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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聖誕節
（第二版）

牧者的話
Every year, all around the world, Christmas celebrations 

are always eagerly awaited, well prepared and missed. And 
now, it is here. We can celebrate together !

Christmas events are always told, read and taught. And 
now, we can experience it by joining the activities held by our 
parish, St.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Christmas has been celebrated for almost two thousand 
years. What is the essence of Christmas? Basically, it is 
the greatest love story ever told and ever lived, the story of 
God’s love for us. From the beginning, until now, and in the 
future, its meaning will not change. It marks God’s love for 
us all.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th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God has redeemed us from sin 
and death. And our hearts beat with the constant joy of being 
saved, freed and loved. It is so sweet ! 

During Advent, we wait for, we long for, we prepare for 
Christmas. Beginning from Christmas Eve, celebrations will 
be held in the Church. The Christmas carols will be beautiful. 
The decorations will be beautiful. And of course, you and 
your smiles will be beautiful. Yes, Christmas is coming. 
Christmas is coming to our town. Christmas is coming to our 
family. Christmas is coming to our hearts. And Christmas is 
the most beautiful story of our lives, because we are saved, 
we are set free and we are loved by Him. It is so touching !

In this festive season, Pope Benedict XVI has a special 
gift for us. He once said, “Joy is the true gift of Christmas, 
and we can communicate this joy simply: with a smile, a kind 
gesture, a little help, forgiveness. And the joy we give will 
certainly come back to us.”

Yet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people who, even at 
Christmas, are still wounded, harboring heartaches, not 
repenting their sins, and not able to forgive. What is 
Christmas celebration for them? Is Christmas a time of love 
or a time of unhappiness? What can they do when there is 
no love in their hearts? It is so sad ! 

Let us pray for them and hope that Christmas peace , 
joy and love will come to them eventually.

Finally, I sincerely wish everyone of you a very Happy 
Christmas! If we meet and greet each other during the 
celebrations, our Christmas will be complete. To those whom 
I may not have the chance to meet, I send my Christmas 
wishes, prayers and blessings. Amen.

每年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期盼著聖誕的來臨，
他們為此作好了一切預備，並且帶着熱切的心情等待
着。現在，聖誕已經來到了，我們一齊熱烈慶祝吧！

我們一般只是聽到、讀到、學到有關於聖誕的事
蹟，但現在我們卻可以親自經歷，一同歡樂地參與本
堂「聖多默宗徒堂」舉行的一連串慶祝活動。

聖誕的慶祝活動已經有近二千年歷史，而聖誕的
本質、精髓又是什麼呢？基本上，聖誕就是一個用「
愛」編織而成，最偉大的愛情故事。無論時間如何改
變；過去、現在與將來，她的意義也永恆不變。這個
日子標誌着主對我們的愛：「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
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
反而獲得永生。」。天主把我們從罪惡和死亡中救贖
出來，我們被救，被愛，被釋放。這喜樂是一種由心
而發、持久不斷的真正喜樂。啊，真甜蜜呀！

從將臨期開始，我們每天都在等待著、盼望著、
預備著。從聖誕前夕起，堂區將會舉行連串聖誕慶祝
活動。屆時將會有美妙的聖詠，美麗而莊嚴的佈置，
當然還有你們美麗的笑容。是的，聖誕來臨了，聖誕
來到了我們這個城市，來到了我們的家庭，來到了我
們的心中，而聖誕就是我們生命中最美麗的故事，因
為我們得到了救贖，得到了釋放，得到了上主的寵
愛。啊，真感動呀！

在這特別的日子，過去教宗本篤十六世為我們預
備了一份特別的禮物，他曾經說過：「喜樂是聖誕的
真正禮物，我們可以簡單地傳遞這個訊息：只需要一
個微笑、一個善舉、一點幫助、一份寬恕。而我們所
給予他人的喜樂也必會回流到我們身邊。」

但有些人縱使在聖誕期間，仍會受傷、心碎、不
肯悔改、不能寛恕，真是可惜。那麼，聖誕對他們來
說是甚麼呢？聖誕是一個充滿愛的時光，還是一個不
快樂的時光呢？如心中沒有愛，他們可以做甚麼呢？
啊，真可悲呀！

讓我們為這些人祈禱，希望聖誕的平安、喜樂和
愛，最終也降臨在他們身上。

最後，我衷心的祝願你們每一位，都有一個非常
快樂的聖誕！在慶祝活動那天，若我們能相遇和互相
問好，那麼，這聖誕便會變得更完滿。而對未能遇上
的你，就讓我在此送上問候、祈禱和祝福。亞孟。

