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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復活節

牧者的話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至今，席捲全球已長達
一年半之久；民生、經濟及各項人類恒常的活
動也大受影響。全球同心抗疫，也進入一種疲
態的現象。

您在疫情的形勢中，受到了怎樣的影響
呢？

幼稚園、小學、中學，在疫情初期都停了
學；不少的文職工作，也安排為在家工作；年
長者被強烈提醒，避免外出及參與社區長者團
體的活動，因此有一段期間，家庭的每一個成
員，都要居家防疫。就算需要外出的，回到家
門前，也需要做妥防疫清潔的工作，才可進入
家門。

除此之外，隨著疫情的持續，整體經濟都
受到嚴重的牽連。阻止疫情蔓延的封關安排，
最先影響到旅遊業，酒店業及零售業，繼而影
響到全球的航運事業。

民生經濟雖陷於這種景況，但從另外一個
角度來看，疫情亦為我們的世界，展開了另一
個新局面及契機。由於人類各項中型或大型的
活動，均終告吹，地球的生態狀況得以休養生
息。按環保組織的監測，疫情期間由於大量工
業、運輸停頓，令地球的空氣污染指數大大下
降，溫室效應亦相對減低，以至連地殼震動的
監察也有影響；因重型運輸及建築工程的大幅
減少，使監察儀器更能準確得到數據。

除了這些表面的逆轉外，由於人與人之間
減少了實體的接觸，而人渴求彼此連結的需要

仍是存在的，因此人們善用了科技的器材，保
持了另一類的緊密連繫。而當中所交流的，是
一種屬於心靈層次的交流；人類由偏向於物質
性的生活層面，因應狀況而更為積極地發展了
非物質層面的分享。固此，我們不難發現在網
絡世界中，充滿著無私、善意的創作，諸如：
音樂歌曲、藝術畫作、勵志感人的故事或短
片。當然，其間也激發更多的善心人，付諸實
行，以物質及非物質的方式去援助困苦的人！

疫情雖然為人類帶來了重大的困難，但只
要我們以自由及愛心去易地而處，體察別人的
狀況，我們不難從這個困境中，提升自我靈性
的修為，以彼此相愛的信念，互助互勉，展現
我們在天主內的救恩和愛情。

陳永超神父

疫情。易情。亦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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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喜 樂 神 父 專 訪

聖多默宗徒堂
St.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My Family & Vocation
家庭背景和聖召

My name is Father 
Petrus Santoso SCJ. I was 
born on March 19, 1977. I 
come from Indonesia. My 
parents are Mr. Agustinus 
Tukijo and Mrs. Florentina 
Wakijem. I am the fifth in 
a family with 7 children. 
When I was little, I had a 
happy life. I received God's 
call in 1986, while I was 
praying the Rosary. After 
that, I told my father and 
Fr. Martinus Van Ooij SCJ, 
and finally I entered Minor 
Seminary in 1992.

我是來自印尼的蘇喜樂神父，我生於1977年3月
19日，父親是Augustinus Tukijo，母親是Florentina 
Wakijem。在七兄弟姊妹中我排行第五，我的童年生活
是愉快的。天主給我的召叫發生在1986年，當時我正在
誦唸玫瑰經，之後我告知爸爸和我的神師 Fr. Martinus 
Van Ooij SCJ，我隨後在1992年進入小修院。

Experience during vocation journey 聖召旅程的體驗

To become a priest it takes 13 years. It's a long 
process. Of course, it takes commitment, loyalty, 
persistence and courage. I faced a hard time when 
my father died in 2001. At that time, I was sad. Then, 
I talked to my mother and prayed together. And 
finally, I continued my education process at Major 
Seminary. As far as I know, I have never been confused 
in carrying out my calling, because I firmly believe that 
God has called me.

要成為一個神父需要用13年的時間，這是一段頗
長的旅程，當中也要求回應者的承諾、忠貞、堅毅和勇

氣。最困難的時間是在2001年，當時父親離世，我極為
難過。我向母親傾訴並和她一起禱告。最後我繼續在神
學院完成我的學習。以我所記得，在我的聖召旅程中，
我從沒有經驗過迷惘的時刻，因為我深信這是天主給我
的召叫。

Coming to H.K. 踏足香港

One tough challenge, even today, is learning 
Cantonese. Sometimes I feel inadequate and almost 
give up. However, thanks to many good people 
sent by God, I can keep studying and learning. I 
reflected that God's help has always come in the task 
of evangelization until now.

