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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唯一的愛

be pierced as a sign of supreme love for humanity. Have we 
a heart that is truly human, Christ-like? Do we sincerely love 
and forgive those who sin against us? Are our hearts ready 
to share the sorrow and misery of our neighbor? Do we 
come to the aid of the needy and give, sacrificing even our 
comforts?

Admittedly, many of us are in various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trials, even Mother Teresa herself felt both a 
dryness and emptiness in serving God at various times 
throughout her life. That is by no means uncommon, both for 
religious and the laity alike. Our prayers don’t get answered. 

Trouble seems to be brewing all around us. There 
are pressures at work or with the family or 

such that are just too much to bear! God 
allows us to undergo trials to 

strengthen our souls or cleanse 
them of sinful habits or inclina-
tions. Yet, as hard as may be to 
believe, God is very much there 
with us through these struggles 
and wishes us to help Him 
bring whatever good we can. 
When we become servants of 
His love in our families, com-
munities and our world, we 
become ministers of compas-
sion and agents of healing.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opens the eyes of our hearts.

 
Jesus Christ, the Word made 

flesh, is a real person. He has a 
heart. This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consoling thing about him. In all its mate-
rial, historical and physical density, the ‘him’ 

is the reality we cannot escape, erase or deny. 
Jesus is not a myth like one of the Greek gods taking 

on human or animal shape. The person of Jesus haunts and 
pushes us beyond our limits into new realms of thinking and 
existing. With him we always have to begin anew. With Jesus 
it is always personal; we always have to begin in either 
response to or refusal of the encounter. We cannot slip or 
evade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that this person requires of 
us. This is the meaning of the image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It is always a personal, affective, devotional relation 
with the whole of Jesus, contained in the image of his heart 
alive with love. Christian life is thus essentially related to the 
person of Jesus.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is an invitation to know and 
love Him. And having known Jesus and loving Him, we can 
only share His Love with others who still have space in their 
own hearts for Jesus.

MOST SACRED HEART OF JESUS, MAKE MY HEART 
LIKE UNTO Y OURS!

The month of June is 
traditionally dedicated to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the 
highest human expression of 
divine love. Heart is the natural 

and the most expressive 
symbol of love.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reveals the depths 
of God’s love for us.

Why did Christ choose his ‘heart’ to 
reveal his love for us? Everyone knows what is 

understood by the word ‘heart’. In every age human have 
accepted the heart as the center of human vitality, as the 
‘life-center’ and as the natural symbol of love. We accept 
the heart as the symbol of our most sacred and inmost feel-
ings. Hence we see why Christ chose his Sacred Heart to 
reveal his unspeakable love for us. 

The heart of Christ is an open heart. All can find their 
place in it for all have a place in it.  There are no limits to the 
love of God that we discover in the heart of God’s Son. When 
we allow ourselves to be drawn to that love, we find that we 
are also drawn beyond ourselves to a greater, deeper love, 
especially those whose own heart is wounded. Then we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beauty and mystery of the Sacred Heart 
that is itself wounded. The wound is infinite because Jesus’s 
love is infinite. It is also the mark of truth. This heart is no 
symbol of a false love. That it carries the wound of love – a 
love that knows the depths of betrayal and rejection – 
means that it also carries our truth as well as God’s truth. It 
also creates in us a greater freedom.

In the wound of the Sacred Heart we see our own 
hardness of heart, Selfishness, and indifferences. Yet Christ, 
too, does expose his heart not to crush us with just guilt but 
to heal our own woundedness and show us that sacrifice is 
not only the cost but also the gift of love. Devotion to the 
Sacred Heart is the school of such a free, courageous and 
responsive love; we learn again how to love, how to give 
without seeking return, how to grow beyond ourselves.