Christmas is a Love Story, pure and simple.
聖誕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愛情故事

Fr. Petrus Santoso SCJ

蘇喜樂神父



2

抄寫聖經運動 -- 培育組

抄寫聖經 -- 廖彩霞

培育組本年度繼續推行「抄寫聖經運動」，鼓勵
教友細味聖言，生活中實踐聖言。分別於7月4日、8月8
日、10月10日邀請到本堂主任司鐸陳永超神父、聖保祿
女修會屈淑美修女、明愛行政總裁閻德龍神父帶領主持
及靈修分享。這段時間，縱然受到疫情和適逢聖堂維修
的影響，引致聚會限制和困難，但是教友仍是十分渴望
信仰和心靈的滋潤，反應不錯，每次都有幾十人出席，
其中有教友三次活動都參與。

在每次抄寫聖言活動中，參加者表示從講者的帶領
和心得分享裡，讓他們獲得禆益和美麗體驗。超神父提
醒抄寫前要做好靈修準備、祈禱、身體的狀態，特別留
意呼吸和雙手的觸感，不著意抄寫多少，只要用心和投
入。屈修女略談書法與靈修的重點，要專注書寫(用毛筆
也可)，先進入靜的狀況，做到氣定神悠，寫字就是一種
修為，達致靈修。閻神父帶領大家修斂心神，如何默想
聖言，抄寫時遇到那些字句或段落觸動心靈的，就多反
覆思量，讓主耶穌進入。

原來抄寫聖言，就是讓自己與主相遇；分享聖言，
就是福傳。   

今年「抄寫聖經運動」同往年一樣，培育組提供抄
經小册子。而今年更豐富了活動的意義；參加者每次活
動都要繳交費用，有關收入是捐助予香港明愛作慈善用
途，幫助有需要人士。

感謝天父，2019年開始，便參與了堂區「抄寫聖
經運動」。儘管我是個缺乏自信、焦慮多疑，並在生活
中多次跌倒犯錯、軟弱膽小的人。但我相信天父仍然愛
我，沒有拋棄我，從生命創造開始…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瑪 3：17)

在抄寫耶穌顯現給多默的一幕(若20：24-29)時，
主觸動了我。彷彿是主耶穌親自來走近我，觸摸我的傷
口，並安慰我。

主耶穌將愛帶給我，帶回我心內。讓我心改變，不
會再做個有仇恨的人，不會被忿怒所操縱，衪治癒我的
傷口。在主前，我承認自己的不足有限，在主內，我找
到新力量！

抄寫聖言，帶給我一份所需的養份。漸漸地，內心
多了一份平和。現在會用比較放鬆的心情去面對生活。

「願你們平安！」(若 20：21)

感謝主與我同行，我不再孤單！

來！抄寫聖言(經)，擁抱聖言，擁抱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14：6)

超神父分享

閻德龍神父分享

屈淑美修女談書法靈修

聖多默宗徒堂
St.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十 年 人 事 幾 番 新                            超神父 

感動、感恩、感謝主，感謝周主教！各位弟兄姊妹，轉眼間，已
在聖多默服務了九個年頭，而亦踏進了第十年。大家已從公教報得悉
我的去向了，雖然帶著不捨之情，但仍需向大家道別，謝謝各位對我
的包容和關愛，使我的生命更盈豐富。

希望在教會內，我們仍然彼此代禱，互相服務。

主佑您和您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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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聖若瑟年後感                      編輯組員：陳靜儀

雖然在聖經上沒有太多章節論及「聖若瑟」的生
平事蹟，但教宗方濟各欽定從上年2020年12月8日至今
年2021年12月8日為特別的「大聖若瑟年」。教宗更特
別指出聖若瑟是個「不引人注意的人，他臨在於日常生
活中，少言寡語且不露面」，但他卻擔任了「救恩史上
獨一無二的主角」，並指出大聖若瑟具備父親的七個特
質：受人敬愛、溫柔慈愛、聽命、樂於承受、勇於開
創、勤勞和甘於默默在背後付出。

