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零九年七月二十六日 July 26, 2009 

福 音               若Jn 6:1–15  

那時，耶穌渡到加里肋亞湖，即提庇黎亞湖的對岸。 有一大群人曾見過耶穌治病的奇蹟，就一路

跟隨祂。 耶穌上了山，和門徒們一起坐下來。 這時候猶太人的逾越節快到了。 耶穌抬頭，看見

一大群人向祂走來，就對斐理伯說： 「我們上哪裏買東西給他們吃呢？」 耶穌這麼問是想試探斐

理伯，其實祂知道該怎麼做。 斐理伯回答說：「即使花兩百塊銀錢去買餅，恐怕一人也吃不上一

塊！」 耶穌的另一門徒，西滿伯多祿的兄弟安德肋說： 「這兒有個孩子帶了五張餅和兩條魚，但

哪夠分給這麼多人吃？」 耶穌說：「叫大家坐下。」 那裏青草茂盛，大家都坐了下來，單是男人

就有五千人。 耶穌拿起餅，祝福了，然後分給坐在草地上的群眾； 祂也同樣把魚分給大家，隨他

們吃。 大家都吃飽後，耶穌就吩咐門徒： 「把剩下的碎渣收好，別糟蹋了。」 他們便把五塊餅

的碎屑，就是大家吃剩的，全收在籃裏，竟然裝滿了十二個籃子。 人們見了耶穌剛剛行的奇蹟，

就說： 「這人一定是那位要來到世上的先知！」 耶穌知道他們想強拉祂，擁祂為王， 就又避開

人群，獨自上山去了。  

反省： 奇蹟曾否在你身上出現？ 面對質疑耶穌行奇蹟的人， 我們又該如何回答呢？在艱難困苦

的時候， 有些人或自怨自艾， 或感歎時不予我， 更有些認為是上天作弄。但奇蹟往往降臨在勇

敢而樂觀的人身上。對未來生活充滿希望， 確實信賴基督在你生命中的位置， 你會發現， 在別

常年期第十七週讀經、福音章節 
17th Week of the Year Daily Reading 

主日S 列下II Kgs 4:42-44;   弗Eph 4:1-6;   若Jn 6:1-15 
一M 出Ex 32:15-24,30-34;   瑪Mt 13:31-35 
二T 出Ex 33:7-11;34:5-9,28;   瑪Mt 13:36-43 
三W 若一I Jn 4:7-16;   若Jn 11:19-27 
四T 出Ex 40:16-21,34-38;  瑪Mt 13:47-53 
五F 肋Lv 23:1,4-11,15-16,27,34-37; 瑪Mt 13:54-58 
六S 肋Lv 25:1,8-17;   瑪Mt 14:1-12 

常年期第十八週讀經、福音章節 
18th Week of the Year Daily Reading 

主日S 出Ex 16:2-4,12-15; 弗Eph 4:17,20-24; 若Jn 6:24-35 
一M 戶Nm 11:4-15;   瑪Mt 14:13-21 
二T 戶Nm 12:1-13;   瑪Mt 14:22-36 
三W 戶Nm 13:1-2,25-14:1,26-29,34-35; 瑪Mt 15:21-28 
四T 達Dn 7:9-10,13-14; 伯後II Pt 1:16-19;谷Mk 9:2-10 
五F 申Dt 4:32-40;   瑪Mt 16:24-28 
六S 申Dt 6:4-13;    瑪Mt 17:14-20 

常年期第十九週讀經、福音章節 
19th Week of the Year Daily Reading 

主日S 列上I Kgs 19:4-8; 弗Eph 4:30-5:2;  若Jn 6:41-51 
一M 格後II Cor 9:6-10;   若Jn 12:24-26 
二T 申Dt 31:1-8;   瑪Mt 18:1-5,10,12-14 
三W 申Dt 34:1-12;   瑪Mt 18:15-20 
四T 蘇Jos 3:7-11,13-17;   瑪Mt 18:21-19:1 
五F 蘇Jos 24:1-13;   瑪Mt 19:3-12 
六S 默Rev 11:19;12:1-6,10; 格前I Cor 15:20-26;
 路Lk 1:39-56 

常年期第二十週讀經、福音章節 
20th Week of the Year Daily Reading 

主日S 箴Prv 9:1-6;   弗Eph 5:15-20; 若Jn 6:51-58 
一M 民Jgs 2:11-19;   瑪Mt 19:16-22 
二T 民Jgs 6:11-24;   瑪Mt 19:23-30 
三W 民Jgs 9:6-15;                          瑪Mt 20:1-16 
四T 民Jgs 11:29-39;   瑪Mt 22:1-14 
五F 盧Ru 1:1,3-6,14-16,22;  瑪Mt 22:34-40 
六S 依Is 9:1-6;    路Lk 1:26-38 

