  青衣城報佳音

2017年1月1日嬰兒領洗2016年12月26日  聖召行

2017年1月2日  堂區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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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5日
堂區團拜

2017年2月19日 長者宴

2017年2月26日 聖召分享

2017年3月12日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
福傳分享會

2017年2月19日 收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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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C
MEMBERS SHARING

Back in December, a group of people from St. 
Thomas went caroling at Kwai Chung Hospital. 
This was my first time joining this activity so it was 
definitely something new to me. Initially, I did not 
expect much from this and I simply thought it was 
just singing a few Christmas songs to a group of 
patients. 

However, the whole experience was much 
more rewarding than what I thought it to be. Since 
the hospital is a psychiatric ward, a lot of patients 
require a lot of care and attention. And, being able 
to go there to carol for them, it was something that 
brought them a lot of joy. Whenever we sang for 
them, they would gather around us to clap and

sing along to the songs. For me, it was clear that 
everybody - the patients, the staff and the caroling 
group - was having a great time as we all had 
smiles on our faces. I found it very heartwarming 
to see the patients enjoying what we were doing 
for them. Once we were done singing, the patients 
and staff thanked us for giving them time to do this 
activity. Even though we only spent a few hours, 
they were all really grateful for what we had done 
for them. 

Looking back, I think this whole caroling 
experience embodies the true meaning of 
Christmas, which is to give happiness to other 
people by doing good deeds and not being 
materialistic. And, if we were to have this activity 
again next year, I will for sure sign up and join 
again. 

By Camille Vargas

Member of the English Youth Group and Readers 
Ministry

What Does Easter 
Mean to You ?

from the English Catechism Kids

Hannah

Emmanuel

Felici

Kathleen

Guilia

Maxene

Margaret

Aaron Seth

Sharing on Last Christmas Car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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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the time again where our saviour calls a 
nationwide invitation to all of us. The Lenten season 
has been made known to us, overflowing graces 
awaits those who are to follow Jesus despite all the 
obstacles in life that move the heart of our Father. 

During this Lenten season where obedience is 
necessary for the journey, may the Holy Spirit lead 
us on a journey of conversion for us to be purified 
from our sins that blind us from serving Christ through 
serving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in need.

Jesus’ message to each of us is "to be hopeful". 
He does not want his people to simply recite the role of 
being hopeful. To believe in the resurrection does not

mean we embrace fleeting ideologies. It means that we 
fall in love again with God's envoy, the risen Christ and 
remain in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Him.

Throughout this season, Jesus taught us that 
"death has been overcome by the victory of Christ”. 
Choosing to follow Jesus, we receive "a new birth into 
a living hope through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 As we pray to our Almighty Father "stay 
with us Lord as we journey to the Jerusalem where you 
are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Amen.

by Jhie Padigos 

Choir Ministry

Lenten Sharing

Tsing Yi Nature Trailwalk

Simbayanan Kammpi Sportsfest

Monthly Bible Study with Fr. Isaac - 
Every 2nd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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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聖 週 禮 儀 時 間
The Time-table of the Holy Week

日期 Date 時間 Time 禮儀事項 Mass/Liturgy

4月13日（聖週四）
April 13 (Holy Thursday)

晚上八時半
8:30PM

主的晚餐（彌撒）
Mass of the Lord’s Supper

彌撒後
after Mass

朝拜聖體至晚上十一時正（三樓禮堂）
Adoration of the Holy Eucharist
until 11:00PM (Hall)

4月14日（聖週五）
*當日應守大小齋
April 14 (Good Friday)
*Fasting on that day

早上九時正
9:00AM

下午三時正
3:00PM

晚上八時正
8:00PM

堂區避靜
Retreat
救主受難紀念禮儀
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Passion
救主受難紀念禮儀（英語）
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Passion (English)

4月15日（聖週六）
April 15 (Holy Saturday)

晚上八時正
8:00PM

基督復活慶典（彌撒）
Easter Vigil

4月16日（復活主日）
April 16 (Easter Sunday)

下午四時正
4:00PM

兒童領洗
Children Baptism

4月23日（復活期第二主日 ）
April 23 (2nd Sunday of Easter)

中午十二時半
12:30PM

嬰兒領洗
Infant Baptism

為亡者祈禱
請為本堂善別組（15/11/2016至15/3/2017）

曾服務的亡者靈魂祈禱：我們謙誠地求祢，以祢的
憐憫收納以下弟兄姊妹，使他們安息在祢的懷中，
並得享天國的福樂！

馮瑞珍  林 梅   姚漢平   陳佩瑤

Monthy Eucharistic Adoration - Every 3rd Sunday

STEC Dancers Performance on Chinese New Year
STEC Dancers Performance on Elderly  Day

基督徒合一祈禱會
本堂將於6月11日下午三時舉行「聖三主日合

一禮讚」，由荃灣、葵涌各基督教及天主教堂區
聯合主辦。內容有聖詠、讀經、講道。誠邀教友
參與，為基督徒合一祈禱。

Jan-Feb Birthday Party Celebration  with Bro. Fran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