對「大聖若瑟」這位慈愛父親所擁有的七個特質
中，最能觸動我的屬靈思想有以下幾點：

1/聽命和樂於承受

他的聽命，是作為一個忠實基督徒的基本信念；他
的堅定信德讓他樂於承受這份使命。在現今事事講求經
濟效益和自我價值放大的年代，越來越多人只著重個人
利益，計較付出與回報，「聽命」和「樂於承受」的使
命不是人人可以輕易地做到！「聽命」是需要無比的勇
氣和堅定的信德，更需要對天主充分的信賴和謙卑的服
從。當然，這份信賴和絕對的服從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説
説便擁有的，是需要長久以來與主建立的親密關係培養
而成的。--- 信德

2/甘於默默在背後付出

從他不問自己可得的報酬和不高舉自己的成就，只
甘於默默地在背後付出，特顯他高尚的謙遜品德和淡泊
名利的優良情操。在現今功名利祿充斥下的社會，一般
人都只會為名譽或為著利益的成果份上才肯付出，默默
的付出只會換來「儍瓜」之名。但這些只是被污染了的
世俗觀念，若從屬靈的眼光看，跟隨主的路是獲得更豐
盛的生命和永恆的賞報，比起不恆久的賞報(世上的名和
利）實在不能相提並論！聖若瑟卻能透徹地看清世情，
而有這份以卑微身份的謙遜態度在背後默默地付出，真
是難能可貴！亦見証他回應對天主「愛的召叫」。--- 愛
德

3/勇於開創

他勇於開創的態度更是我們好好學習的榜樣！他面
對危難或困惑時並不退縮且不逃避，用對生命充滿熱忱
和懷有希望的信念面對之。另外，他剛毅不屈的精神和
靈巧的頭腦，想出化險為夷的主意，讓聖母和耶穌安全
地度過一關又一關的危難！一般人通常面對生死關頭時
會產生恐懼與不安，自然會退縮或逃避，若沒有對天主
堅毅不移的望德，從而找到天主賜予的平安，相信亦很
難逾越人性的恐懼弱點！--- 望德

大聖若瑟具備了對天主的「信、望、愛」三項美
德，正正給我一個反思、自省的機會，希望仿效他般與
主建立長久親密的關係；學習虛空自己；讓聖神臨於我
身 ， 好 好 地 修 剪 自
我；聖化自己，讓我
擁有天主的平安和與
主相偕的喜樂，有勇
氣地和謙遜地聽命於
主，擁抱自己的十字
架，跟隨主！

與大家共勉之！

堂區更新   共議同行                        堂區幹事會

為回應2020年《聖職部實施訓令 — 堂區團 體的
牧民轉變 為推廣教會福傳使命服務》 文件及香港教區
指引，堂區將會於2022年開展「堂區更新三年計劃」。

在過去的十月至十一月期間，堂區評議會透過各
善會代表，向善會成員就堂區現況收集意見，分別從福
傳丶培育和牧養方面檢視堂區的優勢丶不足、機遇和威
脅。是次意見收集只為堂區幹事在擬訂堂區更新三年計
劃時較全面，以及提供一些具體的方向和活動建議。

適逢世界主教會議的舉行，香港教區已經發問卷諮
詢教會內各成員，本堂區亦會配合相關安排，邀請本堂
教友參與，希望大家弟兄姊妹的意見和參與能有助堂區
丶教區及整個普世教會的成長。

「堂區是教會在一個地域內的臨在，一個造就聆
聽天主聖言、基督徒的生命成長、交談、宣講、愛德外
展、欽崇和慶祝的環境；堂區是團體中一個有如大家庭
的團體。」（教宗方濟各）

願我們同心祈禱，祈求教會內的每個堂區都能真正
成為一個「眾家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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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愛 小 型 賣 物 會              Gloria 

明愛賣物會是香港明愛一年一度的主要籌款活
動之一，原定於港九新界六個地區舉行。可惜，有
鑑於現時舉行大型活動需要遵守聚會人數上限，而
場地的批核和各項防疫措施的要求尚未清晰等種種
不明朗因素，所以明愛決定停辦2021年大型慈善
賣物會。

雖然今年沒有大型賣物會，但本堂將透過不同
形式的愛德服務，繼續支持明愛籌款活動。故此，
決定於聖誕前夕舉辦明愛小型賣物會。是次賣物會
之目的除了為明愛籌集善款外，更希望藉著堂區與
本堂教友攜手合作和參與，一起共襄善舉！ 

今次售賣物品主要有：衣物、玩具、家品，都
是由善心人士捐贈的。賣物會所籌得的款項會直接
存入明愛之銀行戶口，所得的收益會用來支持明愛
在本港的各項服務，主要包括社會工作、教育、醫
療護理和社區服務。明愛每年的經常開支預算超過
20億港元，除政府資助外，實在有賴各方的捐獻和
各項籌款活動，明愛才得以維持必須的優質服務，
以及開展其他有意義的服務，惠及徬徨無助的人
士。

