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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主保瞻禮

牧者的話

在過去的幾個月我們經歷了有史以來
的大停頓；那是指人類的經濟、交通和生
產而言。

這樣的狀態，讓我聯想起聖經當中的
記載，在肋未紀第二十五章當中所提及的
安息年：當以色列人進入福地以後，他們
每隔七年，便要遵守這個特別的安排；讓
土地和植物得以休養生息。並且在七個七
年之後，即第五十年，會被稱為喜年；不
單止大地，甚至連人民也能够休養生息，
重獲自由及原有的產業，使每個人都能在
彼此的寬容和關愛上得以重整。

疫情的這個期間，雖然為很多人帶來

了不方便甚或經濟的損失。但這可是一個
契機讓人類及這個發展極速的世代停一停
下來，去檢視我們賴以為生的產業模式，
是否配合天命之法則。我們人與人之間的
相處，是否按照神所授予的愛的法則而施
行！？

雖然在過去幾個月，教會的禮儀和聖
事好像停頓了下來，但信徒信德的生活並
未因此而停止。你除了參與網上直播的彌
撒以及信仰培育以外；又有沒有履行愛的
使命，關心貧苦弱小的近人呢？祈願我們
每一位信徒，能化這個困難的時期為衆人
的喜年。

百年難得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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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李恩牧
我從新聞報導得知，全球有非常多人感染新冠狀肺炎，

需要醫療照顧。在疫情中最辛勞的就是悉心照顧病人的醫護
人員，我衷心地感謝他們，祈求天父保守醫護人員身心健
康，並希望疫情早日過去，使他們能好好休息。

暫停回校上課期間，學校每天安排我們在網上上課和
交功課，我覺得很有趣，因為我從中學習到平日不會用到
的新科技知識，例如我學懂如何發電郵給老師，中英文的輸
入法，現在我都可以運用。但是我十分想念學校的老師和同
學，希望6月15日能順利復課回校，與老師和同學再一起在
校園裡愉快學習。

我十分感謝主日學導師每周努力地為我們製作網上教材，使
我們在家中也能學習天主的道理。我每星期都非常期待新的主日學
教材，內容十分有趣，而爸媽每次都會與我一起觀看，並且耐心地
向我解說內容。真的很感謝聖多默主日學的所有導師們為我們所付
出，希望主日學能盡快復課，與主日學導師和同學見面。

六年級     陳德賢
在疫情之下，學校實施停課不停學，利用網上課堂來

維持課程。可是，不斷用電子產品使眼睛很累，更不能和朋
友一起玩和聊天，所有活動也停止，平常座無虛席的餐廳和
水泄不通的街道，頓時變得冷冷清清。當每天完成功課後，
我就會對自己說：「何時能復課呢？」記得第一次公佈停課
時，我心裏像開派對一樣開心，可是停課持續，我感到越來
越悶！

在家裏抗疫，不能外出真是很無聊，每天早上到下午都
對著平板電腦，戴著耳機，聽老師說話，然後就留在房間做
功課，又不能外出實行我的遊車河計劃！但期間也有一個收
穫，就是我能完成閱讀一套長篇圖書。

雖然在家裏抗疫很沉悶，但是我很感謝各位醫護人員，
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也去照顧病人和確診者，讓他們可以早
日康復。我也很感謝教區的職員，讓我們在疫情之下也能繼
續參與網上感恩祭。

讓我們一起渡過今次前所未見的難關，齊心抗疫！天主
保佑！

堅振班     莊清怡
今年這個肺炎就像暴風一樣突然來襲，把我們

的生活節奏都打亂了，作為學生的我，也因此不能上
學，只能在家裡網上學習。

因為只能上網授課，所以當我有不懂的時候，我
無法及時向老師發問，同樣老師也很難知道我明不明
白他所說，而只能設計更多的作業來考量我們對這些
課題的理解。但是這個做法只讓我更辛苦！因為我為
了準時交功課，在不掌握及沒有人可以教導我下，只
能靠我的理解去做。就這樣，我曾早上5時起床做功
課，直到凌晨4時才睡呀！

因此，我非常期待復課，這不單可以再見到我的
同學，也能重新理解在這期間裡所學的知識。

當然我也沒有浪費這段在家裡的時間，我學會了
烹飪，也更懂得掌握電子設備的應用。

說到網上授課那怎能少了主日學呢！雖然這三
個月教會暫停了公開的彌撒，但是我也有參與網上彌
撒，每個星期我都準時參與，這兩者的配合使我在這
個疫情期間更加了解天主。

