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零七年四月八日 

April 8, 2007 
復  活  期 

『耶穌必須從死者中復活！』 

恭賀慕道者 

在四月七日〈星期六〉晚上復活慶典的夜間禮儀

中，有五位慕道者領受入門聖事，姓名如下： 
李志揚 (Alfred Lee)        
梁金安 (David Leong) 
梁林鳳儀 (Maggie Leung)  
梁欣善 (Prudence Leung) 
梁方貴蓮 (Rita Leung) 
堂區熱烈歡迎這五位兄弟姊妹加入這個大家庭願主
助佑她/他們，在信仰生命中得以成長，成為地上的
鹽、世界的光。 

2007年四月份教宗祈禱意向 

一般意向 

求賜每個基督徒能在聖神的光照下 

踴躍並真誠地回應天主的召喚 

傳教意向 

求主廣增北美及太平洋區的神職聖召 

俾能滿足傳教及牧民上的需求 

少青組活動 

堂區少青組將於四月十五日〈主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

前往 Food Bank 作義工服務。 

請組員於當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在大會議室集合前往。

Food Bank 正需求大量雞蛋空盒及購物膠袋。請各位

教友如有多出的，帶回聖堂，在聖堂正門入口詢問

處旁將有收集箱收集，請各位注意！ 
Adolescence Group 

 

The Adolescence Group will volunteer at the Food 
Bank on Sunday, April 15. Volunteers please meet in 
the Parish Hall at 1:30 p.m. and we will leave at 1:45 p.
m.   
The Food  Bank is in need of egg cartons, If you have 
any egg cartons,  please bring them in and leave at the 
Information Deck.  

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s 
For April 2007 

General 
That, allowing himself to be 
enlightened and guided by 
the Holy Spirit, every Christian may 
answer enthusiastically and faithfully 
to the universal call to sanctity 
Mission 
That the number of priestly and 
religious vocations may grow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countries of the Pacific 
Ocean, in order to give an adequate 
answer to the pastoral and missionary 
needs of those populations 

復活期第一週讀經、福音章節 

1st Week of Easter Daily Reading 
耶穌復活主日Easter Sunday          宗Acts 10:34,37-43;        哥Col 3:1-4;                            若Jn 20:1-9 
復活慶期第二日2nd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Acts 2:14,22-23;                  瑪Mt 28:8-15 
復活慶期第三日3rd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Acts 2:36-41;                       若Jn 20:11-18 
復活慶期第四日4th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Acts 3:1-10;                         路Lk 24:13-35 
復活慶期第五日5th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Acts 3:11-26;                       路Lk 24:35-48 
復活慶期第六日6th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Acts 4:1-12;                         若Jn 21:1-14 
復活慶期第七日7th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Acts 4:13-21;                       谷Mk 16:9-15 

彌撒時間表    Mass Timetable 
星期六 Saturday：   4:30 p.m. (粵語 Chinese) 
主日 Sunday：         9:30 a.m. (英語 English) 
                                    11:00 a.m. (粵語 Chinese) 



堂區財政簡報 Parish Financial Summary 
二零零七年一月份         January 2007 

主日捐獻 Sunday Collection                     $16,754.92 
日常支出 General Expenses                      $14,485.57 
實還款項 Blended Principle + Interest Repayment               
                                                                   $  5,000.00 
尚欠 Deficit                                               $  2,730.65 

二零零七年二月份         February 2007 
主日捐獻 Sunday Collection                     $14,337.64 
日常支出 General Expenses                      $  8,525.48 
實還款項 Blended Principle + Interest Repayment               
                                                                   $  5,000.00 
盈餘 Surplus                                              $    812.16 

二零零七年三月卅一、四月一日  
March 31 & April 1, 2007 

主日捐獻 Sunday Collection                  $  2,786.00 
堂區還款基金Parish Loan Repayment Fund $2,987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generous contribution. 
詳情請參閱壁報板上的財政月報 

Please refer to the Monthly Financial Report on the 
Bulletin Board for details. 

各位兄弟姊妹： 
今年我想提早給你們寫這封信，讓你們在聖枝主日已能收

到，但請你們在復活節那日再看一遍，因為這也是我的復活

節賀詞，我在這裡轉交給你們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近年來在沒有世界青年日的年度，世界各教區在聖枝主日舉