Jesus has a heart that is truly human: a heart that 
loves both friends and enemies; is merciful to sinners; shares 
the sorrow of the poor and the less fortunate; allows itself to 

L�e, Only L�eL�e, Only L�e 愛，唯一的愛

2018 年 6 月號 149期

文：蘇卓慧修女

牧 者 的 話

傳統上六月是敬禮耶穌的聖心    
月，是普世教會特別以最高的敬  
意，對至聖者愛的表達。心是世人
所認為最自然及最能代表愛的標 
誌，而耶穌聖心也正正是上主展
示祂對世人的厚愛。

為 甚 麼 耶 穌 會 選 擇 以 祂 的        
「心」來彰顯祂對我們的愛？每個人
都明白「心」這個字詞的意思，在每個
世代中，人們大都明白和接受心代表了人的
生命力，是愛的自然象徵，更是我們內心深處最神
聖感受的象徵。因此，我們更明白耶穌為什麽會以
祂的心來向世人顯露祂難以形容的愛。

耶穌的心是開放的，所有人都可到那裡找到屬
於他們的地方，找到天主那份無限的愛。當我們容
讓自己被祂的愛去吸引時，就會發現因此而能超越
自己，走入那份更深更深的愛中，特別是那些心靈
曾經受創傷的人。然後我們開始明白和感受到受傷
的耶穌聖心那份美和奧秘，領畧到在無限的傷痛  
中，也隱含著上主無限的愛。這顆心不是虛假的  
愛，而是真理的標記；承載著愛的痛傷——是那份
經歷過被出賣和被拒絕的愛，這份愛在我們內可以
創造出更大的自由。

從耶穌聖心的傷痛，我們看見自己的心硬、自
私和冷漠。然而，耶穌揭開祂的心，不是為懲罰我
們的罪過，而是要治癒我們的傷痛，顯示給我們犧
牲不僅是代價，卻同時是愛的禮物。熱愛耶穌聖  
心，使我們更自由、無畏地對愛作出回應，更讓我
們再次學會怎樣去愛，怎樣不求回報地去施予，怎
樣超越自我而成長。

耶穌擁有一顆充滿了人性的心，愛朋友也愛仇
人，寬恕罪人，分擔窮困和不幸者的苦惱。祂容許
自己的心被刺透，好成為至高上主對世人愛的標   
記。我們有沒有像基督那顆充滿人性的心呢？

by: Sr.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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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沒有真誠地愛和寬恕那些得罪我們的人  
呢？我們有沒有時刻準備用心去分擔鄰人的悲傷和痛
苦？我們有沒有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甚至捨棄自己
的享樂？

無可否認，很多人都會在人生中經歷到不同的靈
性和情緒的考驗，即使是德蘭修女，在她一生不同時
段侍奉上主時，也曾感受過心靈空虚和乾涸的情況。 
因此，無論是修道人或平信徒，這個經歷實是很普遍
的。

我們的祈禱得不到回應，煩惱好像
在我們周邊發酵，工作和家庭的壓
力，令我們感到很難受。天主容
許我們接受考驗，好使我們能
強化自己的靈魂，或潔淨邪
惡的習慣和傾向。然而，在
這個奮鬥的過程中，我們相
信天主會和我們一起，並希
望能盡力地將祂的美善活出
來。當我們以耶穌的愛去侍
奉家庭、社區和世界，我們
變成慈悲的使者和治療的代
理人，耶穌聖心開啟了我們的
心目。

耶穌基督，聖言成了血肉，是
真人，祂有一顆人的心，而這也是使
祂成為最具挑戰性和最令人安慰的特徵。
在重要的歷史事跡中都顯示耶穌是真人，是我們
不可以避而不談，或是把這個事實抹去和否定的。耶
穌並非像希臘神話中所描述的，是神將自己幻化成人
或動物形狀。耶穌是真人，超越我們的極限，驅使我
們進入神和真人並存的新思維。與耶穌相遇時，我們
可以接受或拒絕祂，這是個人的決定。選擇與耶穌一
起時，我們經常要更新自己，不可以擺脱或逃避耶穌
的要求，與祂建立個人之間的關係，這就是耶穌聖心
圖像的涵意，是我們在個人、情感和靈性上與耶穌的
關係，融滙在祂聖心圖像中，洋溢在祂的愛內。信徒
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以耶穌為榜樣。