當然要感謝我們的醫護人員，正因為他們的出
現，使很多病患者得到救治。感謝他們不顧被感染的
風險，勇敢地站在防疫的前線，才能使疫情受到控
制。謝謝他們無私的奉獻！

疫  下  童  聲

小一     林子揚
我係好期待復課嘅日子呀⋯⋯咁樣可以快啲見

番啲同學仔，可以一齊去放小息又一齊去圖書館！停
課期間，媽咪教識我同妹妹整蛋糕、曲奇餅和麵包，
仲陪我一齊溫書！呢段日子多謝各位醫生護士照顧病
人，亦心懷感恩，希望這個新冠狀肺炎病毒可以受到
控制。

K2 K3 郭柏賢郭焌亨

小四方善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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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多默宗徒堂
St.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本年度主日學剛好於農曆新年之前完成了
上學期，原訂下學期在假期之後(二月八日)開
課，但因武漢肺炎迅速蔓延，教育局於一月底
宣佈停課，基於學生健康及安全為大前提，我
們一直以來都跟從教育局的停課指引。起初我
們還以為三月可以復課，豈料疫情日益嚴峻，
未知何時才能復課，校長起初建議在停課期間
透過電子學習平台，向聖事班(初領聖體及堅振)
學生提供學習材料，讓學生在家中繼續學習，
以期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及妥善地準
備心靈，希望於疫情結束後可以領受聖事。

因此，在校長戴安娜姊妹領導之下，經
網上開會後，主日學導師們也同意這樣安排，
打破地理的局限，盡用一切網上資源，務求令
學生足不出戶，仍能於線上學習，讓所有主日
學學生多一個途徑繼續接近天主，向耶穌大哥
哥學習。雖然大部分導師從來沒有這方面的知
識，但是導師當中有熟識資訊科技的，也有本

身是老師的，大家互相在手機群組中交流、指
導、學習，難題迎刃而解。第一次網上課堂在
三月十四日終於開始了，之後每個星期六應有
之課堂，各班班主任都把製作好片段的網上連
結，以手機應用程式傳送給家長，讓孩子們能
安坐家中在父母的陪伴下一同祈禱一同學習。

本學年各級原本安排的課程，已於五月三
十日完結，回想當初，筆者對於製作影片、網
上會議及其他以前從未觸及的科技，經過今次
確是有所收穫，從而體會到天主的確賜予各人
不同恩寵，祂確實叫我們要互相補足，藉聖神
的帶領在互相幫助之下，可算是完滿地結束本
年度主日學了。

感謝聖神引領、耶穌基督的訓導、天主父
的一切恩寵。

願疫情早日完結，新學年可以正常上課，
天主保祐！

主日學導師及小朋友畫作

二年級楊皓忻

小四周樂賢周樂禮
小五林心穎

疫情下的主日學                戴安娜  周永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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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嚴峻下，作為應屆的DSE考生，不像以往般專心完
成艱巨的考試。而聖堂更暫停公開彌撒，在信仰和學業上
都是一個挑戰。我有一科是在青衣聖堂附近的學校應考，
當我預備收筆時，忽然聽到鐘聲，像拍子機不停地響起，
是聖堂的鐘聲呀！這刻為我帶來一點信心和一絲的喜悅。

我覺察到自己經過這個疫情，對信仰的追求比有些淡
化。但我體會到天主不只住在聖殿，更是住在我心內，而
這個疫情給我一個考驗，讓我反思到信仰不應只局限於聖
堂內，更應從行動上實踐，像耶穌所教導、聖保祿所行一
樣，去活於基督。結果在等候放榜時，適逢聖堂需要人手
幫忙翻新樓梯扶手的油漆，我就樂意受邀去為「家」服務
了。

雖說是「翻新油漆」的工作，但最辛苦的步驟不是
上油，反而是把舊有的去掉。我們工作到「大汗滴細汗」
，用了三、四小時才去掉扶手的一小部份油漆，但大家都
仍繼續努力地完成工作。可見大家都十分愛惜堂區這個「
家」！

透過這次堂區服務，我知道我有堅定的心為主服務。
每位信徒都有責任向外傳揚主的福音，讓身邊更多的人都
能認識主；好像翻新扶手的油漆時，有人負責上脫漆水，
有人負責剷漆，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崗位為主服務。大家又
不妨想想你的崗位在那處呢？