堂區為是次賣物會收集了各式各樣的物品，由
於數量頗多，於是就招募了堂區教友協助處理。我
們先將物品進行分類，然後清潔和整理包裝，再為
其標價。雖然本港疫情稍為回穩，但我們都不能掉
以輕心，賣物會必須高度配合堂區的防疫安排。

作了風險評估，以及經過反覆思量和商量，有
別以往，是次賣物會假堂區停車場舉行。要於人流
控制與商品展示之間取得平衡，就要花點心思、下
點功夫去設計場地佈置，旨在方便大家逛得安心又
稱心，更期望各樣物品都能找到一個好歸宿！

今次特意揀選聖誕前夕舉行小型賣物會，希
望能為大家提供多一個選購聖誕禮物的渠道，送禮
同時又可行善，為這個聖誕佳節加添一份意義和溫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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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亡者祈禱
請為本堂善別組(16/6/2021至15/11/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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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燕金     陳國強     石祥德     謝文英     詹金陵     郭慧玲

余晉邦     李壽英     施翠英     關莉文     陳滿瓊     譚妙月

陳玉霞     姚輝林     李炳基     譚志豪     陳    德

周 守 仁 主 教 簡 介                         編輯組

梵 蒂 岡 於 二 零
二一年五月十七日公
布，教宗方濟各已任
命耶穌會會士周守仁
神父為天主教香港教
區主教。

周守仁主教現年
六十二歲。他於一九
五九年在香港出生，
並於一九九四年在香
港 晉 鐸 。 他 獲 美 國
哈佛大學教育博士學
位。他曾是耶穌會中
華省省會長及華仁書

院（香港及九龍）校監。基於耶穌會為中華省新省
會長在任命上的安排，周守仁主教的祝聖禮延於本
年十二月四日（星期六）舉行。 

周守仁主教的牧徽，當中有著代表天主聖神
的鴿子，心胸廣濶而具視野的長頸鹿，促進相遇且
具香港特色的青馬大橋，以及多元而合一的中心標
誌；周主教是耶穌會士，他在牧徽上選用了耶穌會
的符號，其格言更用上了耶穌會的座右銘「愈顯主
榮」。

對於牧徽盾形左上方的長頸鹿，周主教表示眾
多華仁書院的學生都聽過他說長頸鹿的故事：長頸
鹿有著顆大大的心，這象徵了廣納和慷慨的胸襟，
長長的頸亦讓牠有著廣濶的視野，「視野短，容易
製造恐慌給自己，看得長遠些，沒有那麼緊張。」
而長頸鹿在牧徽中特別之處，是牠也破格地把頭伸
出了牧徽盾形之外，視野不受局限。

至於鴿子的形象取自創世紀諾厄方舟的故事，
鴿子啣著橄欖樹枝，枝上七色葉便代表了天主與人
立約的彩虹標記，表明再沒洪水消滅大地，「這是
天主珍惜生命和愛的承諾」。而鴿子所象徵的天主

聖神從外飛入牧徽盾形右上方的部份，這同時意味
著聖言成為血肉，救恩介入人類歷史當中。

牧徽的中心標誌代表著多元而合一，當中不同
顏色線條代表不同的人，但同時也連在一起，反映
出要尊重每個人的獨特性，要欣賞彼此的不同，再
在多元中找到共同關注點，繼而一起共融合作。

周守仁主教的牧徽下方選用了青馬大橋，他提
到教會的使命是成為不同界別走過來相遇的橋樑，
「橋本身就是讓人踩過自己，沒有人行，這條橋就
沒有用了。」而橋下流水，象徵時間流逝，亦代表
教會作為橋樑的使命則持續不變。

周主教期望牧徽能展現他對牧民的關懷。

懇請大家一起為周守仁主教祈禱：願他身體健
康，堅守仁愛精神，承行主意，在聖神的引領下，
帶領香港教會邁向更美好的明天。

（資料來源：公教報）

周守仁主教牧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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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事 與 活 動 回 顧

7月3日堂區牧民議會議員祝福禮

7月4日嬰兒領洗

7月25日聯絡員新會員入會

8月29日
禪繞畫工作坊

8月8日101慕道班暨
活力信望愛工作坊--石膏聖像

8月28日年青人入門聖事

9月5日貼心馬賽克拼湊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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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郭怡雅神父學生參與彌撒 9月26日嬰兒領洗