耶穌聖心邀請我們去認識和愛慕祂，而當我們真
正的認識和愛慕祂時，我們才可以與他人分享祂這份
愛，尤其是那些在心內仍有空間給予耶穌的人。

最受尊崇的耶穌聖心，願我的心融合在你內!



代母心聲代母心聲

信 仰 生 活
文：聖心會

這一刻，我等待已久，這是他們堅持了兩年的成  

果。終於見到他們受洗後穿上白衣，戰戰兢兢地步上祭 

台，我在台下亦鬆了一口氣，隨著就是他們最期待的事

情，將要領受主的體血啊！他們就像新生嬰兒一樣，開

始人生的新階段。作為代母的我，很是感動啊！

真的，代母的責任絕對不輕鬆啊！好幾次收到教  

友、修女和神父的邀請，希望我能夠做慕道者的代母，

真令我感到誠惶誠恐，總是猶疑不決。因為我知道，代

母是要做好榜樣，是新教友的同行者，在領洗後一路陪

伴他們，提點他們。這條路是漫長的。

懶散的我，多年來在信仰上依然貧乏，對聖經不求

甚解，概念上亦有所偏差。當代母這任務促使我決定要

有所改變，於是決心再上慕道班，重新去學習，去認識

主的聖言，主的教導。我又發覺，只是靠星期日彌撒是

不足夠的，能夠每日參與感恩祭就最理想啦！最初真是

很大掙扎，但當我每天早上都可以聆聽天主聖言，然後

才開始一日的工作，感覺又是何等幸福啊！再加上神父

細心講解，比起我自己閱讀聖經更容易理解明白，真是

獲益良多，而且每日都可以領受主的體血，真是難得  

呢！因此，主在我內，我在主內，與主相偕，豈敢放  

肆，自然我的言詞，我工作的態度也都謙虛謹慎了。

最令人鼓舞的是，近日早上的感恩祭中見到多位新

教友參與，他們中有些在感恩祭後還要上班呢！衷心希

望他們能夠保持這份對主的熱忱，對聖言的渴求，繼續

在這成聖的路上，結伴同行！代女，還有我在你左右，

陪著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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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

撒慕爾營後感
今年我很高興可以繼續參與此活動，當我看

見今年的宣傳片就馬上向修女報名，因為去年已
曾參加撒慕爾營，自己又喜歡去 camp 玩，更加
想藉此機會認識多些公教青年，所以就報名參加
了。

首先我想多謝修女給我這一次機會，讓我可以帶領堂區八位青年
參加此活動，使他們能感受到我去年的快樂和嘗試尋找自己的召叫。
再者今年青委新增了一項水上歷奇的活動「羅馬砲架」，在這個活動
中，我組差不多用盡所有時間才建成砲架，個人認為這是我們抱著永
不放棄和通力合作的精神才可建成的。可以見證青年人齊心完成一件
事，真使我感動又最難忘。

接著，我誠意邀請下年堅振班的全體同學一齊出席這個活動，尋找
自己的召叫，期望下年見到你！

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今年的營歌《公教青年人》

（吳景樂 小導師）

《公教青年人》
齊來頌揚我主的信仰     齊來萬人在這裡分享
用我的歌聲宣講主的愛     同為這世界加添色彩
齊來覓尋我主的訓悔     齊來前行實踐主福音
在這天你我共同和應     可讓我有熾熱和平之心

