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德之聲

Voices of Our Lady of Lourdes Parish

新教友感受
回想起來，天主很早之前已經向我播種。我一向在天主教中學就讀，每天早上集會時都會諗天主經、聖母經。當時，每
星期的宗教課亦令我對天主教有更深理解。不過當時，因為父母信奉其他宗教，所以自己亦沒有下決心去對天主教作深
入了解。
在2013年9月，我的龍鳳胎孩子出生，他們的出生對我來說覺得很震撼。我的懷孕道路十分艱辛。當我跟一位天主教朋
友講起這些經歷時，她跟我說這些都是天主的旨意，聽罷後令我開始思索是否天主看到我經歷的一切，同時安排兩個孩
子出現在我生命中，這樣好奇下就開始我的慕道生活。
對於初上慕道班的我，學習天主的道理真是有點悶。但隨著課堂的累積，心靈與行為上開始慢慢改變，不但對課堂興趣
增加，在很多事上及當遇到困難時，開始留意到天主事實上已經為我作好安排。
自己以前總是怨天尤人，每件事都在埋怨，常常覺得自己不及別人。但經歷了一年多的慕道班生活，令自己心境慢慢改
變，凡事變得樂觀，一切都交給天主安排。每天祈禱及每星期參與感恩祭後，聽完讀經及經過神父的講道後，心裡變得
平和、踏實。
今年靠著天主的恩寵，很感恩我及兩個孩子同在復活節領受了聖洗聖事，成為基督徒，加入教會這個大家庭。回想那天
晚上，當聽到顏神父向我說 "Jacqueline，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你付洗時"，那股無形的力量大大震撼我的心
靈，是無法用言語所能形容。那些眼淚，不知是過往的傷痛或是感動，如泉湧的流出，再一次讓我知道祂是多麼的真實。
領洗後，希望可以繼續學習天主的道理，勤參與彌撒及祈禱，可以和有共同信仰的教友互相扶持，持續對天主的信仰去
生活。
劉頴思 Jacqueline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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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of Parish顏成滔神父
Priest

主任司鐸的話
我很感謝天主把我派到露德聖母堂

這個堂區有許多美善的教友。如果仍有改善的空間，我想大概是彼此要多展現自己的善良本質。我敢向你們保證，這會
是一個極美妙的體驗 --- 那就是認識並且相信每個人善良的一面。請相信我: 讓我們對彼此多點耐心，特別在這個時候，
堂區需要的耐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我非常感謝你們每一位，是你們教我如何從另一個美麗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和教會。我特別感謝天主讓我試着當一個堂
區主任司鐸，對一個盡忠職守的僕人，這職責是何等巨大。對我來說，能為耶穌服務這個堂區，真是榮幸。

露德聖母，為我等祈！

如果我未能把工作做得盡善盡美，請你們原諒。但我實在有為天主所委派的工作盡了最大的努力。我想告訴你們，我是
以心底裏最大的愛和關懷，去對待所做的一切，和服務你們每一位教友。
所以，我無怨無悔。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它正好顯現了天主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他是
所有的美善，而對於美善，他永不言倦。

領洗
Pennicott, Christopher Thomas
Pennicott, Samantha Grace
黃褀茵 Rosalind Sabrina

露德聖母堂 Our Lady of Lourdes Church

冼永生 Sin Wing Sang Edward Joseph
陶瑞湘 Maria
關獻成 Joseph

葉志成 Peter
陳志明 Samuel
歐福栢 Peter

我想再次要求你們，請好好愛護、尊重、支持和關心所有的神父。天主派遣了我們牧
養祂的羊。傳教士是一份謙遜、艱辛、有時候甚至是很孤單的工作。
讓我再次感謝你們以不同的方式給我的愛和關懷。在很多事情上，我仍在學習當中。
天主保佑你們，我衷心感謝大家。

顏成滔神父

復活節領洗新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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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鐵羲
江愛屏
何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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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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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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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采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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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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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

復活節主日嬰兒領洗
陳逸朗 Tristan
陳逸晴 Bernice
周騁懷 Theodore

陳珮晴
陳泳彤
惠希童
惠希晴
駱穎彤
陳逸曦
陳雋曦
鄭思澄

湯家翹 Gab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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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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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鈞
鄭逸俊
冼永生
陳志明

I am thankful to God for bringing me to the Church of our Lady of Lourdes.
It is a great place with wonderful people. If there are still rooms for improvement, I believe it is to show one another the
goodness within us. I can assure you that this can be a truly wonderful experience – getting to know and believing in
the goodness of people. Trust me. Let us be patient to one another. Our Church at this time needs patience more
than ever.
I am very grateful to all of you who have helped me to see the world and the Church from a different yet lovely perspective. I am especially thankful to God for giving me this experience serving as a Parish Priest whose responsibility is
huge, if one takes it seriously. It has been both an honor and a prestige being a servant of Jesus in this Church.
I like to apologize if I have not done my jobs perfectly well, but I have tried my very best in the work that God has
entrusted me with. For everything I have done and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whom I have served, I can tell you, my love
and care for you are from the very bottom of my heart.
I have no regrets at all. For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it just shows God’s presence in our life. He is all the goodness
and he never gets tired of being good.
For one more time, may I ask you to love, protect, respect, support and care for all priests. God sends us to serve you.
Being a missionary is a humble, tough and at times lonely vocation.
I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showing me so much love and care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 am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God bless you, and my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of you.
Sincerely,

Father Alejandro Méndez Pérez, MG

青年行山拜苦路

Rev Alejandor Méndez Pérez, M.G.