我來到香港後，最嚴峻的考驗就是學習廣東話！有
時我真感到自己的不足，甚至想過放棄學習廣東話！但
是，天主派遣很多好的人幫助我，讓我可以繼續努力學
習。我體現到天主不斷在我的傳教的旅途中幫助我！

Encounter with the Lord 與主相遇

From the day I was born, to becoming a Catholic 
and to becoming a priest, I feel that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That is why, I feel His presence in each of 
my prayers everyday. Everyday I pray the rosary, 
daily prayers, celebrate the Eucharist and read the 
Scriptures. Even now I often write reflection and 
share them via Facebook, Instagram and YouTube. I 
promise God to continue to tell the story of His love to 
everyone. My purpose is for everyone to experience 
the wonderful love of God.

自我出世後，然後成為一個天主教徒，繼而成為神
父，每一刻我都感受到天主的美善，因此，我感受到祂
存在於我每天的禱告中。每一天我都會誦唸玫瑰經，做
早晚課祈禱，舉行感恩聖祭和閱讀聖言。直到現在，我
都經常會寫下我的祈禱反省，並透過臉書，即時電報或
影片分享網站，與別人分享，我向天主承諾我會傳揚祂
的大愛喜訊給每一個人，我的目的是讓每一個人都感受
到天主的奇妙恩典。

God Bless 主祐大家

個別嬰兒領洗

Father Petrus Santoso SCJ
蘇喜樂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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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回 顧

「 口 為 主 靜，心 為 主 開 」 避 靜 感 想
1921慕道團導師--曾麗珊

天氣不穩定下，本屆四十多位慕道者，連同導
師們向長洲思維靜院進發。安頓後，繆筆施修女帶
領我們感受身處於山水與脫俗的環境中，以「口為
主靜，心為主開」來體驗身心靈的需要和渴求。在
大自然中與主慢慢散步，讚美天父美好的創造；聽
聽主愛人的詩歌、晚飯與耶穌細味咀嚼、休息前面
對聖體與主訴心聲。翌日董澤龍神主講「祈禱」和
主持感恩祭，最後收到來自天父的情書。這裡再好
仍要下山，各人懷著輕鬆、感恩和喜樂的心情，繼
續「口為主開、心為主靜」與主相偕。

星期六慕道團候洗者--郭榮建
在候洗者避靜中，我參與了很多活動，包括

大自然靈修、詩歌默觀、誦讀聖言及彌撒等。最印
象深刻是修女時常提醒我們要「口為主靜，心為主
開」。這種方式很有用，可以幫助我在祈禱及聚會
前預備，使自己放鬆心情、放下牽掛，安靜下來，
讓真實的我呈現當中，使天主的話語進入我的內心
深處。經歷了兩天緊湊的活動，除了加深信仰的體
會，還增加對自己的認識呢！

星期三慕道團候洗者--梁潔麗
感謝主的帶領，以及導師們周詳的安排和慕道

者的參與，讓這次領洗前的避靜得以順利進行。「
口為主靜 、心為主開」，在這兩日一夜的退修期
間，我們有機會離開城市生活的煩囂，放慢步伐，
全心全意投入主的懷裡。

在眾多的活動中，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大自然靈修」。修女邀請眾人到思維靜院四處走
走，嘗試透過五感 (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 
去感受四週的事物。我沿著小路走，我被一棵蕉樹
吸引著。當停下來，靜心默觀著，看到的不只是成
熟的香蕉，在我眼前的，是一個生命歷程。我不禁
地讚嘆造物者孕育生命的美好，也思考著人生。香
蕉由定植到發芽、孕蕾到成熟，是美好的過程，卻
不是必然的。正如我們的生命，也不會必然的順利
和安穩。有時候，天主會給予我們考驗，令我們感
到疑惑。然而，天主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哪怕是
一顆種子、一個花蕾或是一個成熟的果子，凡祂所
賜予的，都是最好！