接近半年的「新冠肺炎」，的確為香港市民帶來非常
不一樣的生活！

疫情於一月開始，不少香港人已心感不妙，有着2003
年非典型肺炎的經驗，便開始準備一系列的防疫裝備：口
罩、清潔用品、酒精搓手液等等，頓時都成為大家的必需
品。由於一時需求急增，防疫物資霎時十分短缺，一罩難
求，感到非常徬徨不安，焦慮困擾。不少市民連夜冒雨通
宵排隊，都是為希望買到防疫口罩！眼見長者們受着這樣
的煎熬，實在令人感到心酸和心痛！

有見及此，明愛長康兒童
及青少年中心先後多次發起「
抗疫物資」派送行動，希望藉
此行動，幫助那些基層家庭能
暫時得到應急的防疫物資。這
實在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愛德
服務，而本堂區有數位弟兄姊
妹，亦即時響應，齊集中心，
協助包裝和派發工作。席間大
家都懷着「凡你們對我這些最
小 的 一 個 做 的 ， 就 是 對 我 做
的。」(瑪25:40) 的心態，希

望盡一分力，使更多的基層市民，尤其是長者和兒童，能
及時得到適切的防疫裝備，免受病菌的感染。

感謝天主！讓我們能真正履行基督徒的精神，使弱小
者獲得他們應有的關顧和保護，也給我們有為主服務的好
機會，珍惜這份莫大的神恩！期望疫情快退，讓大家重回
正常的生活。

作為醫護人員，在一月初時已留意國內流感的情況，
心中已有些想法。一月十六日旅遊假期完畢，返回急症室
工作崗位，忙碌如常。年初一中午回老媽家拜年，下午電
視特備節目--「特首宣布緊急狀態⋯」，晚飯也趕不上吃，
便急回醫院參與特別會議，隨後十多天皆上班了！

年初二凌晨回到家中，坐下時已經很疲倦！回想2003
年的沙士，我告訴自己又來了？當年情景歷歷在目：因家
人染病，我和三個小朋友需家居隔離，細女當時只有一
歲；感恩今天他們已經長大了，再沒有當年的擔憂。主！
求祢保守我們。

隨著疫情的不明朗，繼而局部封關，宣佈第一個的
香港確診，工作上忙碌得透不過氣。市面上口罩短缺、搶
米、搶廁紙、群組的感染、宗教聚會後的確診、公開彌撤
也被迫停止等等⋯.主啊，這是祢的計劃嗎？還是人類的不
負責行為而導致這局面？

零三年疫情只局限於亞洲，今次疫情陸續蔓延開去，
心中憂悶至極！十萬個為甚麽？新春沒有敍會、晚上沒有
飯局、不一樣的四旬期、星期日沒有公開的彌撤、周末
像沒有假期，被迫困在家中。工作上忙碌得很，困難也不
少。但星期六、日總有渴求，步行至聖堂坐坐，閱讀一下
聖經，心中的憂悶暫且交托了。

四月某天又逛到聖堂，閱讀到耶穌在山園祈禱的經
文：「我的心靈憂悶得要死了⋯⋯醒寤罷！」(瑪26：38 ) 
此段經文在腦中不斷的重複，我不知道祂的旨意；但我反
思自己的憂悶只是微不足道，心情也平靜下來，繼續面對
每一日的事和特發事故。

五月底，全球590萬人確診，36萬人死亡。本地疫情好
像穩定下來，但五月三十日又有本地確診及社區感染，禁
聚令又延長了。主，我深信祢與我們同在！

珍惜「疫」境          鄺國全

DSE前後          David 「新冠」隨想          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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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三月尾考試局宣佈DSE將會延遲，心情既複雜又失
望。在疫情期間，温習進度固然受阻，心情亦受影響，但透
過向天父禱告，將我的心情和心態交托給天主，好讓祂替我
安排。

在信仰上，我從禱告中感到平靜和放鬆。雖然在各種變
數下的壓力也不少，幸好我時時與天父祈禱，將我的壓力也
一併交托給天父，令自己對考試的緊張也一一釋放出來。

雖然考試已經告一段落，但距離放榜還有一段時間，在
等待成績的同時，我也經常向上主禱告，希望得到一顆平安
的心，不論成績如何，我相信天父也會安排一條正確的路讓
我走的。