走出舒適的環境
親身體驗基督的苦難
參加者分享：
Augustine Chuck - 在行山拜苦路後，我發覺原來單單一個少於1kg的十字架都令我和一班小
輔祭拎到手累和要在一些地面不平的地方跪下，真是很不舒服，令我深深體會到耶穌所受的
苦難。
Justin Chung - 今次嘅行山拜苦路我感到好開心和感恩。開心是因為有十多個青年人參與這活動，真是很熱心。感恩是
因為咁多位青年都相處融洽，之後還一起踢足球。還記得山路在開始的時候，路很長，又很斜，我們各人都會輪流舉起
十字架，但大家都沒有因為感到辛苦而拒絕參與，更沒有中途自行離開等等。他們不辭勞苦的精神，實在值得讚賞。各
青年在整個活動中都很合作，雖然那天因為是聖週五我們只吃白麵包和飲清水，大家都很樂意遵守，更沒有人嚷著要買
其他食物吃，真的是秉承了愛主愛人的精神。希望青年組培育組可以辦多些這類型的活動，多做宣傳，號召更多堂區的
青年參加如此有益身心的活動，啟發他們。

Divine Mercy
The message of Divine Mercy is as easy as remembering ABC.....
Divine Mercy is Jesus, 'Mercy incarnate'.
It is an identity given to Jesus as King of 'Love and Mercy'.
Divine Mercy is not simply a devotion as some Catholics or
religious may misinterpret but the message of Divine Mercy
is a way of life for all Christians. The devotion which
consists of the Feast day ( Divine Mercy Sunday ), the
Image of Divine Mercy, the Novena, the Chaplet and the
Hour of Mercy, may be an option for some but the message
cannot be disregarded entirely because it is the core of the
Gospel...... Love & mercy...
So what is this love? Could it be a divine love so perfect
and complete that we humans, in all our imperfections, find hard to comprehend and embrace this love..
Hence, our Lord Jesus, symbol of mercy, is here to remind us of this Divine Love.
The message of Divine Mercy is that our Heavenly Father loves us, all of us, no matter how great our sins may be. He
wants us to turn to Him with trust and in repentance while it is still a time of mercy before he will come as the Just
Judge. The way to live out this message is as simple as remembering ABC. Ask for mercy, Be merciful to others and
Completely trust in God's mercy. By living out this message, we in turn allow God's mercy to pass through us to the
world.
Here, note the blessings of knowing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not knowing the ABC of the Divine Mercy message.

Andy Cheng - 行山拜苦路有別於聖堂的拜苦路，不是留在原位，而是需要行
一段較長的路程，令我體會更深。行山時彷彿與耶穌同行，明白耶穌當時十
分辛苦，走的路一定比我們的更崎嶇，更要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耶穌的心
應該比此更苦，在默想部份，讓我明白自己傷了主耶穌的心，感謝他為了
我而犧牲，希望以後不再那麼容易令主感到難過。
Aidan Lee - 今次行山拜苦路好值得，因我體驗到耶穌又要背十字架，頭又
有刺冠，一定很辛苦！

Let's start with the latter.... In Genesis, the story of the fall of our first parents, Adam and Eve had no knowledge of the
ABC message. Not only had they sinned by eating the Forbidden Fruit, but they made matters worse by not asking
God for mercy. ( they never said they were sorry ) Instead of being merciful, Adam even blamed the sin on the woman
whom God had given him ( the woman gave me to eat ). Finally, they had no complete trust in their Creator. On the
contrary, they ran and hid from Him. Had they only asked for mercy, undoubtedly mankind would have a different
destiny...
In other words Adam and Eve didn't know their ABC, therefore we inherit the consequence.
In 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 the message of ABC is without doubt more evident. The prodigal son, in all his
despair, had complete trust in his father by returning home.. This repentant son did ask for mercy from his father.,
'Father I have sinned against you and against heaven.' Thus, the loving father being merciful as he is compassionate
restored his son's lost dignity and welcomed him back home without ever any feeling of anger but love and mercy...
An attribute normally associated with our Heavenly Father... Here, the prodigal son is blessed for knowing his ABC....
We too are blessed, here, in Our Lady of Lourdes Church as both the devotion

堂區青年活動預告：

這是天父世界系列之
龍虎山徑遠足 + 燒烤
天父創造給我們的世界真的很美！平日繁忙的生活，容易令我們忽略了萬事萬物的美好，想不起天主常常與我們同在。
青年培育組希望透過「這是天父世界」系列的活動，聚集堂區的青年，從而更親近天主。
日期：2016年5月1日 上午10時 至 下午6時

and the message of Divine Mercy are alive....
A word of thanks to Fr Alex who greatly support the spirituality of Divine Mercy.
You will be sadly missed but our loss will be another parish's gain.
On behalf of the English-speaking community here in Our Lady of Lourdes Church, I wish you the best of health as you
continue to labour in the vineyard of the Lord.
Avelino Cortes Junior

避靜

避靜
『苦難的最後一頁』讀後感

候洗者長洲思維靜院退省 2016年1月23/24日

何詠德

鄭錦詠

為上主的慈愛作見證
上主對我們有不同的計劃，也賦予我們不同的能力；衪不斷邀請我們悔改皈依，為衪的慈愛作見證。

期待已久思維靜院避靜的日子終於來臨，1月23日下午我帶着沉重心情出
發，到長洲碼頭與導師和同學們匯合，因為入營當天是香港五十年來最
嚴寒的一天，氣溫估計大約只有徘徊2 - 3度。