疫情期間能夠順利完成避靜，是天主的恩典。
感謝祂一直帶領！最後祝願各位慕道者在信仰路途
上更進一步。

1月24日 關社派發防疫物資 2月21日 堂區網上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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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班 -- 關麗珊
感謝在天主奇妙的安排下，引領我來到慕道班。人過半百

能夠走進天主的懷抱，深信這是一份無形的恩寵。
在慕道期中，感謝導師們在教程和時間的無私付出，悉心

講解和指導，讓我從聖經福音中認識天主救恩與真理，使我對
天主耶穌基督有更深入了解──祂的生活、死亡、復活、衪的
福音、衪的精神和道理。我積極學習祈禱生活和認識禮儀，來
鞏固信仰的基礎。

祈求天父淨化我們的心靈，期待進入天主教會的大家庭，
實踐聖言，學習基督化生活，以天主聖言為生命食糧。

星期二班 -- Janice
我很高興今次有機會藉着文字表達自己在慕道期內的心路

歷程。
我性格比較內向，不善於表達自己。但在慕道期間，我深

深感受到神父、修女、導師和教友的真誠，令我慢慢願意跟別
人分享自己的想法。想起當初上慕道班，是由於我在工作上過
於繁忙，壓力巨大，加上不懂向別人傾訴，而且照顧小朋友及
工作已經佔上我大部分時間，我感覺生活好像失去了意義，但
信仰令我重整自己的心態去認識教友，而且我非常享受下班後
在毫無壓力的情況下，全心全意去了解天主的事蹟。我會透過
祈禱去跟天主溝通，至使我慢慢找到了人生的意義。我希望領
洗後可繼續嘗到天主的恩寵，帶領我行更遠的路。

星期二班 -- 黃洁麗
大家好，我是星期二晚班的慕道者Kiko，我在小學時期

開始認識主耶穌。小時候每當我不開心時就會祈禱和天父談心
事，而每次祈禱之後心情都會好平靜，很快就會忘記不開心的
事情，由負面變成正面。於是，我心中默默地相信天父存在，
衪就是我的依靠，可以得到心靈上的平安。遺憾的是，我所就
讀的中學，不是宗教學校，少了一個機會去認識天主，加上忙
於應付學業及後來的工作，也漸漸遠離了天主，也放棄了對信
仰的追求。

直到我認識了我丈夫，他們全家都是天主教徒。在他們
支持下，我終於上了慕道班。慕道期間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丈
夫、老爺和奶奶都解釋給我聽，而丈夫更陪我一起上課。有他
們的支持，使我更有信心，感覺就像天主再給多次機會我重新
認識衪，所以我很開心能夠成為今年的候洗者。雖然今年受到
肺炎疫情影響，不能上實體課堂，但網上上堂更具彈性，上堂
時間沒有受工作影響而大多數都能夠出席。最後我希望疫情快
些完結，大家身體健康，聖堂的公開彌撒快些重開。

星期六班 -- 郭志森、鄭少容
我倆已是長者，起初我們都是抱着好奇心來參加慕道聚

會。及後，聽了《創世紀》有關天主創造天地和人的過程，
明白天主的慈愛，使我們了解天主的真理，就是要懷着愛德和
信德，信靠天主，學習寬恕，也是正義的指標。透過導師講解
福音的內容，進一步體會天主賜予我們的恩寵，從而懂得關顧
家人和近人。我們自從參與慕道團以後，在每天生活裏處理大
小事務，都曉得以愛為先。領洗後，我們更會信靠天主，一起
多讀聖經，時常祈禱，每個主日都會參與彌撒，緊記福音的教
誨，去實踐愛主愛人。亦希望藉着聖神的助佑，傳揚天國的喜
訊，讓別人也認識天主。星期六班 -- 梁佩茵 Janice

我第一次接觸青衣聖多默宗徒堂是在2019年初，與我家
的菲籍家傭，參加我人生的第一次聖枝主日。當日我偕同兒女
在人群中手執聖枝，不禁問主看到自己沒有！還記得往後每一
次在彌撒中聽到頌唱聖詠時，我總是會哭！因為我感到孤單；
工作上的不如意、有家人生病等等。我問天主真的聽到我的呼
求嗎？漸漸地每個主日我都參與彌撒，並帶同孩子出席兒童聖
道禮。最後，我與丈夫一起參加了慕道團聚會，雖然他因工作
關係，最終未能一起領洗，但我深信主必有祂的安排。