疫情之下所有社交聚集都被逼終止，從最初聽到領洗
儀式將會簡化，到後來確定延期再延期，直到今天仍暫未
有定案，確實是有點兒失望！但隨著時間過去，失望的感
覺卻由內心的平靜取代，這種平靜來自我現在有更多時間
及空間，讓我可以去細味與天主的關係，讓我去反思我是
為什麼要追求信仰，為什麼要領洗。

在參與慕道班的這段時間內，世界上發生了許許多多
令我們難以忘懷的事情。縱使我未能如期領洗，卻覺得這
是天主給我的恩賜，祂給我更多機會，去思考和經歷在這
個紛亂無常的世道，我決心要追隨祂，即使會面對什麼考
驗和難題。感謝天主的安排，讓我的慕道旅程感受更深，
對領洗的期待更是殷切。

「助人自助，齊抗‘疫’境」 是
本堂教友 Kitty Tong(布藝老師) 希望
從環保口罩工作坊中帶出的訊息。她表
示這工作坊的構思是源出於對天主的回
應，同時也希望能透過「分享」帶出助
人自助的精神，從而彼此同行抗疫，齊
心守護健康的關愛行動。這構思在徵求
超神父的同意後，便拍板定案，積極進
行。

工作坊的消息發佈後，教友們反
應非常熱烈。遺憾的是當一切在進行
得如火如荼之際，卻因疫情嚴峻而無奈
地要把工作坊緊急煞停。為使大家能在
安全的情況下學習製作口罩，堂區特別
製作了一段授課短片並上載到堂區面書
(facebook )。結果，短片點擊率超過
千位數啊！真令人意想不到。

在這事上，我看到---天主為叫‘
眾人’獲得更大的益處，隨時會邀請我
們與祂合作。

 你，準備好了嗎？

「祂未曾應許天常蔚藍，祂未曾應允花兒常開，祂卻
恩許祂的慈愛常在。」---主慈頌

這次新冠肺炎疫症在全球迅速地不斷蔓延，奪去那麼
多人的健康和生命！而我作為醫護者，在最前線面對種種
的挑戰和困難，都勇於努力去戰勝這病毒為病人帶來的病
痛，特別是撫慰那些失去親人心靈上的創傷。

雖然天不常蔚藍，花兒不常開，但主的慈愛卻常存於
我們心中。特別是在我直接面對過「沙士」、禽流感、豬
流感、西非伊波拉出血性熱病、孟加拉羅興亞難民營白喉
病等等不尋常的高度傳染病，全都依靠天主的護佑，才得
以奉獻成為主的工具，好能彰顯主的慈愛於病患者當中；
尤其當我在照顧垂危病人和喪失親人時，都多加心靈上的
關顧，成為陪伴者和撫慰者。

當下我面對這疫症的心境是平靜的，原因是對主的信
賴和交托，特別在這聖母月，更祈求天上聖母代我們轉求
「願主賜予平安！」。

由今年二月中開始，香港教區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所有聖堂暫停舉行公開彌撒。堂區幹事會原先計劃的新春團
拜、長者日、青年活動、以及往後的四旬期禮儀及候洗者活
動都相應取消。面對是次史無前例的考驗，感恩我們擁有基
督的信仰，支持我們積極地應對疫情所帶來的種種挑戰。

疫情期間，雖然堂區所有活動取消了，但我們仍然按時
透過網上視像和以Whatsapp群組通訊的方式，如期進行幹
事會會議和評議會的聚會，繼續商討堂區的事務，也互相分
享信仰靈修的體會。在這份信仰團體中，成員彼此間的關懷
溝通和連繫，營造出一種愛的氛圍；相比社會上經常強調要
「自我隔離」的緊張氣氛大相徑庭，深信這正是來自復活的
主基督，帶給所有相信祂的人內心一份平安和力量。

本屆幹事會任期原訂於七月屆滿，但受疫情影響下，堂
區無法進行全面的幹事招募及選舉工作。超神父以堂區牧民
的需要為首要考量，將本屆幹事會任期延長數月，希望在疫
情受控下，堂區回復正常運作後，新一屆堂區幹事招募及選
舉工作便會正式展開。