年青時曾任職記者的婦女會成員張苑香，回應了上主的邀請，不單在遠離教會三十多年後，重回教堂服務，更身體力行
，五年前開始隨同主內弟兄姊妹，遠赴廣東省開平市玲瓏村，探訪麻風病康復者，為這群被至親遺棄、被人歧視及因病
而失去人性尊嚴的弱勢社群，提供物質上的支援及精神上的慰藉，讓他們感到溫暖和人間有情。

在船上，慕道班同學們並沒有被凜冽寒風影響，我們興高采烈地討論於3
月26日復活慶典當天「入門聖事」準備的一切事宜。時間過得真快，到
岸之後，我們連群結隊、一鼓作氣從碼頭步行到達山上的思維靜院，進
行兩日一夜的靈修退省。

不僅如此，幾年來探訪的經驗，都為苑香姊妹帶來心靈上很大的震憾和感悟，深深感受主愛的臨在。兩年前，得到聖神
的啟迪，受到一記者著作的感動，願以自己的專業，將在麻風村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她花了一年時間，訪問三十多位
康復者，並將他們感人的故事輯錄成書，好讓更多人了解麻風病的真相，從而解除偏見和歧視，並向他們施予援助。

提供天主教徒和慕道者避靜的思維靜院，佈置優雅又簡樸，遠眺藍天白雲和近觀小小花園，靜院四周也被碧綠大海緊緊
抱著，盡顯大自然特色，也感受到上主的奇妙化工。頓時把習慣生活在繁囂鬧市中的我沉寂下來，在一個寧靜、可以獨
處的環境中，更親近上主，去尋找上主的足跡。
這兩天有幸參與吳智勳神父精彩的講道，道理深入易明，刻骨銘心。每句每字也令我回味無窮，無時無刻也細味一番。最
震撼我內心深處是吳神父的問題「衪是誰？」又問我們在信仰中是「找誰？」

經過幾番努力及多位義工的協助，這本名為『苦難的最後一頁』的書，適逢在《慈悲禧年》出版了。有幸得到天主教香
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陳志明副主教及李亮秘書長寫序推介。這書印刷精美，圖文並茂，故事感人，字裏行間流露着點
點温情，彷彿向這群康復者所受的苦難，作出無聲的致敬，讓他們重拾尊嚴。此書更對健全者作出提醒，好讓我們珍惜
現在擁有的一切，在豐足的生活上更要感恩，尤其對不幸和患病者要多加關愛，好讓天父慈悲的面容彰顯出來。
拜讀她的大作後，我由衷地敬佩苑香姊妹，她的愛心和毅力令我大為感動，很多人做善事，只須捐點錢、送些禮物或做
些表演而已，而她卻用行動回應上主的召叫，經常與其他義工住進麻風村，默默地服務這羣弱少者。與他們建立互愛關
係，更以流暢的文筆，為他們發聲，讓微弱的聲音得以顯揚出來。
我誠意推介這本啟迪人心的書，好讓我們作多方面的反思，從這群康復者學習堅毅不屈的精神，並從中汲取力量，去面
對人生種種不幸和挑戰。
(本書全數收益，扣除印刷成本，將會全數捐贈給各地的麻風病人、康復者或麻風後代。請到聖物部選購，每本$78。)

不捨與慈悲
一切從五年多以前開始…..前任主任司鐸葉神父剛成立善別小組，那時一群加入小組的教友希望能盡力幫助亡者家人渡過
我會問自已，我將要領洗，我所信的「耶穌」究竟「衪是誰？」。「祂」對我自己來說便是我人生中擔當最重要角色，無
論何時何地相信衪便得救、得永生。吳神父也有提及聖若望褔音記載著耶穌顯神蹟的事例。令我明白不用見到、不用證
實，只要對主有信德，一切皆是美。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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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悲痛的時刻，因為大部份小組成員也曾經歷摯親離世的哀傷，明白這些時候亡者親屬的無奈與無助，渴望在主的帶領

嚴寒天氣和寧靜的空氣瞬間充斥在課室中，但此刻我的體溫正在加速跳動，彷彿有
一把熟悉的聲音在我耳邊輕輕細說：「你找到了！」

遍港九新界的殯儀館、火葬場或土葬場，有時甚至一天之內趕赴兩至三個葬禮，看着顏神父忙於處理堂區繁重的事務，

多謝我的「若翰洗者」我爸爸和媽媽，是他們引領我參加慕道班，才有機會來到思
維靜院享受避靜生活，接近天主。感謝天主的賜福和憐憫，令我找到了心中的衪，
令我們全家每一位成員成為天父的兒女，歸於上主，我們的天主。

熬的時刻，經歷整個惜別過程，感受他們的哀痛，有時候與他們同哭，又或共同體會主的臨在扶助，而最令我們感到鼓

翌日，吳神父為我們主持主日感
恩祭，從他的精彩講道，我學習
到不要停留在追求現實和物質的層面，而要渴求天主的救恩。
整個與主相聚過程中滿溢著天主的恩寵和真理，很是感恩。也感謝吳神
父及各位導師付出寶貴的時間和悉心的安排，令我和一班慕道同學有機
會盡享與耶穌相處美好時刻，令我對信賴天主的精神和熱忱大大提升。