在慕道團的培育，學習到「真福八端」，讓我明白自己早
已是個幸福的人！在過去兩年的種種經歷，縱使是不如意，主
也及時引領我的歸途，安慰著我。領洗在即，祂讓我人生學懂
了依靠和交托。我所經歷的，與耶穌為世人被釘在十字架上相
比，又算得上是甚麽呢！最後，在此多謝慕道團的每一位，陪
伴我一起學習。主佑平安！

星期六班 -- 鄭英佳 Andy、唐慧蘭 Cecilia
參與慕道團聚會不經不覺已一年多，經歷了停課、網課、

復課，之後再停課……或許這是天主給我們的考驗。太太慧蘭
自幼在天主教家庭中成長，一直受着這信仰的培育。而我，從
小至今接觸過不同的宗教，至令我的信仰之路並不平坦。雖曾
在就讀及工作時接觸過天主教信仰，惟一直以來未有感受到天
主的召叫，隨著年紀漸長，不知何時我開始思考人生路向，希
望天主可以給我答案及指引。感謝天主，幸得慧蘭陪伴一起走
這條尋主之路，參與慕道團的信仰培育，在導師們耐心的講解
與分享，讓我對天主教的歷史及教理加深了認識，讓我很想繼
續學習天主的聖言及真理。我倆在2004年12月於聖多默宗徒
堂得到陳國輝神父的降福訂下婚姻盟約，我們期待在這裡繼續
對信仰的追尋，一同在這裡分享信仰的經驗。

星期六慕道班

星期二慕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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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班 -- 黎帶有
感謝主、修女、各位導師及慕道班同學們！我慕道已經

一年多了，對於主耶穌基督拯救人類的事跡及教誨，覺得非
常偉大！我好感恩！得到修女及導師們教導，使我改變了。
以前遇事驚驚、青青、怕怕，做事沒有信心，現在內心變得
平和了。在教堂參與彌撒及祈禱時，求主垂憐指引，人也輕
鬆了，有自信心，心境也平靜了。多謝主的感召而參加慕道
班，讓我有所改變，感謝主！

星期四班 -- 溫文慧
感謝主:
感謝主的蒙召，令我上了一年多的慕道班。
也感謝慕道班導師對我的悉心教導和照料。
感謝主在我迷途中，派遺聖神來幫助我。

以往容易感到迷惘、焦慮和不安，而且會因很多事不似
預期而感到不快，但認識主後，明白主自有安排，令我常懷
喜樂和平安。

感恩在得知奶奶不能成為代母時，導師和修女及時幫我
找到一位代母，令我可繼續完成入門聖事。
感謝主一直這麼愛我！謝謝天主！

星期三班 -- 胡凱琪
彈指之間，為期一年半的慕導班已經臨近尾聲，回首過去

這個學習階段，無論在社會上或是個人上可謂荊棘重重。先是
有反修例運動引起一連串的社會動盪事件；不同立場的爭議亦
影響不少家庭和朋友之間的關係；繼而就是一場持續一年多仍
然未平息的世紀疫症。但是很感恩在這段荊棘的道路上，我有
幸可以參與這個慕道班，藉此緊靠上主，透過祈禱、學習聖言
和聆聽道理，使我心靈得到平和，亦令我更加感恩自己所擁有
的一切恩典。

每次聽畢超神父及盧大姐的課堂後，才深知自己的信仰知
識匱乏，他們能帶給我一個全新的領悟和認知。最令我感恩的
是在慕道期中段，感謝主，送給我人生中另一份寶貴的禮物---
就是我家庭的第二個小生命，使我的家庭更完滿。

我即將領受聖洗聖事，接受天主給我生命中的另一份禮
物，亦是最大的一份，讓我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展開人生的新
一頁，獲享新生命！猶記得盧大姐在第一節課堂分享撒種的比
喻（路 8:5-15），我祝願所有慕道的同學們在新生命開始後，
繼續為心中的信仰種子提供良好的土地，並持續地灌溉。求主
繼續賜予我們力量和堅定的信心，追隨基督，在信仰生活中不
斷地成長，積極地活出信、望、愛三德的生命！