行教區青年日（本教區則在暑假中舉行，今年已定於八月五

日）。教宗本篤今年為這教區青年日所提的題目非常精采，

我想介紹給青年們及所有兄弟姊妹們，作為聖週的默想：

「如同我怎樣愛了你們，你們也要彼此相愛」。（若13:34） 
教宗先問「愛是否可能？」人人都想愛與被愛，但愛並不容

易，多少人失敗了，以致以為愛是一個永不能成功的夢想，

他們放棄了，但我們要重新點燃希望：真的愛是可能的，忠

信的愛，堅強的愛，帶來平安與喜樂。 
我們要敢去愛！沒有愛生命就沒有意義。堅強的愛，燦爛的

愛，使生命成為奉獻，把自己奉獻給天主，奉獻給兄弟姊

妹。我們要效法那以愛戰勝了仇恨及死亡的一位，愛能徹底

改造人的心，把男與女，貧的富的，不同文化的都連結起

來。 
教宗帶我們尋找真愛的泉源，以三步曲描述真愛怎麼從它的

泉源流到我們這裡。 
第一步：天主是愛，是愛的泉源 
三位一體的天主內全是愛的來往。父生子，父愛子，子愛

父，這愛就是聖神，這無限美妙的愛洋溢於外，創造了人，

使人在宇宙中，在自己身上洞悉主的愛。可惜人竟懷疑天主

的愛，但天主並沒有罷休。 
第二步：天主聖子降生成人徹底顯示了天主的愛。本來無形

可見的天主，現在有血有肉，有人的面貌，和我們一樣，會

饑渴，會傷心，會甘心與我們奴隸共處，為給我們爭取回做

天主子女的資格。 
當我們還是罪人時，還同天主敵對時，天主子竟為了我們接

受十字架上悽慘的死亡。在這偉大的愛情面前誰能不投降。 
聖週是一年一度的良好機會，讓我們瞻仰十字架上的耶穌，

欣賞祂怎麼瘋狂地愛了我們。 
第三步：天主愛我們並沒有任何企圖。祂是無限的美善，不

需要甚麼，我們愛祂，祂也並不得到好處。但真的愛期望被

愛，被愛者以愛還愛時才真正成長，天主願意的是我們的成

長並達到至善。 
在十字架上耶穌說：「我渴」。祂渴望愛，祂渴望被愛。舊

約已有「愛人如己」的誡命，但福音裡耶穌更清楚地示意：

祂在每位我們的小兄弟姊妹身上等待我們去愛護祂，如同

祂愛我們一樣。 
為了耶穌愛所有的兄弟姊妹，每位兄弟姊妹，一個也不例

外，連仇人也包括在內。 
愛所有的人，但也有先後之別。教宗又用一個三步曲指出

三個愛的範圍，愛能開花結果的園地。 
（一） 教會，我們的大家庭。 
復活節夜間慶典中候洗者領受洗禮，成為教會正式的成

員。老教友們，新教友找到的會是怎麼樣的團體？正如初

期教會一樣，大家一心一德，和睦共融，不分彼此，分享

一切嗎？ 
新入教的兄弟姊妹，你們加入的團體從今以後也靠你們的

貢獻而建設起來。你們既期待在教會內得到信德的滋養，

愛德的滿全，你們一定要付出代價，犧牲一些時間，精

力，甚至合理的消遣，認同你們新的家，做這家庭的積極

份子。經驗告訴我們除了參與主日彌撒，教友也該參與一

個善會，一個小團體，才能保證恆心，不斷成長。 
（二） 教會內有不同的神恩。 
天主召叫你們以男女的結合建設一個家庭嗎？那正是愛的

工程。不要聽別人的胡言說天主的誡命阻礙人的幸福。是

天主造了男女，要他們互補，彼此認識，在自律和貞操中

滋養專一的愛。藉神聖的婚姻聖事結終身的盟約，在愛中

為天主的大家庭傳遞生命。天主召叫你們追隨神職或奉獻

生活嗎？你們要爽快回應，以你們的表樣鼓勵其他的青

年，每人順從天主的召叫而得到真正的幸福。 
（三） 對基本的聖召肯定了後，我們的愛有許多發揮的機

會。家中親人，學校或工作的單位，消遣或娛樂的機會，

愛德到處都能開花結果。 
人生目的不祇在於爭取社會裡的地位，人的價值不祇以他

的生產能力為標準。做「愛的見證」才是首要任務。 
你們要多多認識教會的社會訓導，你們會見到眼前展開一

個無邊際的園地，你們可以投入各種愛德功夫去建設一個

愛的社會：維護公義，扶助弱小。愛心會使你們在身邊見

到那沒有東西吃，沒有衣服穿，孤苦伶仃；患病，傷殘；

被欺負受歧視，甚至被以為是社會的包袱而遭排擠的兄弟

姊妹，耶穌就在他們身上，「你們要彼此相愛，如同我愛

了你們」。 
聖人們成功了，德蘭修女彷彿還在我們中間，他們的秘訣

是常回到愛的泉源汲水，恆心祈禱，接近愛的聖事，參與

耶穌在祭台上的愛的奉獻。 
聖女瑪達肋納來向耶穌的屍體表示尊敬愛護，她找到的卻

是光榮復活了的救主！ 

陳 樞 機 聖 週 牧 函 

香港主教    陳日君樞機 

節錄自香港公教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