以外，有人能給予一點關懷與扶持…..我也正是這個時候加入善別小組。
小組是由葉神父成立，不過其後葉神父需要調任，結果參與最多的神師卻是顏神父。回想這數年間，我們跟着顏神父走
還要奔波於善別工作，有時候不免替他感到勞累，然而事實卻是他與我們同樣感到滿足 — 滿足於陪伴亡者家屬渡過最難
舞的是部份疏於返教會的亡者親屬因此而重返教會，又或正式領洗加入教會。
記得有次送別一位父親，他的女兒在分享環節時表示，父親是因為癌症離世，但在卧病在床得知自己不久人世的時候，
雖然受盡病魔的折騰，父親卻毅然問醫生能否在死後把所有器官捐給有需要人士，但礙於癌細胞已擴散，器官無法捐出
，於是他選擇把遺體捐出作醫學用途，最後遺體送別禮儀在香港大學醫學院進行。那次，我看到成就他人的大愛。
過去，我總以為是我在幫助亡者及其家人，然而一路走來，卻驀然發現是亡者與亡者親屬在幫助我 — 幫助我慢慢走出喪
親的不捨與傷痛，學懂感恩，珍惜與家人共處的時光，明白在主的恩寵中如何奉行愛德善工。

這一次退省彌漫著喜悅，驚喜和難忘。我們能夠有機會參加今次避靜
退省，心靈倍覺寶貴和充實。

我一直相信每位主內的兄弟姊妹在出生以前，主已經將一把鑰匙交給我們，內裡包含一些在世的使命。顏神父離任在即

感謝天主恩賜！

堅信他所播下的每一顆種籽，必定連最微小的那一顆也不會失掉！

，我確信他那把鑰匙中露德聖母堂的善牧使命經已圓滿地完成，未來將會展開另一項更任重道遠的善牧使命。然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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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報讀慕道班的時候，我是抱著進一步了解天主教道理的心情，因為從小學至中學，我都是就讀天主教學校，原來
天父早已在我心內播下了種子。
經過一年多的慕道，我確實對天主的信德有增無減，從聖經中天主給我們的道理，我漸漸學會了積極勇敢面對挫折、不
再埋怨。我變得主動參與身邊各項聚會，領會到從愛的角度去看待人及事，體諒身邊各種事情，使我更加寛容自在，因我
心已有信賴的主看顧。
天主不單眷顧我，祂也眷顧了我的家人。今年一月底我媽媽在彌留之際，我得到導師提意下誦念「慈悲串經」給媽媽聽，
在我不繼誦念時，媽媽急促的呼吸慢慢平和下來，好像天父告訢她把牽掛的事交托給衪吧！第二天中午媽媽就像在睡夢
中安詳地離開了。這件事使我深刻體會到聖經所說「愛近人如你自己」的真諦。感恩是仁慈的上主給予我這個教會家庭、
顏神父、修女、修士，三位善良友愛的導師及一班互勉的同學；在他們的無私幫助、關心、支持及鼓勵下，使我的信仰更
實在。
今年適逢「慈悲禧年」，我能和小女同在復活慶典當晚領受洗禮，成為天父的兒女，加入教會的大家庭，實在是天主的
慈悲，我感到恩寵滿溢，十分難得及幸運。
現在我們只是一個初生的基督徒，我們期望能繼續效法基督，肖似基督，以「愛」德為目標：愛主、愛人，與及鞏固我
們「信德」的基礎，繼續成長。
陳雄 Ambrose Chan

人雖然是地球上的萬物之靈，但在宇宙中只是一顆渺少的沙粒。我相信冥冥中是有一個造物主創造着這個世界，而那造
物主便是天主。
很感恩在我的代母扶持下，能在今個復活節領受入門聖事，經顏神父的施洗而成為天主教會的一份子。同時，我很感謝
導師們的悉心教導及指引，使我明白不少聖經的道理。在往後的日子，希望能夠進一步認識聖哲垂訓，參透聖言聖蹟，
得以加深及鞏固我的信仰。
我有一些親人及朋友也是天主教徒，在他們身上感受到愛德，從他們的面上我看到了彩虹，體驗到人與人之間要有愛才
能互相扶持及成長；我亦學懂做人要謙卑。
我盼望能通過聖經裡的教導增強愛德。正如經上所說︰「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誇張，不自大，不作
無禮的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不義為樂，卻與真理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格前13:4-7)
在逾越節三日慶典中，我體驗到天主子耶穌基督為愛世人，受盡苦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而被埋葬，正如聖經所載，他在
第三日復活了。藉著這次洗禮，我感受到新生命的來臨，就如基督復活一樣；另一方面，我也期望來世的生命。
作為一個新的信徒，我希望能透不同的途徑來加深我對信仰的認識。
願主與我同在，亞孟。
黃翠儀 Faustina Wong

除了結婚那天，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是我人生的另一個大日子 -- 我終於領洗了，我可以在別人面前宣認我是天主教
徒了。
感謝神父讓我和女兒在這個復活慶典之夜一起領受聖洗聖事，令我更覺得一切天主已經為我們安排好。那天晚上，心情
十分緊張和興奮，不懂得怎樣去形容，特別在領洗的一刻，真的十分感動，覺得自己終於真正成為天父的女兒而感到光
榮和幸福。