在此誠邀各位弟兄姊妹，為來屆幹事的選舉準備工作代
禱，也同時考慮自己是否願意參與其中，讓自己的信仰在團
體服務中有所得着和成長，亦為堂區團體帶來新氣象！

今年四旬期因肺炎疫症爆發，所以甄選禮和三次考核
禮延期至另行通知，雖然日子未定和儀式會一切從簡，但我
相信上主自有安排，這信念使我坦然以平常心面對。與此同
時，我很感恩導師們仍然用心的準備，使身為慕道者的我亦
能藉著禮儀的呈現，感受到我們是被天主揀選的鍾愛兒女，
妥善準備自己以積極的態度回應天主的召叫。

我認為皈依就是離開舊我，革除過去不好的習慣，然後
才能與天主相遇，四旬期的多篇讀經已表達了這是成為基督
徒首要的條件。我感受到天主不斷地吸引我來認識祂，是祂
選擇了我，不是我選擇祂。

天主真是位有智慧又豐富的神，祂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帶領每個人，因為祂認識我們每一個人，祂知道我們什麼
時候需要什麼，然後不斷透過我們身邊的人、事物來顯示祂
對我們的愛，使我們都能到達祂為我們預備的福地。

我非常感激天主對我的恩寵，希望這得來不易的恩寵可
以延續下去直到永遠。我亦希望我可以將我的福氣分享至我
身邊的朋友。

候洗者分享          石穎齊 候洗者分享         Gigi

環保口罩工作坊          文珊

願你們平安！（若20:21）         堂區幹事會

「我主、我的天主」，我們信賴你。   梁偉賢

交托           Bet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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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傳工程             編輯組

疫症大流行之下，雖然堂區活動大多陷於「停擺」狀
態，但這亦造就了籌備已久的辦事處翻新裝修工程，得已
在3月30日順利展開的機會！ 

原有計劃先由家務組把辦事處所有的
物品搬往303室，那可以想像將會非常擠
擁，工作艱巨！但因所有活動停止，三樓
禮堂和活動室便可供擺放之用，困難迎刃
而解。IT建設組趁著翻新工程，改善堂區
網絡、重整上網系統，提升電腦效能，為
主日學和慕道班導師有個好助手！

工務組和多默之友為堂區設施維修
和美化，例如UG及LG的木門框已髹油翻
新。教友也指導青少年在鐵欄杆髹油的技

巧；剷和批，還要髹三層油。兩位工務組教友更替天台的
銅鐘維修和更換電線呢！從中體現大家對聖多默堂的歸屬
感，實在感恩！

透過在疫情期間裝修，看見教友間的合作、長輩的指
導、青年的學習，活出喜樂事奉來建設天主的殿宇。堂區
確需要每位的參與，並承傳下去⋯。期望你們回來看到聖
多默堂新景象時，更看見了承傳工程的延續、天主的愛！

2020年候洗者 - 星期二上午班

2020年候洗者 - 星期二晚上班

2020年候洗者 - 星期六班

2020年候洗者 - 星期四班

2020年候洗者 - 星期日班

教友協助聖堂翻新工程

堂區辦事處
裝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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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C
MEMBERS SHARING

THE LITURGICAL BIBLE STUDY LBS
The Holy Bible is our greatest tool of experiencing God in our life as 

it holds testimon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God’s unconditional love for 
us. It is our instrument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Catholic faith, thus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learn from it, use it and nourish from it.

The Liturgical Bible Study, commonly known as LBS, is a Catholic 
Bible Study method widely practiced mediation on the readings of 
the Sunday Mass. Starting with an opening prayer or song, the LBS 
gradually dives deeper into the meanings of the readings for the 
following Sunday through reading, understanding and summarizing 
the Gospel, 1st Reading and the 2nd Reading respectively. The LBS 
ends with the common thread known as the HIBLA which bridges 
between all three readings, allowing participants to create a single-lined 
summary upon reflection of the readings. The LBS has allowed people 
to understand readings together in groups and welcomes discussions 
and interactions,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for exchanging ideas and 
formulating bonds with each other perfect for group studies in parish 
ministries, offices and with friends.

Last May 10, the St Thomas English English Community had 
the LBS Methodology online teaching conducted by Mark Canonigo, 
member of the LCSC Live Christ Share Christ Movement and MFC 
Missionaries Families of Christ. Following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LBS.