10月30日主日學開學彌撒
暨導師派遣禮10月31日玫瑰月結束祈禱會

9月26日聖言宣讀員派遣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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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儀 日 期 時 間

天主之母節暨新年彌撒
New Year Mass (English)

2022年1月1日（星期六）
January 1, 2020 (Saturday)

上午十一時正
9:30am

2021 聖誕節禮儀時間表

2022 新年禮儀時間表

彌 撒 日 期 時 間

聖誕節子夜提前彌撒（中文）
子夜前夕聖詠祈禱

Christmas Vigil Mass (English)

12月24日（星期五）

December 24 (Friday)

晚上七時正
晚上十一時十五分

9:00pm

聖誕節子夜彌撒（中文）

聖誕節日間彌撒（共兩台）

Christmas Masses

12月25日（星期六）

December 25 (Saturday)

子夜十二時正

按中文：早上八時正
                    早上十一時正

According to the Sunday Masses

聖家節彌撒
The Holy Family Masses

12月26日（主日）
December 26 (Sunday)

按照主日各台彌撒時間
According to the Sunday Masses

天主之母節暨除夕謝主彌撒（中文）
New Year Eve Mass (English)

12月31日（星期五）
December 31 (Friday)

晚上七時正 
9:00pm

10月1日星期五，堂家組為教
友舉辦了「浪漫水鄉夫婦簡愛同
行」的大澳朝聖之旅。由施修女
帶領，23對夫婦參加者從青衣地
鐵站外出發，行車約1小時抵達大
澳，遙望有數人在林蔭路旁向著我
們揮手，經組員Samuel介紹得知
是專程來接車的印度籍JoJo神父與
及當地教友和義工；甫下車，他們
逐一向每對夫婦遞上花球，此舉真
是令人喜出望外。

 義工領著我們在紅樹林水鄉間繞了一圈，約半小時
後進入了大澳巿區，在太平街步行不遠便看到永助聖母小
堂。聖堂小巧而精緻，外圍安放了許多純白的聖像，較特
別的是園圃裡的聖若瑟卧像，望之像是在沈思！

 神父和教友先為我們介紹聖堂的歷史，參觀聖堂後
是彌撒，繼後的午膳是美味的盤菜宴--由當地教友代訂。
餐後自由活動，弟兄姊妹各隨喜好，到巿集選購土產又或
漫步登上300呎高的虎山，遠眺周遭的景色。

 下午是分享及遊戲環節：施修女引領夫婦互相凝望
同時以手去感受對方的體溫和脈搏，嘗試去重拾那或已漸
逝的感覺。Samuel 的環節分組進行，故事觸及家庭內不
同角色間的張力，劇情細膩感人，每組派員按劇情做出動
作，另外的人則分別為演員配上對白，眾人演來傳神幽
默，歡笑聲不絕於耳。活動到5時結束，大伙兒乘車返回
青衣城解散。

後記與感想

1. JoJo神父待人親和，有若慈父，彌撒中的分享細緻
感人，從他身上感受到主的愛。

2. 各堂家組成員的努力和付出：如Samuel勞心為行
程周詳策劃，他設計的遊戲深受參加者的歡迎！組員梁醫
生大清早跑回聖堂借來手提心臟除顫器隨團，為保大家平
安(因知有團友安裝了心臟起博器)。

3. 大澳聖堂很有凝聚力：當日在場協助的義工，許多
都來自其他堂區。

浪漫水鄉夫婦簡愛同行 -- 大澳朝聖之旅         嚴匡良



9

Oct 17, Mass to celebrate the 500 years of 
Christianity in the Philippines. 

Since the majority of our parishioners from 
the 9:30 am mass are Filipinos, we were given the 
permission from our parish priest, Fr. Joseph Chan, 
to allow us to celebrate the mass with the theme 
“GIFTED TO GIVE” in light of the 500 years of 
Christianity in the Philippines. 

The mass was presided by Fr. Jay Flandez, SVD, 
the spiritual director of the Chaplaincy of Filipino 
Migrant Worker in HK, and was concelebrated by 
Fr. Petrus Santoso, our assistant parish priest. We 
Filipinos rejoiced over the hundredfold blessings 
and graces of mission received by every baptized 
Christian.