常年期第二十一週讀經、福音章節 
21st Week of the Year Daily Reading 

主日S 蘇Jos 24:1-2,15-17,18; 弗Eph 5:21-32; 若Jn 
6:60-68 
一M  默Rev 21:9-14; 若1:45-51 
二T  得前I Thes 2:1-8; 瑪Mt 23:23-26 
三W  得前I Thes 2:9-13; 瑪Mt 23:27-32 
四T  得前I Thes 3:7-13; 瑪Mt 24:42-51 
五F  得前I Thes 4:1-8; 瑪Mt 25:1-13 
六S  耶Jer 1:17-19; 谷Mk 6:17-29 

本堂首任主管司鐸劉志剛神父暨曾任慈幼會中華區會長的何廣凌神父，應溫哥華慈幼舊

生會的邀請，前來北美旅遊並順道前來愛民頓省親，他們倆自幼為同班同學，情如手足，

今天共同慶祝晉鐸五十周年金慶，進會60周年鑽慶及八十大壽。本堂於本周末徵得何廣凌

神父允諾，蒞臨本堂舉行感恩祭。          

 何神父現為澳門慈幼中學校監，兼任聖老楞佐堂副本堂，及澳門主教私人秘書。 

 劉志剛神父將於下週末(八月二日)為我堂區教區主持感恩聖祭。彼現時担任九龍鄧鏡

波工專進教之佑堂的副本堂神父，兼教授成人慕道斑，各教友務請踴躍前來参加感恩祭，

同頌主恩。 

常年期第十七週  

晉 鐸 金 慶 感 恩 祭 

『你 伸 出 了 你 的 雙 手， 

   滿 足 了 眾 生 的 需 求。』

教區進堂衣著指引 提醒服飾端莊以示敬主 
 

（本報訊）香港 教區七月初發出「進堂衣著注意

事項」海報，提醒教徒注意在聖堂內的衣著服

飾。有神父稱，整齊的服飾表達對天主的尊。                                                       

 教區副主教陳志明六月三十日說，教區半

年前開始作諮詢，近日完成中英文版指引，當中

以扼要為原則，七月十二日開始陸續在不同堂區

張貼海報。指引說明進堂衣著宜莊重，不宜「闊

領短衣露軀體」、「短裙熱褲失恭敬」，又指出

「胸露背不適宜」和「外衣不應露肚臍」。                                             

 陳志明神父說：「教堂屬神聖的祈禱地

方，任何進堂人士也應注意合適的衣著。」他

說，衣服端莊與否會影響別人參與禮儀及祈禱；

張貼海報後，期望堂區神父向信徒解釋教區的安

排 。                                             

       堂區神父甘寶維六月二十九日說：

「信徒到聖堂是隆重的事，是朝拜天主的時刻，

身處上主的聖殿，衣著需要端莊，可是很多香港

信徒沒有這個觀念。」他以歐洲的聖 堂為例，

好些聖堂門外列明進堂者不宜穿著短褲或吊帶背

心，「就像位於法國的泰澤，若信徒穿上吊帶背

心 進 入 聖 堂 ， 會 有 專 人 提 供 披 肩 。 」                                                   

他說，教區發出指引，是要提醒教徒需以莊重的

心態進入聖堂，衣著端莊整齊是其中一種表達對

主 尊 敬 的 方 式 。                                                    

 教區青年牧民委員會執行秘書莫靜儀同日

說，隨著時代轉變，衣著要求也不同。她明白一

些教徒認為，上教堂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因而

穿 上 運 動 短 褲 、 涼 鞋 等 便 服 進 堂 。                                           

青年信徒羅傑仁說，主日上教堂時亦會留意本身

衣著：「我平日愛穿『人字拖鞋』，但上教堂時

便不會。」他又認為戴帽子進堂並不恰當。                          

 羅傑仁認為，進堂衣著指引可供教徒作參

考，若定為必須遵守的規條，或會帶來反感。



Sunday Collection 主日彌撒捐獻 

二零零九年七月五、十二、十九日  

July 5, 12 & 19, 2009 
主日捐獻  
Sunday Collection          $2,555.25 
特別捐獻  
Special offering                            $   120.00 
還款基金 
Building Fund          $   55.00 