如何覓得主的路向     曾在這世界找不到方向
無懼怕皆因天主的導引     憑著這無悔信德

同祈求為這青年祝禱添信心     攜同上主的愛一直前行
這一切     是主恩     可使我     內心興奮
期望創造理想歡欣獻給神
來全力為教會傳福音顯愛心     成為熱心公教青年人
完全願意     讓這愛     送給身邊的你
同為世上各方作護蔭＊

你我同在這刻高聲唱     你我維繫愛主的信念
你我同負使命     盡力為了主愛，散發一點曙光

（重唱＊ｘ2）

（譚愷玟 堅二）

三月三至四日我參加了撒慕爾營，在這兩天一夜中我們收穫了很多，玩得很開心，也認識了一些新朋
友。

首先我認為這個營教會了我如何跟陌生人交流，因為我們分組進行活動的時候，組裡全是不認識的 
人，這就考驗了我們跟別人的合作能力。開始的時候我是比較被動的，幸好通過溝通後，大家都非常投入
所有遊戲和活動。

另外，通過遊戲我對一些聖經裡的故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認識，所以這次活動對於我來說是非常有
意義的。我非常推薦大家參加撒慕爾營，因為在短短的兩日一夜中，信仰和靈修方面都可以成長，亦可
以認識到朋友，學會在人際方面而更加主動。



（莫嘉恩 堅二）

經歷這次兩日一夜的撒慕爾營2018，不但讓我結交了很多朋友，還令我突破了自己的舒適區，聖召
有所認識。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活動是「羅馬炮架」，當時初聽教練講解如何編結，我真是一頭霧水，幸好和隊
友一起合作，最後也能建成一個炮架。完成後，大家都真的很有成功感呢！

此外，還有另一個特別的活動是夜行，我的角色是小德蘭。令我感恩的是我的同行者是和我同一個
堂區的譚愷玟，但這仍不代表我沒遇到困難——在被矇眼時，我要走一段樓梯，當時感覺很沒有安全    
感，多得同行者和我之間的互相扶持和信任，方平安度過難關。

入營之後，導師教導我們突破自我，尋找自己的召叫，就像撒慕爾和小德蘭一樣全心全意愛天主，
並幫助有需要的人。

（洪嘉瑩 堅二）
在三月三日至四日，我參加了由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舉辦的「撒慕爾營——青少年信仰培育營」。

在此活動中，我認識了許多來自不同堂區的朋友，還玩了許多遊戲。其中最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羅馬炮架」，因為這項活動由頭至尾都是由我們的組員自己負責，連炮架也由自己組員親手搭建，在完成
後令我覺得十分有成功感和滿足感。

在這個培育營結束後，我感到十分依依不捨，亦十分期待下一年的「撒慕爾營」早點來臨。

（陳茗然 堅二）

三月三至四日，我參加了由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舉辦的撒慕爾營。在這營裏，我學會了很多關於天主
的事，也學會了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盧偉森 堅二）
在這個兩日一夜的培育營中我覺得很好玩，印象最深刻的活動是「羅馬炮架」，由製作至完成炮架及

發射的過程都是十分有趣刺激的，我很享受製作過程和搶氣球的環節。

另外當晚玩「係人係鬼」的遊戲時候，大家都放懷尖叫，為活動增加了不少氣氛。

希望將來有類似的營會，我是會參加的。

（陳建霖  堅二）

這趟是我第二次參加撒慕爾營，在我組組長和聖神的帶領下，我感到自己與主的關係更親密。在活動
中，我認識了一些新朋友，我們還有保持聯絡，遲些更會一起吃飯呢。

（呂思慧  堅二）

我覺得這個培育營令我認識了許多新朋友，也令我對自己的信仰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在這個宿營中，
我們玩了很多需要團體合作的遊戲，提升了大家的溝通能力，我組更在小隊比賽中獲得了冠軍。另外，
在宿營期間，神父為我們舉行了感恩祭，我有幸幫忙當輔祭，覺得很開心。下年我會繼續參與這個培育
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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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探訪護老院，我認為自己應該時常
感謝天主，因為祂賜予我健康和生命，令我
能夠去做善事。