Sto. Nino, the baby Jesus in Cebu, Philippines, 
is the best gift given from our Heavenly Father. 
Our faith in Him dominates our life, culture, religion 
and society, and we aspire to bring this faith and 
blessings everywhere and share this gift of faith with 
others. We believe that we are sent here in Hong 
Kong not only to work but also to spread and 
evangelize with greater hope. We gain confidence 
through prayer and from our community. We are 
grateful that we are still alive and are part of the 
celebration this year. We Filipinos will continue to 
proclaim this life-giving faith from our Lord to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Hong Kong. May our works 
and service in the church inspire others and be a 
witness of Christ’s compassion, mercy and love. 

500 YEARS OF CHRISTIANITY IN THE PHILIPPINES CELEBRATION

聖多默宗徒堂的教友都知道逢星期日上午9:30
，英文團體均進行英文彌撒。但大家知道今年對菲
律賓教友有甚麼特別意義嗎？今年是慶祝菲律賓開
教500周年，感恩傳教士昔日把福音帶到祖家。對參
與彌撒的菲律賓教友而言，10月17日是一個特別慶
祝的日子，慶祝的主題是「Gifted to Give」，每人
都有天賦，而每人都需要給予、菲籍教友樂於與人
分享信仰。在香港工作的同時，菲律賓教友亦是透

過服務和愛的表現，把福音植根於香港家庭之中。

感恩祭由菲籍人士專職司鐸范進峰神父（J. F. 
Flandez）主持，助理司鐸蘇喜樂神父（Fr. Petrus 
Santoso）等共祭。作為聖多默宗徒堂的一分子，我
們一同支持菲籍教友，繼續投入教會生活，為未信
主的人作見證。。

慶 祝 菲 律 賓 開 教 500 周 年    Gifted to Give

STEC
MEMBERS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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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C
MEMBERS SHARING

In preparation for our renewal of commitment, we’ve 
organized teachings for the different ministries during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year. 

On July 11, we started the teachings with Lectors and 
invited Eloisa Damulo as the speaker and the Choir/ Music 
Ministry group led by Edmund Damulo and Mark Tan as the 
speaker. 

On July 18, we invited Aise Manuel from the Church of 
Annunciation as the speaker for the Altar Server training. 

On July 25, we invited Sr. Cora Dimetillo, RGS to speak 
for the Eucharistic Ministers of Holy Communion.

On 1 August, we invited Sr. Shinoby for the teachings 
for our Collectors and Ushers.

On August 15, the Solemnity of the Assumption of Our 
Blessed Mother we had the Commissioning and renewal of 
commitment for all ministries. 

MINISTRY TEACHINGS AND COMMISSIONING/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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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ame day, at 3:00 pm, we spent Holy Hour to 
honor Our Blessed Mother and to pray to her Son, Jesus 
to bless our community, our family and others. Though the 
attendees were only seven people, accompanied by Fr. 
Joseph, during the Benediction, we felt the presence of 
God as promised in Matthew 18:20, “Where two or three 
are gathered together in my name, there am I in the midst of 
them.” We felt peace, joy and refreshed that day. 

On Sept 12, an Altar Server refresher course was held 
and shared by Jacky and Raz, followed by a Q & A with 
Fr. Joseph. The course reviewed the service of an altar 
server during mass; the do’s and don’ts of altar service,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riest and the server. It was a 
very informative afternoon that made our altar servers gain 
confidence in doing their tasks during mass. 

HOLY HOUR ALTAR SERVER REFRESHER

Minist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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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C
MEMBERS SHARING

During Oct 1, National Day, which was a statutory 
holiday, our Legion of Mary 1 & 2 parishioners went for 
a pilgrimage in Tai O, Lantau with other legionaries in 
other parishes. They hiked up the mountain and saw the 
beautiful view of Tai O while praying the Holy Rosary, had 
lunch which was generously prepared by the parish priest 
of the Mother of Perpetual Help Parish, and celebrated 
the mass for pilgrims. It was a full day activity. 

Oct 24, Rosary Gathering. The month of October 
is dedicated to the Holy Rosary. The Legion of Mary in 
our parish hosted this gathering every year to honor Our 
Blessed Mother. During this gathering, we encourage 
others to pray the Rosary during this Holy month and 
beyond.

Nov 14, Advent Recollection conducted by 
Fr. Miriyala Bala Kishore, SDB.

Nov 21, Sunday School first communion and new STEC officers 
commissioning. 

LEGION OF MARY PILGRIMAGE ROSARY GATHERING

ADVENT RECOLLECTION

FIRST COMMUNION AND
STEC OFFICERS COMMISSIO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