請瀏覽堂區網頁，觀看更多照片 http://lourdes.catholic.org.hk/Parish_photo.html
時間過得真快，終於到了領洗的大日子。復活慶典當晚，整個禮儀既隆重又神聖！我感到既高興又緊張，因為受洗之後，
便是天主的女兒。祈求天主繼續指導我，給我力量和智慧而找到人生真正意義。
最令我難忘是神父為我施洗時及在施行堅振時在我額上傅油的一刻，真的很奇妙，我感到天主聖神就降臨於我身一樣，
這是個很難忘的經驗。

在差不多兩年的慕道期，自己對天主的倚靠是有增無減，我相信新領洗的我們，信仰的心應該還是最熾熱的，所以我們
更應把握這份熱情，宣揚福音。導師常常提醒我們要肖似基督、要做到愛人如己。知道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但我們
一定要作一個基督徒的好榜樣，嘗試去實踐吧。
領洗只是我們信仰生活的開始，信仰的路還是很漫長，我們要好好和天主建立親密的關係，生活才有意義。

我領受了主的恩典，以後要更努力閱讀聖言以堅定信仰，更多祈禱以接近天主。

最後，感謝天主為我們安排了很好的導師，她們無私的付出，耐心的教導，令我深受感動。祝願導師們和各兄弟姊妹在
天主的愛內活出更豐盛的生命！

感謝天主！

各位新教友，大家一起努力！
倪莉文 Irene Ngai

馬惠敏 Charlotte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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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榮幸能跟大家分享領洗後感想。我藉此機會感謝顏神父的慷慨和勉勵、堂區各善會的協助，使當晚「入門聖事」得以
順利完成。當然還包括三位導師：陳太、Catherine和Joanna。她們無條件付出精神和時間，給予慕道同學最大的支持
和力量，還有愛護和教誨。也感恩的是慕道班同學們齊心協力，順利完成我們領洗當晚祭台背景的佈置，共同努力下，
大家做得很開心。

回想起一年半前，我和媽媽一起報讀了慕道班，就彷如昨天的事。如今，我們正式成為天主教徒，一切仍好像不真實。
很感恩整個慕道過程中，有著一班活潑跳脫的同學仔，一起開心地渡過每一個星期三的晚上；再加上三位與眾不同又循
循善誘的好導師，雖然他們仍然堅稱自己是陪讀員，但我們每一個人都深信，沒了他仨一直引導我們每位問題多多；又
特別古靈精怪的同學仔，我們應該很難堅持這漫長的一年半。感謝天主，祂安排了我們這一班人的相遇。

我最初接觸天主教道理是小學時候，因就讀一間天主教小學。長大後，因工作結婚，生兒育女，但我仍然有機會接觸天
主的道理，因為媽媽是位虔誠的天主教徒，而爸爸離世前，也受洗成為天父的兒子。之後，我丈夫也在因緣際遇下，也
領洗皈依成為天主教徒。

冥冥中天主自有安排，特別是令我的母親從一個完全不懂何謂天主的人，到現在思言行為上比我還要虔誠的教徒，她是
沒有看見也相信，她比我更為有福。而我無形中成日為了她的洗者若翰，帶領她走上信仰之路。媽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
的人，她帶給我了生命，但我竟然能與她同一天領洗，這是天主賜我最大的恩寵。

所以我感到主一直在眷顧我家庭，不斷地洗滌我心靈，於是我下定決心致電Catherine，在2014年9月正式成為慕道班的
學員
慕道期間，每星期聆聽福音，開始領略到當中故事意思。課堂中聖經給予我最大收穫就是比喻，林林總總的比喻原來內
裡隱藏著很多大智慧、大道理。
在接受福音歷程中，我由最初疑惑，後開始聆聽，感受到聖神的臨在，前後經歷不同階段。我愈是反思，愈認識天主道
理。同時愈感覺到自己的渺小、不足。直至現在這一刻，我心中已有依靠和交托，心中歡樂和得著的感覺，非第三者可
以感受得到。
在慕道培育過程中，經歷收錄禮、甄選禮、考核禮，最後是入門聖事，令我想起聖經一個故事，就是撒種的比喻。上主
早在我心田撒下了信仰種子，在聖神的灌溉下，經過了路旁，石頭，荊棘叢中的考驗，最後落在好地方，希望這顆種子
能夠扎根，開花和結果。

很慶幸為我領洗的是顏成滔神父，他經常問大家何謂信德，也邀請我們去了、看了、現在各位都住下了。還記得慕道時
期每次彌撒時他對我的覆手，總有一股暖流從他的手中傳到我頭上，就像是天主透過他，賜給了我力量，每次都很感動，
也很溫暖窩心。領洗當晚不知怎的我一直很緊張，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因為我可以領受三項聖事，這是比甚麼
都難忘。初次從顏神父手中領聖體，雙手一直顫抖，因為我可不用再羨慕 人，自己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領聖體聖血，成
為真正的天主教徒。本來以為領洗當晚我很漂亮是因為心情喜悅，但真正令我美麗的不是華服外表，而是耶穌基督進住
了我的心，而我是肖似天主的，還有甚麼比這個更美呢？
從今以後，希望能以基督徒的身份，事事處處依靠天主。因為有祂，所有不完美的生活和事都能化作完美，祂總會把最
好的安排給我們每一位。以我最喜歡的聖經金句作為信仰的指引。「因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
就必給他開。」(路 11:10)。我深信信仰為人帶來喜樂，也為我們帶來平安，主佑各位！
劉艷君 Valerie