星期三班 -- 李慈恩
我從小至預科都在天主教學校就讀，感受濃厚天主教的氛

圍，渴望認識天主，但繁瑣的世事及不同的引誘，一直未能付
諸實行。過去十年，遇到不同的人生挑戰，最困難的是要照顧
長期病患的父母，當時有強烈的無助感，又十分擔心和恐懼，
令我內心非常軟弱，充斥著窒息的感覺……。

在痛苦掙扎的時候，或許也是天主的召喚，2019 年我決
心報讀慕道班！感謝天主一直派遣許多天使到來我身邊，特別
是我丈夫及女兒，給我無限的支持、鼓勵及教導。亦感恩能參
加超神父、盧大姐、麗貞老師及阿聰助教教導的慕道班。他們
循循善誘，帶領我深入認識和親近天主。讓我了解聖經裏的故
事、福音、比喻和道理後，更明白天主的大能及慈愛，感受主
內的福氣和恩寵。我亦每天祈求天主俯聽及垂憐我及家人，賜
我智慧、體力、正能量去面對生活的挑戰，並把一切交托在天
主手中。

現在我最期待的是領洗後的新生命，繼續做好本份，多行
善，學習耶穌基督捨己為人的精神。祈求天主繼續眷顧及光照
我、家人、朋友及教友的平安和健康。感謝天主！

星期日班 -- 賴佩雯
大家好！在這一年半的慕道期裡，感恩天主讓我能夠

了解到天主教會。在信仰歷程中，我學會天主教的信仰道理
和耶穌基督的真理，時常自我省察，有悔改和感恩之心，亦
常常祈禱、閱讀聖經，主動地參與教會的禮儀活動，在生活
中實踐天主聖言的教導，積極行愛德服務，時刻緊記要學習
耶穌基督的言行，並讚美祂！領洗將近，我和天主之間已經
有着一份親密關係，亦願意祂介入我的生命。我決心以信、
望、愛三德來遵守祂的誡命，並已經準備好領受入門聖事，
成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能夠獲得天主的恩寵！

星期日班 -- 區玉琼
猶記得二零一九年的一個早上，在百無聊賴下，我踏上

了聖堂的楷梯，就這樣開始了第一次參加彌撒，繼而踏上慕
道初探和慕道之旅。在我腦海中，我總是帶著探索嘗試，戰
戰競競的、一步一步向前走。 

起初我完全沒有接觸慕道課程前，我實在沒有想過慕道
課程需時要一年半。試想想:在步伐急促、匆匆忙忙的香港，
怎會有這閒暇呢？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在我們的堂區今屆
都有數十名慕道者參加了慕道課程。各人都懷著一份堅持、
毅力，走到今天，真的要向各位弟兄姊妹致敬。由二零一九
年九月開始至同年十二月七日的收錄禮，這段期間的信仰歷
程，我仍歷歷在目。在收錄禮當晚，大家既開心又感動！

踏入二零二零年，這是驚變的一年。忽然間，世界像停
頓下來。在這情況下，大家為慕道班如何繼續上課而困擾。
感謝導師們帶領網上授課，每位慕道者亦在電腦前精神煥發
地參與網課，課題最終一課又一課地順利完成了。

現在已踏入四旬期，各位弟兄姊妹，我們亦要裝備自
己，要多祈禱和閱讀聖言，積極參加教會的禮儀活動、信仰
生活的反思，加強信德，準備領受「入門聖事」。

星期三慕道班

星期四慕道班

星期日慕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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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區宣佈因痠情關係，2020年12月2日開
始取消公開彌撒等宗教活動。堂區安排網上彌撒給
各教友參與，並唸「神領聖體經」以代替領聖體。
直到2021年2月14日開始，教友可在星期日網上彌
撒後回聖堂領聖體。編輯組記者在2月14日當天訪
問了教友的感受！

蔡少娟(鄭太)：晨早網上彌撒後可到聖堂領聖體，
感受“如獲至寶” 、“感動” 、“心中有火”，
像天主拖著你的手，心情難以形容！

賀惠蘭：回到聖堂領聖體，感到踏實平安，心中開
心！

梁思敏：一個從未曾有的特別安排，心裏一方面很
寧靜、另一方面很開心和感恩。希望疫情改善，大
家能有正常的宗教活動，多一點和天主溝通。

何志偉  陳楚娟  盧惠明：有形聖體、無形恩惠，
能回到聖堂領聖體，心情激動和興奮開心！真是驚
喜！網上彌撒沒有直接感覺，但到聖堂領聖體感到
與天主有溫馨接觸，主在心內！