特別頒賜信友之大赦 

在「司鐸年」，教宗將頒賜大赦給符合辦

告解、在聖祭中領聖體及為教宗意向祈禱

三個慣常條件，並踐行以下熱心善工的信

友： 

（一）真誠悔罪的信友，如在 

• 「司鐸年」開始或終結當日、 

•  聖維雅納去世一百五十周年當

日 

          (即零九年八月四日)及 

• 「司鐸年」期間每月首星期四 

踐行以下善工，可獲全大赦： 

• 在教堂或小堂虔誠參與聖祭、 

• 為教會的司鐸向基督大司祭祈

求，並 

• 奉獻當日其他的善工，為使司鐸

得到基督的聖化和被他的聖心所

薰陶。 

（二）信友每次虔誠誦唸五遍天主經、聖

母經及榮福經來敬禮耶穌聖心，為

幫助司鐸持守潔德及度聖善的生

活，可獲有限大赦。 

祈禱宗會暑期活動 

 該會定於八月十八日前徃 Elk Island 

舉行戶外郊遊，歡迎家屬陪同参加，每位七

元，包午餐。因車位有限，先到先得。時間擬

定為早上九時卅分起程，下午五時返抵聖堂。 

《生命恩泉》 

每主日下午 4 時 35 分至 5 時 05 分在新時代

電視(181 台)全國播出，歡迎收看。 

www.FLL.cc 

教 友 消 息 

段嘉揚小姐興林建峰先生，將於八月一日

下午一時三十分，在本堂舉行婚禮。 

恭祝一對新人白首偕老、永結同心，在主

的愛內締結美滿的婚姻。歡迎堂區各兄弟

姊妹蒞臨參加他們的婚禮。 

慈幼中文學校招生 

 由本堂區主辦的慈幼中文學校現已招

收二零零九至二零一零年度新生，凡年齡在

三歲以上有興趣學習寫講讀中文的青少年均

可報名。中文學校的宗旨是「傳揚中華文化、

廣傳基督福音」。堂區希望藉著中文學校能夠

使我們的下一代學習和保存中華文化，並且

能通過老師、教職員的言行和表樣去發揚基

督的精神。 

 中文學校開課日期為二零零九年九月

十九日，上課地點是本堂，時間是每星期六

上午九時半至中午十二時，學費及書簿費全

年145元。報名表可向詢問處索取，如有問

題可向校長 Fanny Ho 查詢。 

八月份特別彌撒  
八月六日(司鐸日可獲得全大赦)早上彌

撒時間為十一時正。 

八月七日(首星期五)上午十時三十分明

供聖体，隨後敬禮耶穌聖心彌撒。 

 八月十五日(聖母開天節)特別彌撒上

午十一時正 

恭念玫瑰經 
堂區於八月廿九、三十日三台主日彌撒前二

十分鐘，將恭念玫瑰經，特敬聖母。請各位

教友準時出席，一起參與這項熱心敬禮。 

主日學消息 

主日學初班招募助教，凡有興趣協助初

班導師黃敞(Maria)姊妹，逢每主日上午十

時半至十一時半負責照顧幼兒工作者，可

聯 絡 M a r i a  W o n g  電 話 ： 7 8 0 -                                   
 主日學下學期招收新生，請各位家長

留意為適齡兒童報讀主日學幼兒班、初

班、中班及堅振班。歡迎堂區4-12歲的兒

童報名參加。上課時間為每主日上午十時

三十分開始。報名表格在八月十六日主日

可到詢問處索取，報名截止日期為於八月

三十日前交回堂區辦事處方便各級導師安

排。新學年開課日期定於二零零九年九月

十三日。      

 主日學是給予各位小朋友更能認識基

督耶穌給我們的指引與聆聽福音的  會。 

Adolescence Group 
If you are 9 to 17 years old, would like to enrich 
your spiritual knowledge and have fun at the 
same time, why not join the Adolescence 
Group.  Our Group offers spiritual discussions, 
sharing and lots of activities such as retreat, 
camping, ski trip, sport tournaments, badminton 
classes, etc.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us, registration 
forms are available at the Parish Information 
Desk.  Our first meeting will be on September 
27 (Sunday) at 1:00 p.m. in the Parish Confer-
ence Room.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Alison Yeung 780-909-6619 or alison-
kyeung@hotmail.com 

少青組 

各位家長請注意，閣下如有9歲至16歲的少

年子弟，而有意希望他們增強神修方面的

培育，並樂意參與多項不同興趣的活動，

例如：退省、分享、討論、露營、滑雪、

各項球類運動及智能遊戲等。堂區少青組

正適合他們，歡迎你們鼓勵他們加入，請

盡快到詢問處索取參加表格。暑假後的首

次開會日期是九月廿七日(主日)下午一

時，在堂區大會議室。 

如有問題可聯絡 ： 

Alison Yeung 780-909-6619 or  
alisonkyeung@hotmail.com 

Praying the Rosary 
Twenty minutes before all three Sunday Masses 
on August 29 & 30, the Rosary will be recited 
in devotion to Mary.  Please arrive on time 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