3月26日復活夜間慶典當晚是我人生另外一個大日子：領受入門聖事。禮儀慶典隆重而神聖，燃亮了的燭光，代表天主
的光戰勝黑暗(死亡與罪惡)，當聖水灑在我額上的一刻，心裏充滿著感恩之情；穿上白衣，心中感到天主的召喚和實在
我被揀選了。

今年的復活節對我來說是最有意義，亦是最令我感動的復活節。

非常感謝主對我垂憐和寵愛，給了我新生命。在領聖體聖血那一刻，我感到主與我同在，更深徹確定了自己成為天父的
女兒！

從小到大，我都相信天主的存在，但一直未有領洗。直至一年多前準備跟當時已是基督徒的丈夫結婚前，我確切有感，
我真的想跟耶穌再走近一點點，便開始上慕道班。

直到目前為止，我也不確定我對天主認識是否足夠，但我願意去嘗試、去接觸更多關於主的生命、道理、真理。並常常
提醒自己要以福音的精神為生活中心，勤讀聖言，恆心祈禱、參與禮儀，徹底皈依，成為天主的好女兒。

經過導師們一年多的悉心教導，我們這班同學終於在剛過去的復活節受洗。從我們在操場開始，看着顏神父燃點蠟燭、
到走進禮堂、教友們為我們祈禱，我們的領洗、領堅振；整個過程既難忘又感動。我深深感受到，我確切進入了天主教
會這個大家庭。當時那股震撼的力量，很難用文字來表達出來的。我只知道天主很眷顧我們這一家，派遣了天使常守護
在我們左右。

我知道未來的日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亦會碰到種種挑戰，但願主與我同行。如在慕道課堂上導師講「足印」的故事︰
沙灘上我和主耶穌在漫步，回首看見留下的只是自已的一對足印，當我心中埋怨主在那裡時，主耶穌卻向我說：「孩子，
那對足印是我的。在你最艱辛、痛苦時，是我揹著你走。」那時我心裡驀然醒覺原來我並不是孤單而行，而是主祂揹着
我涉水而過。
主，我信你、我望你、我愛你！亞孟！
何詠德 Sharon Ho

過去的一年，我家新添了位成員 ~ 我的愛兒，他也在復活節，這特別的日子，與我一樣受洗成為了基督徒。我們感覺到
他其實也挺享受去聖堂聽神父講道的，因為他在那一個多小時裡很安靜留心，除了中途小睡一會而已：）。
現在只是我們在信仰道路的開始，希望憑著信德，我們會逐漸與天主距離拉近。祈求天主降福每一位新教友，都能意識
到我們受洗，便是分享基督的生命，讓我們活出福音精神，努力愛主愛人，傳揚福音。
天主保佑！
張翠婷 Yvette Cheung

本人是2016年剛領洗的新教友，正式加入天主教這個大家庭。回想由開始上慕道班到現在領受洗禮，已一年多了，日子
像是很長，但又過得特別快！
記得每個主日上課時，自己有時總會是不專心，心裏抱著半信，但又好奇的心態去學習。有幸得到三位導師，陳太、
Catherine和Joanna，無私的教導。透過閱讀聖經，學習到很多人生的哲理，使我對人對事的心態都漸漸改變了。領洗
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開始了。耶穌說︰「不要怕，只要信！」這句話或許能表達到自己現時對天主信靠的心態吧！

在我求學時期，聽過一句這樣的說話:「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句話像有無窮的自我審視力，
聽後，令人回味自己一生經歷過的愛與恨。我在未認識天父的前半生，反覆思量。愛與恨，不會無緣無故，仿似，是一
個放諸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

在去年的七月，一場大病，我在醫院裏休養了一個多月。那時候，眼見同房病人的離去，親友們痛別流淚，自己的心感
覺也不好受。臥病在床時，有時會祈禱，祈望能盡快出院。感謝天父對我的不離不棄，憑信德的力量，我身體漸漸康復過
來。後來自己也反省，不要遇到困難時才去祈禱，更不要只為自己，也應要為身邊的人祈禱。我正在努力學習呢！
到了九月，媽媽的離去，令我和家人都感到非常悲痛。那時刻，心裡有很多話想跟媽媽說，然而也有很多問號 — 為什
麼她這麼早離我們而去？自己仍未報答她養育之恩呢！當時很感謝顏神父、導師們，還有慕道班同學的支持和安慰。現
在明白媽媽的離去是天主的安排，回到天父的身邊得享永生是多麼有福氣啊！感恩！

領洗後的我，感恩也感謝。感恩三位導師，她們來自不同的階層，有著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但她們都有一個共通
點，就是她們都沐在主的愛內，最難能可貴的是，她們都能將天父無緣無故給她們的慈愛，也無緣無故的烙銘於我們心
內。她們一步一步的帶領我們，為的是要我們都成為基督的肖像。那份永不言棄的愛心，令我感恩五內。至於同學們，
筵席將散，當然躲不了飛鴻一別，感謝，那泥上指爪仍存。雖然，「來者親，去者疏」的生命循環，再一度上演.，也不
忘感謝天父將他們帶進我的生命，擴闊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人生。我相信，憑藉主的巧妙安排，我們很快就能再次
相遇，雖不在今天，必也在將來。

回說領洗當晚的心情，既緊張又喜悅。最難忘的是領受洗禮的一刻，因著洗禮確實洗掉了我過往的罪過，接受天主重生
的恩寵，成為天父的愛兒。感恩！

我還要衷心感謝我的太太，她向朋友說的一句話︰「我已經給他澆水廿多年」，令木訥的我，感觸良多。如斯堅韌耐力，
令我汗顏。赫然察覺，原來天父早已將「若翰洗者」置於我的身旁。再一次令我感受到天父的安排，何其奧妙。