STRUCTURE OF LITURGICAL BIBLE STUDY 
By Fr. Arlo Bernado Yap, SVD

I. OPENING PRAYER OR SONG

The assigned facilitator or leader opens the Liturgical Bible Study 
(LBS) with a prayer or an appropriate song like “Come Holy Spirit, I 
Need You”, or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 short praise and 
worship for the group can certainly animate the group, leading into the 
promptings of the Holy Spirit for the Liturgical Bible study.

II. LITURGICAL BIBLE STUDY PROPER

After the prayer, the facilitator or leader reminds the members that 
today’s texts will be taken from the readings of the coming Sunday. He/
she will announce or write on the board the Sunday readings, starting 
with the Gospel.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will locate from their Bibles 
the Sunday Gospel. It is encouraged to highlight the readings with a 
fluorescent pen.

A. Gospel
1. Reading of the Text

A member of the group reads the text. Everybody stands to honor 
the Gospel.

Intro: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chapter…verse

People: Glory to You, O Lord.

Extro: The Gospel of the Lord.

People: Praise to You, O Lord Jesus Christ.

2. Understanding the Text

The facilitator encourages the group to explore the Gospel text. 
The facilitator, thus, leads the group to go into the details of the text, 
decoding it verse by verse, by asking questions based on the text, 

and encouraging them to visualize the text.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then look for answers from the text or verses that will shed light and 
understanding on the reading.

3. Summary of the Text

After exploring the text, the group will make a summary of the 
reading. When a member of the group summarizes and retells the story, 
that story becomes his/her own, the learning process is deeper.

B. First Reading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will now locate from their Bibles the 
First Reading. It is again encouraged to highlight the readings with a 
fluorescent pen.

1. Reading of the Text

Another member of the group reads the text as he/she stands and 
the rest seated.

Intro: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chapter…verse

Extro: The Word of the Lord.

People: Thanks be to God.

2. Understanding the Text verse by verse

3. Connecting the Gospel with the First Reading

The facilitator will ask his members if there are connections, 
similarities or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ospel and the First 
Reading. The members will now express their insights regarding what 
they see as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readings.

C. Second Reading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will now locate from their Bibles the 
Second Reading. It is again encouraged to highlight the readings with a 
fluorescent pen.

1. Reading of the Text

Another member of the group reads the text as he/she stands and 
the rest seated.

Intro: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chapter…verse

Extro: The Word of the Lord.

People: Thanks be to God.

2. Understanding the Text verse by verse

3. Connecting the Gospel, First Reading and the Second reading.

The facilitator will now ask the members the connections from the 
three readings.

D. One Thread Message

The group formulates a ‘one-thread’ message using the 
connections of the readings. We call this message hibla (fiber). The 
‘one-thread’ message

By: Seth Damulo, English Youth Group

LBS - Liturgical Bible Study Methodology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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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亡 者 祈 禱
請為本堂善別組（21/3/2020 至 31/5/2020）曾服務的亡者

靈魂祈禱：天主，我們相信祢以恩澤與仁慈對待倚恃祢的人，
並以祢的憐憫收納以下弟兄姊妹，使他們安息在祢的懷中，得
享天國的福樂！也讓我們因依靠袮而獲得心靈的平安。

李景勝  梁月蓮  張潔萍  張祥繼

羅瓚仲  余逢琴  黃艷卿  林秀鳳

“Why is there suffering of the world? Does God allow us to 
suffer without any reason?”

This is one of the questions being discussed by Fr. Peter during 
our Lenten recollection. 

Finding grace during lockdown of church activities

On the second Sunday of February it was announced and 
ordered to cancel the Sunday Holy Masses and other group activities. 
It was very sad hearing it however, our faith did not just sleep, stay, 
wait for good news to re-open the church. God has blessed us with 
many alternatives to continue to connect with Him. One is to hear 
daily mass via live streaming online. In our community we found ways 
to continue our planned activities like Lenten Recollection, Way of the 
Cross, Prayers during the Divine Mercy Sunday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Methodology of Liturgical Bible Study. Thanks to technology and 
the speakers who shared their time and knowledge conducting it via 
online and to all the participants. Ye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receive 
God’s grace. There is no way to suspend our faith if we choose to 
love and follow Him. 

God is all good. When suffering comes, there’s goodness 
that comes out as long as we choose and believe in Him. And 
as Fr. Peter said “pray that God will see us and we will see Him 
amidst our suffering.” 

By:  Gina STEC 

Feast of
Divine Mercy

Lenten 
Recollection with 

Fr Peter 

May Flower Devo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