洪悅恩，洪梓然，洪朗齊小朋友：雖仍未可領聖
體，但可見到超神父很開心！很期望有正常的彌
撒！

李惠霞Eva：心情激動，自1986年領洗以來，從未
間斷彌撒和領聖體。因疫情關係，只唸神領聖體
經。現在可實領聖體，感謝天主！期待天主帶領，
我們可到聖堂參加彌撒。

鄺國全：得知有實體領聖體，心中感恩。透過領聖
體，基督以其生命賜給我們的食糧，從而有力量接
受生活的挑戰！

黃麗貞：完成網上彌撒，跟著回到聖堂領聖體，才
是完整的彌撒。見到聖堂其他教友，有一種弟兄姊
妹團聚的感覺！

文珊：返聖堂像回到天主殿宇，安穩寧靜，與天父
連繫，心情興奮！

鄧文儀：回到聖堂心中歡欣，希望盡快回復正常彌
撒。

馬心茹及其家人：直接回聖堂進行領聖體很好，如
能在聖堂進行彌撒就更好！

吳志聰和吳太：網上彌撒後唸「神領聖體經」，不
及從神父手上領聖體那樣實在，領實體聖體，感覺
十分好！

黃晞桐：開心及興奮！網上的不可以代替真實的領
聖體！

趙喜萍：很開心能回來實領聖體，感謝神父的安
排。望著耶穌聖體，十分感動，信德提升！

何耀勳：以前看過有關國內山區教友的記錄片，因
神父不足夠及地區偏遠，可能要隔多個主日才有神
父到來送聖體。當時看後感覺不大，但經過今次疫
情後，才驚覺主日可領聖體不是必然的！所以現在
很珍惜可實領聖體的時刻。

教 友 可 重 回 聖 堂 領 聖 體 的 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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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ed to Give!
The Filipino Catholics will celebrate 500 years 

of Christianity this year, 2021. In 1521, a Spanish 
expedition headed by Ferdinand Magellan landed in 
the Philippines. With the Friars on board they shared 
the Catholic faith to the natives. 

The theme of this 500 years celebration is “gifted 
to give” taken from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0 
verse 8; “Heal the sick, bring the dead back to life, 
heal those who suffer from dreaded skin diseases, 
and drive out demons. You have received without 
paying, so give without being paid.” As we received 
the faith we must share also the faith to others. Faith 
is not to be kept but it must be shared. The Filipino 
Migrants are the new missionaries. They are filling the 
churches on Sundays thanking and asking the Lord 
for strength to persevere in their journey as migrant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are their faith to others. 
There are touching stories of Filipino Migrants, who 
become an instrument, that their employer became 
part of our Catholic faith. The Filipino Migrants are 
called not only to work for their families but also to 
work and labor for the vineyard of the Lord. Filipino 
Migrants are sent to share their faith to all nations. 

The logo was the painting of a national artist, 
Fernando Amorsolo entitled; “The first baptism in the 
Philippines.” 

Figures in the logo are the Cross, a ship, the 
Holy spirit, the sun, and the holy rosary and a Friar 
bap-tising a native.

I would like to quote and use the explanation 
from the CBCP (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in the 
Philippines), the meaning of the symbols or figures 
and colors in the logo. 

“The cross signifies the Christian salvation while 
the ship signifies the expedition which brought the 
faith to the archipelago.

The hovering colour blue, meanwhile, shows 
various symbolisms. Most notable among them is its 
depiction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form of a dove.

The background is the “Philippine Sun”,  the sun 
signifies new beginning, the Risen Christ, the hope of 
our salvation.

Underneath, (the color red), is the fish which 
symbolise Jesus, as the early Christians would 
use it to indicate or introduce their selves to fellow 
Christians. It is coloured red to signify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had been the seed of our Christian faith in 
imitation of Christ.” 

The blue beads (below the read color) also 
depicts the holy rosary. 