最後，藉此機會多謝三位導師的教導，對教會的付出，使我獲益良多。也恭喜三十四位新教友。
很懷念慕道班同學和回味上課的日子，希望未來日子在置富堂區見到您們！

花開花落，物換星移，在恆常變幻的天地宇宙中，存在著一種永恆不變的奇妙恩典，你看見嗎？.....「天父未曾應許天常
蔚藍，祂未曾應允花兒常開，衪卻恩許衪的慈愛常在」。每次我聽到這首聖詠，我必熱淚凝眶。原來，這世上真的存在
著，來自天父那無緣無故就已恩賜給我們的愛。如今，我看見了，也相信了，你呢？

主佑大家！
袁偉德 Anthony Yuen

劉耀祖. Joseph Lau

新教友感受

新教友感受

早在四十多年前, 天父巳在我的周遭眷顧着我。自幼稚園至高中，圍繞着我的都是修女、教堂和信奉主的好同學。曾經
亦有徵詢爸爸能否上主日學，但給父親以科學為本的思維拒絕了。畢業後，投身護理家庭,漫長的日子都是在深切治療
部中渡過。照顧的，陪伴的都是面對痛苦、死亡的一群，工作忙碌之餘又要進修護理專科。追趕中，實在忘了天父常在
左右。回想，正是天父付予我機會；了解到幸福並非必然，使我往後更知足常樂。其後因照顧家庭轉任兼職講師，也因
家庭子女鎖事，忘了天父仍在我身旁。
二零一四年，正當我於彌留病房，陪伴着患上末期癌病三十多年的好友，對面躺着一位同樣患上癌病的病人；拿着她珍
而重之的聖經送給她，祝她有着平安的心而令我感動不巳。當我手上拿着那本貼滿旗貼和密密的螢光筆highlight， 心裏
湧上的翻騰，更加令我感受到她竟割畢生之愛，可能是她當時懷著所需的依靠的大愛。當刻除了感動，亦因與好友常談
要有平靜心境去面對死亡，而觸發我報讀慕道班。
首先感謝蘇蘇和陳太給我安排參加星期三慕道班上課。更要感謝的是三位導師，Stephen、Emily和婉儀。每次上堂，他
們總比我們早到和遲走，慕道後期，他們囑咐我們選取金句，在信主後作依靠和警醒。同學們分享金句後，令我回想卻
是我慕道的不同階段。
「因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我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若20:29」(芳姐揀選的金句)；慕道早期，不解的
事甚多，又未能做到因信而理解導師的教導，聽到旁人說不要問，只要信時，心裡總感到不是味兒。往後卻是這句：
「看到還需要信嗎？」解開了我的心結。
「我們應該愛，因為天父先愛了我們。(若一4:16-21)」(我揀選的金句)。參加彌撒的初期，因有不懂的禮儀和面對不少
陌生的目光，而感到未能投入。可幸是遇到顏神父經過時給予鼓勵和親切的眼神，確切使我感受到天主先愛了我，接納
我。
「我的時刻尚未到。(若2：4b)」(Ivan 揀選的金句)；慕道中期，因現今所見的和心中相信的有不少矛盾，心中不時忐忑。
還記得那天忍不住致電Emily，她二話不說，便在一杯咖啡前為我解開心結。
「因為凡求的,就必得到；凡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開。(路11：10)」(Cherie揀選的金句)；某一星期天往教
堂參加彌撒途中，腦海中正煩惱著找誰作代母，迎面而來的是鮮有聯絡多年前的朋友，一位十分虔誠的教徒。心想應否
－見面就煩她之際，就在那三分鐘裡，不足十句的對話她就一囗答應了我。謝謝Janet, 謝謝天父！

今年復活節對我們一家人來說，確實有點難而形容的喜悅，因為我們一家終於領洗了！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都是就讀
天主教學校，可是這麼多年以來，只有我放棄天主，沒有回應天主的召喚。
慶幸女兒出世後入讀了天主教學校，有一天，囡兒問我：「媽媽，怎樣才可以進入天父的家？!」當時的我恍然大悟，但
又不知道怎樣回答這個小女孩，於是我和丈夫決定開始尋找我們的信仰！
還記得未讀慕道班之前，有好幾次都打電話往某個堂區要報讀慕道班，但好可惜每次打去只有登記名字而沒有得到回覆，
要算起來都等了大半年，最終又放棄。不過天主一直沒有放棄我，提醒我及指引我們到了露德聖母堂，還記得當時接聽
電話的顏神父，那種和藹、親切的態度直到現在我依然記起！(若望福音1：35-42來了，看了，住下了) 他∼就是給我這
種感覺！
感謝上主的安排，派遣囡兒不斷推動，及梁修女的幫忙，從此我們就入讀慕道班了，而囡兒也入讀主日學。起初我們也
會帶著猶疑，不了解的態度，經過年半的歲月，感激每位導師及顏神父，不斷和我們分享及教導我們，令我們明白到用
天主的「愛」去活出生活，倚靠我們的上主，並將一切交給上主吧！
我們心裏面總覺得是無比的幸福，當跟從上主時，覺得自己臉上常常懷着一份莫名的喜樂！我們確信天主一直在我們身
邊，只要我們打開心窗，細心聆聽，我們就會發現天主永遠與我們同在。
以下這金句是對我莫大的 支持，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當不起祢來到我心裏內，只有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便會痊癒。」這段話我學會了要有信德，只要信賴我們的天主，
一切自有安排！在露德聖母教堂裏，我很感恩由顏神父為我們進行了聖洗聖事。在儀 式之中，顏神父在我們的頭上倒水
進行洗禮。從此我的丈夫，女兒和我，便成為一個天主的子女。過程中又感動又開心，天主給我們的恩竉，我們會永永
遠遠記住，往後的日子𥚃會用天主給予我們的、用更多的「愛」去關愛別人。現在的我們，作為天主教教友，相信要把
聖經裏面的基督的精神，實踐在我們的生活當中，還有心靈上也要不斷的學習，提升自己。
最後我們一家非常感激露德聖母堂的顏神父、導師及每一位教友，您們親切的態度，無私的奉獻，就像我們回到家中一
樣的溫暖，自在！感謝有您們在∼阿孟
張佩敏 Amelia