這次主日學探訪實在給了我不少裨益。
第一，我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又能充實心
靈和做有意義的事。

第二，我學習到應以樂觀的心態處事，
因為當日我看到很多長者是需要使用輪椅行
動的，但他們歡欣地迎接我們，更熱情地與
我們玩遊戲和談天，這種豁達的人情是很難
得的。

第三，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學習到怎樣
與長者溝通和合作。當初我並不清楚該如何
展開話題，後來我發現到只要從日常生活的
興趣說起，也可以營造出整個交談的氣氛。
婆婆很友善和用心地聆聽，更使這次活動進
行得相當之愉快和順暢。

最後，我希望所有長者都出入平安、身
體健康。這次活動令我很難忘，確實是很有
意義的活動。　

我覺得探訪長者是一個很難得
的活動。探訪長者，對社會發展來
說是進步的，並可以增強年輕人與
老人家的互動，而探訪他們令我的
生活更加充實，更有意義。

3月24日星期六，我參加了由主
日學舉辦的探訪長者活動。那天我們
一班主日學學生與蘇修女和導師們一
起去探訪住在天恩護老院的長者。我
們探訪的目的是希望把天主無條件的
愛帶給長者。

我很開心能夠參加這次活動，因
為我很喜歡和長者們聊天。當探訪完
後，我們一班同學回到聖堂也有按長
者們的需要為他們祈禱。

我認為這個活動十分有意義啊。

明供聖體
2018.3.10

盧偉森　（堅二）鄧樂恆    (堅一) 洪嘉瑩　（堅二）

探訪保良局天恩護老院 堅振班學生探訪後感 2018.3.24探訪保良局天恩護老院 堅振班學生探訪後感 201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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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的生活都是忙忙碌碌   
的，沒有停留下來留意自己，了解
自己，欣賞自己，因此感到很孤   
獨，感覺沒有依靠的，生活有什麼
意義呢？

參加了一年半的慕道班後，我
覺得自己的生活有重大的改變，因
為主與我同在。天主的話—— 願

我在2016年11月參加了聖葉理

諾堂的長者慕道班，時間過得很   

快，眨眼間年半的慕道課程就過去

了，今年的主耶穌復活節，我們終

於領洗成為天主的子女了。

新教友
心聲

陳潔玲 星期四班

張娜娜 長者班

黃慧娟 長者班

你們平安——清清楚楚地告訴我不要害
怕，只要找到天主，祂就住在我心中。

我要坦言面對天主，用祈禱的方式

與主溝通。生活中遇到困難，就向天主

祈禱，要持之以恆，按照天主的路而 

行，要有信、愛、望。雖然這三德很難

做到，但只要有信德就可以排除萬難得

到主的恩賜。還記得第一次領聖體聖血

時，我很緊張但又開心，打開心扉讓主

進入。祂加強了我的信德，我要學習祂

的生活方式，以天主的話行善，服務他

人，放下個人的享樂，以喜樂及充實的

生活，完成自己的人生旅程。

平安就是福，以前我不敢在人們面

前說自己是教徒，但自從領洗後，已很
自然的說「我是教友」了。平安喜樂，
願主帶領我，以祂的慈愛滋潤我，與我
融為一體，使我與主更親密，好叫主的
平安能在我身上彰顯出來。

在未成為教友之前，我曾多次
參與復活節夜間慶典，但今年的感
覺很不一樣，非筆墨所能形容。我
整晚的心情都有點緊張，怕在禮儀
上的細節做得不好，但內心卻充滿
著熾熱的期待，迎接這一個重要時
刻的來臨，平靜及喜悅，可說是百
感交集。神父在漆黑中祝聖薪火，
燃點復活蠟燭，傳遞分享，照亮人