It is notable that the entire color scheme 
resembles the Philippine flag, “for the Christian 
faith is nev-er a threat to our Filipino culture nor 
alienated its richness, because indeed Christian 
values go be-yond and cross over any sort of cultural 
diversities.” 

In all of these, the images are place on a 
“subtle and gentle had of God the Father” in a 
bold ac-cented brown lines, “from whose uncreated 
wisdom has planned that all these events will be 
unfolded according to his will, giving us the whole 
picture o what we are to celebrate now, the 500 years 
of our Christianity.” 

The Chaplaincy to Filipino Migrants, here in 
Hongkong are organising activities to promote the 
500 years celebration of Christianity.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we find ways to promote and cele-brate 
our faith. We organise various talks through on-line. 
This is to teach and inspire our Filipino catholics to be 
passionate of their faith by giving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Church through service and apostolate. In the 
gospel of Matthew 5:14-16, “You are the light for the 
whole world. A city built on a hill cannot be hid. No one 
lights a lamp and put it under a bowl; instead he puts 
it on the lamp stand, where it gives light for everyone 
in the house. In the same way your light must shine 
before people, so the they will see the good things 
you do and praise your Father in heaven.” Our faith 
must be shared, because true faith builds community. 
It is the will of God that all may be one, and our faith 
should not remain a devotional but should give life to 
others by our charitable acts, by our apostolate. 

Fours ago we started an apostolate called “Street 
Evangelization”, our Chaplaincy volunteers will go to 
the parks, streets, where there are Filipino Migrants 
are gathering on Sundays and we share our faith by 
a short catechesis, we pray the rosary together, and 
during lent we pray the stations of the cross. This is 
a small act of mission but this is  important to show 
our presence in the streets and parks. I was reminded 
one of the visits in the streets, a Filipina told me, “You 
know Father for 18 years here in the park, where 
we gather during our day-off, this is my first time I 
encounter Catholics visiting us.” Let us evangelise 
people where they are. And, with God’s grace they 
will be uprooted and be part of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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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亡者祈禱
請為本堂善別組（1/12/2020至15/3/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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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南生        吳麗娟       郭桃金        汪    森
謝紀平        黃金妹        鄭英明

2021 聖 週 網 上 直 播 禮 儀 時 間
日 期   Date 時 間   Time 禮 儀 事 項   Mass/Liturgy

3月28日（聖枝主日） 早上十一時正
基督苦難主日 - 隆重進堂禮
特别牧民安排（領受聖體）時間：
上午九時正及中午十二時十五分

4月1日（聖週四） 晚上八時半
主的晚餐（彌撒）
*禮儀後 不設 公開送聖體

4月2日（聖週五）
*當日應守大小齋

下午三時正
救主受難紀念 （禮儀）
*禮儀後設有公開朝拜十字聖架及
公開送聖體，詳情請留意當日禮儀的堂區報告。

4月3日（聖週六）
晚上七時四十五分 守夜禮前夕聖言誦讀

晚上八時正
至聖之夜逾越節守夜禮（彌撒）
 *禮儀後 不設 公開送聖體

4月4日（復活主日） 早上十一時正
耶穌復活主日
特别牧民安排（領受聖體）時間：
上午九時正及中午十二時十五分

*因應疫情，請留意堂區最新安排*

*聖周五：鼓勵教友屆時在身處位置的前方放置一個十字架，
一起在禮儀中向十字聖架中的主基督致敬及默想祈禱*

*聖周六：為更投入參與禮儀中的「燭光禮」，鼓勵教友屆時在家預備蠟燭，
在禮儀中點燃，迎接復活基督的光，一起參與這個至聖之夜*

Be a witness of your faith. We are called to be a 
prophet, to give witness of our faith. As Bap-tised we 
must be ready to stand and fight for the faith. But how 
we stand for our faith if we do not know our faith? Our 
faith is informed faith, meaning we have the duty to 
study and learn our Cath-olic faith.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learn from me, because I am gentle and 
humble in spirit; and you will find rest…” (Mt. 11:29). 
One way to celebrate the 500 years of Christianity is 
by renew-ing our faith through on-line talks about our 
Catholic faith. 

Let us nourish our faith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true believers who are willing to make sacrific-es in 
building God’s Kingdom here on earth. 

By Fr. Jay Flandez, SVD
Chaplain of Filipino Migrant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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