「主，我不堪當祢到我心裡來,你只要說一句話,我的心靈就會痊癒。」(Carman 揀選的金句)，臨近領洗，不時亦有反省
自己的缺點和不足。但天父多年還在我左右，未有放棄我，給予我機會。

2016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年。因為在復活節我和女兒領受洗禮成為天主的兒女，得享主內的平安、幸福。自從女兒出
世後，我選擇了天主教為我們的宗教信仰，因我認為對我和她是最好的安排。

「風隨意向那裡吹，你聽到風的嚮聲，卻不知風從哪裏來，往那裡去：凡由聖神而生的就是這樣。(若3：8)」(Candy 揀
選的金句)；我相信領洗的晚上，聖神一定在我們左右照着我們。那天晚上，雖然沒有感覺到聖神的來臨，但卻有莫名的
喜悅。在此，感謝新舊教友給我們的支持及祝福。

從前的我是十分衝動好勝，無論在生活、工作、家庭上，都要以我為主導，別人必須服從我的要求；縱使我明白這是缺
點，奈何卻很難改變。但在慕道的過程中，我漸漸學懂去忍耐、妥協、遷就，這是不大可能發生在惜日的我身上。感謝
天主透過福音的道理，令我了解到自己的弱點而得以改善，同時也懂得欣賞別人的優點，使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駱駝穿過針孔,比富有的人進入天國還容易。(谷10：25)」(Ronald 揀選的金句)；領洗後，我相信要更謙虛去認識我們
的天父，更重要的是隨着我揀選的金句- 我們應該愛，因為要回到天父身邊的確不容易。

天主給我恩寵，賜我一個大好家庭，乖巧的女兒、賢淑的妻子給我莫大的支持，我得償所願可以皈依天主、親近天主、
領悟天主的道理、奉行天主的旨意。

王冬竹 Joan

完成慕道課程，我明白這不是結束，而是新開始，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聽道、明道、信道。還要每星期帶同女兒參
與彌撒，上主日學，這是我希望做到的。
願主眷顧我家庭，讓我一家可以在主內成長！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一個很有意義、亦令我永誌不忘的復活前夕至聖之夜。感謝主的召喚和恩寵，我和兩個小女
兒可以一起領受聖洗聖事，成為天主的女兒，一同投入主內的大家庭，開始我們新生的道路。

董浩南 Oswald Tung

當我領受施洗的一刻，神父叫我的名字，說「Margaret，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你付洗！」我感到從沒有過的
喜樂與平安。從這一刻開始，我和我的兩個小女兒就成為了真真正正的天主教徒了！
在領洗前幾天，心情本來還是渴望和興奮的，但當顏神父手上的聖水從我的額上流下來時，我的心裏反而平靜得很，相
信是天父已經臨在我的心裡吧！

今年復活節對我是十分有意義。經過三位導師一年半的教導和分享，我和兩個小孩子在復活節領受洗禮成為基督徒，這
是天父送給我們的最好禮物。

感謝天主俯聽我的禱告，我的兩個小女兒當晚的表現非常合作，尤其是領洗後兩個小女兒排隊接受顏神父祝福時，她們
安靜地雙手合十，可愛的臉蛋抬頭微笑凝望著顏神父的一刻，我內心真的感到無比的安慰和感動。

還記得在長洲避靜時，其中一個課題是"誰是我(們)的洗者若翰"。我和其他同學開始時可能有著不同的原因而參加慕道班，
但是到了一同領洗的那一刻，我們都有著共同信念，要成為一個以聖父、聖子、聖神為依歸的教友。

感激顏神父和三位導師在這一年半慕道期裏的悉心教導和無私付出，還有慕道同學之間的交流和勉勵，讓我不僅重溫了聖
經上的道理，更對天主有了深入的體會和認識。

「信、望、愛」是一個深奧的課題，希望天父能幫助我繼續學習信和愛，盼望天主賜給我能力，好使我把天主的福音傳
給我的兒女，以及身邊的近人。

在往後的日子裡，希望聖神能給予我力量，讓我可以肖似基督的慈悲，懷著感恩和寬恕之心，把天主的愛傳給我身邊每
一位朋友。

領洗過後，我感覺好像是一個新生活即將開始，祈求天父陪伴所有新教友，一同學習怎樣過充滿信和愛的生活，時時刻
刻緊記天主聖言，並把聖言在每日生活中實踐出來。

主佑平安！

大家一同努力吧！讓我們彼此代禱！
鍾曉恩 Margaret Chung

李啟邦 Carlos L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