心，觸動了我內心的深處。主與我同在！

在預備領洗時，我站好位置，什麼
也沒有理會，眼睛只注視眼前的耶穌基
督，等待李神父為我施洗。2018年3月
31日我終於成為天主的子女。

耶穌在十字架上說的最後一句話：
「完成了」！領洗當晚，我似乎能體會
到其中一點含意。「完成」不代表「結
束」，卻是剛剛「開始」。「完成」年
半有多的慕道課程，現在「開始」我新
教友的身份及生活，我也要堅定跟隨着
耶穌重生，在思、言、行上重生！

在祭台上首次領受聖體，我很是感
動，天主是我的精神食糧，生命不可或
缺。我獲得天主恩寵，信、望、愛三 
德，天主藉着有形的標記賦予無形的恩

準備領洗前，我的心情既緊張又高
興，終於可以和我的天主教家庭融為一
體了，因我的先生及兩個兒子都是天主
教徒。領洗後，我十分感謝天主，覺得
天主的恩寵常伴我左右。還記得領洗的
當日，我的大兒子本來準備從星加坡回
來出席我的洗禮慶典，後來卻因要事不
能回來，反而二子就靜悄悄的從澳洲回
來給我一個驚喜，開心地參與我的聖洗
聖事，真的感恩。

自慕道至領洗正式成為天主子女，
我每天早晚都會祈禱，亦學習寬恕及助
人的道理。我時常警惕自己該多讀聖
經及祈禱，加強自己對主耶穌的依靠及

信心。

在此我亦衷心感謝蘇修女和王愛邦
導師耐心地給我們啟導，帶領我們認識
主耶穌基督，聆聽聖言的道理，並學會
了祈禱和閱讀經文，我期待在領洗後，
可以積極融入教會，做個真正的耶穌 
兵！

寵。祂對我們無條件的愛，繼續滋養我
們的心靈，我會永記心中，與主共融合
一。

受洗後，在主內生活，我將更有力
量、更有智慧、更有支持、更有信心去
面對生活中困難和痛苦。我會在生活中
實踐真理，學習愛人如己，恆常祈禱、
多參與堂區活動，與主建立更親密的關
係。

跟隨基督是一生的事，信仰是要不
斷成長的，祈求天主賜予我懷着堅定不
移的意志及恆心，領洗後能堅持信仰，
繼續基督之路，過一個積極，正面的人
生。只有這種人生，才能彰顯基督的光
榮。願與主共融，與教會合一，感謝天
主！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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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愛英 星期四班

回想過去的日子，
我從小便認識了主，小
學的時候，每日都念經
祈禱；又有親人和朋友

在身邊和我作信仰分享，甚至工作時也曾接觸到主，但我總
是一次又一次地忽略祂的存在！幸好主並沒有離棄我，只是
靜靜地守在我心中的一個角落。

一次生命的考驗，感謝主讓我確實了祂在我心內，我需
要主像牧羊人般守護我，讓我有力量去走我往後的日子，我
把自己託付了給主。伴隨著聖詠團的歌聲，載著滿滿的祝 
福，吳神父溫柔的手拉著我，我和主作了後半生的承諾，從
今以後便可活在主內，主也同時活在我的心內。

領洗後，我表面上並未有特別的改變，但明顯地在參與
彌撒中的感受很不一樣，每一段的經文，聖詠的意義也不 
同，領聖體和聖血更是我和主結合的明証。望聖神常臨在，
讓我在走主給我的道路時，謹記基督徒的使命，活出基督的
精神。

林藝靈 星期四班

我家住天盛苑，剛
搬到這裡住的時候，最
吸引我的建築物是聖葉
理諾堂教堂，它屹立在

天盛苑的前方，彷彿在保護這屋苑的居民。

每次我經過教堂，總是有個衝動想走進去，看看裡面是
怎樣的？一直以來我從沒有走進過教堂，為我這個沒有宗教
信仰的人來說，教堂是個神秘的地方。原來，雖然我不認識
天主，但天主早就認識我了，他一直在守護我，在我最困難
的時候，所受的挫折大得令我無法承受，甚至想放棄自己 
時，天主安排了聖神帶我走進教堂，為我安排了為期年半的
慕道班。

在導師的悉心教導下，我慢慢地認識天主，時間飛逝，
我期待的領洗大日子終於到了。那天我的心情又緊張又激 
動，也許是太緊張的關係，我居然流了牙血，滿口鮮血，在
教友的幫助下才止了血。我一直在擔心輪到我浸洗時又會再
流血，在大會宣讀我的名字時，我彷如大夢初醒。我浸得很 
深，我要把所有罪洗掉，很感恩天主對我的恩寵連我污穢的
血都換掉了，讓我得到新生命。

從那天起，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和天主傾談祈禱，
提醒自己是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生命。

在四旬期開始，我
已經準備心神去迎接領
洗的大日子，儘管自己
怕水怕得要死，也無礙

選擇浸洗的決心，希望藉此歸於死亡，與基督同葬，也與基
督一起復活，獲得新生。從天主的聖言中，我知道人的能力
是有限的，只要全心全意交託給天主，祂是會為我們安排最
好、最合適的，所以我無須驚怕和憂慮。在領洗前，我不斷
為此祈禱，把自己交託給主。

領洗時，從步入領洗池直至神父為我付洗，讓我再次感
受到天主的大能及恩寵。此外，我非常感恩的就是藉著我的
洗禮聖事，能令到丈夫的家人再次與天主親近。雖然他們是
自小成長於公教家庭，但卻已遠離天主，有的已經很久沒有
參加彌撒，亦有家人已經轉投到其他基督宗教。儘管知道我
將會領洗，但他們的反應卻冷冷淡淡的，相信這也是我在四
旬期內的試煉之一。因著天主的召叫，他們竟突然到來參加
我的復活領洗聖事，真是我始料不及的，令我十分驚喜及感
恩，最高興的是藉此能令他們再次靠近天主。及後，天主再
一次召叫，讓他們也願意和我一起參加了新教友培育課程，
令他們能夠溫故知新中，再次依靠天主。

領洗以後，身為基督徒該積極參與福傳，相信藉著天主
的召叫，聖神的帶領，我們也能夠幫助耶穌基督找回那些迷
途的羊，使他們返回天主身邊，我覺得這也是福傳。從中令
我深深感受到「 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為屋角的基石」
（聖詠118 : 22）的意義。

劉卓姿 星期日班
我領洗至今已大半

個月了。回想當初剛上
慕道班時，只是抱着一
個「好啦，老公叫我上
慕道班已好多年，連小

女兒也都上兒童主日學了。」的心情踏入410課室去。

直至導師 Rosa 叫我們找代母，學習祈禱、靜修，我真
的覺得天主是有其時間表的。天父派遣了小天使——我的女
兒在我身邊，看着她一天一天的長大，真的令我開心。因為
她領了洗，所以很順利的進入天主教幼稚園，甚至天主教小
學讀書，不用我們操心。

在我找代母時，我想起了一位家庭朋友，這一年我們見
面多了很多，大家現在更成為了親人。在工作上遇上不如意
時，她讓我學會了祈禱，從而接受了天主的安排，學習去跟
新的夥伴合作，發展新的事業。當我覺得很煩亂時，我就被
邀請去靜修，靜下來默想自己的需要，我的將來，這使我的
心靈變得平安和踏實。

還記得領洗當晚我是整晚都帶着笑容的，因為我的家庭
終於變得完滿，成為了一個公教家庭。我們會用天父的說話
去教育我的女兒，也用祂的話去勉勵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個
負責任的教友，活出基督的精神。

周淑貞 星期四班



新教友心聲

2018年3月31日在我
的人生閱歷中畫上了一
個重要的記號，這個記
號 是 天 主 賜 給 我 的 神    
恩，感謝天主！

期待已久的領洗時刻終於來臨，吳神父的每一個字，每
一句——「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你付洗。」字
字鏗鏘有力，他的每一句話至今仍不時在我的腦海裏浮現。
還記得上慕道班初期，導師問我們究竟信仰為我們的人生帶
來了什麼轉化？我相信轉化是由心而發，耶穌為拯救我們而
甘願被釘在十字架上，祂的一言一行都顯示了「天主是愛」，
祂無私的奉獻使我學會謙卑，令我無時無刻都提醒自己要 

王詠珊 星期日班

這個星期，我的身
分 由 慕 道 者 變 成 新 教    
友，使我在信仰上有著
更堅定的方向。

在苦難禮儀上我聽到「基督譴責」，每一句都可謂入心
入肺，令我更深感到耶穌對我們之愛是如此無保留的。今後
成為了基督徒的我，期望能好好達成以下幾項心願：

1.  每天參與感恩祭，祈禱及悔改。
2. 在聖神引領下好好保育兩個女兒全心愛主。
3. 盡自己能力為堂區服務。 

非常感恩今年我全家可以一同領洗，同時很期待來年外
父、外母可以一同領洗。更望我媽媽及我未有信仰的朋友能
早日回應天主的召叫。

黃舜傑 星期日班

很感恩從小我的父
母 已 讓 我 領 受 聖 洗 聖    
事，讓我在信仰的路上
有一個好的開始。 

現在我確切領悟到及接受聖神的恩寵，並藉著領受聖  
洗、聖體和堅振三件聖事，讓我可以與基督合而為一，並透
過堅振聖事去圓滿我與主親密聯繫的關係。 

領受堅振聖事當天，我的感受很深，尤其神父給我覆手
及傅油，在我額上畫上十字聖號，並對我說：「請藉此印  
記，領受天恩聖神」，那一刻真令我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主已
親臨，並與我同在。 

我很感恩選擇了這條信仰之路，現在我已完完全全成為
一個完整的基督徒，今後我也會以言以行去廣傳福音，達成
基督徒的使命。

廖詠茵 星期日班

「愛人如己」！導師也常說：不會因為信主而令往後的生活
平坦無憂，反之各人需要背負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路可
能比以前更難行！

此話甚是，活在當下難免要面對不少的誘惑，內心不時
出現掙扎。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如何才能活出天主的容貌？
如何棄絕身邊的一切罪惡？相信不單只說「棄絕」便可，必
須身體力行，心靈合一。這份完全的信靠使我在不知不覺下
與天主建立了一種密切的關係，心裏常存感恩及平安。但願
如李神父所言，作為新教友的我們，不要讓心中的一團火隨
時間而減弱或熄滅，我們要時刻準備掏空自己為主事奉，成
為捕魚的漁夫，願與各位教友共勉！

編輯組招收新會員

服務範圍：主要負責《堂區通訊》的編輯及印製工作；

主要工作：校對及排版；

資格：18歲以上，對校對及電腦工作有興趣；

開會：每個月一次，晚上8:30。

[ 義務攝影記者：負責為堂區活動攝影，不用開會。]

報名請電郵 KK張 : sagerkk13@gmail.com

會員招募！會員招募！

編輯組招收新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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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何冠霆先生  陳穎朗小姐

新 婚 之 喜新 婚 之 喜

教宗每月祈禱意向

請為亡者祈禱
馮礎衡

張小玲姊妹
陳兆光兄弟

聖 葉 理 諾 堂   堂 區 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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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 總意向
為社群網路

願社群網路能朝向尊重他人

差異之包容性的方向發展。

2018年7月 總意向
為司鐸和他們的牧靈職務

願在牧靈工作上經驗到疲憊與孤單的

司鐸，能在與主的親密裏，及在與其他

司鐸弟兄的友誼中，

找到幫助與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