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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件事

為歡迎 43 位新教友

周廣全是

和 9 位領堅振的教

其中一名新教

們領洗當晚的大合照製成卡片，在

時期已經加入

友們，儲蓄互助社和活石特意將他
4 月 7 日（復活節第二主日）的新教

友聚會中派發給他們留念，希望他
們皈依天主、棄絕罪惡的同時，多活

友。他在慕道
儲蓄互助社和
活石釋奧團，
去年九月的社
員大會中當選

躍善會和服務教會，宣揚基督精神。 儲社董事。他
表示：越早投

儲社董事周廣全(
儲社董事周廣全(左四)領洗前已參與服務堂
區，大家為他領洗而喜悅。
大家為他領洗而喜悅。

入堂區服務，能更深切體驗天主的愛，有助他加強
慕道期的意志和信念。
儲社在新教友聚會中，發現不少新教友對教
會團體十分有興趣，
其中 7 名新教友更表示願意進
一步了解儲社或活石的活動，當中部分更應邀出
席活石在 4 月 10 日周三和 14 日周日聚會，認為參

儲社代表（
儲社代表（黑衫者）
黑衫者）派領洗當晚大合照給
新教友留念。
新教友留念。

與教會團體有助尋求信仰和覓得生活導向。

逾越晚餐各
逾越晚餐各食物的
食物的獨特意義，
獨特意義，您知其中一二嗎
您知其中一二嗎?
雞蛋：是選
民的兒女在
聖殿還在的
時候奉獻給
上主的祭
品。

羊肉：
羊肉：他們按天主旨意，
他們按天主旨意，將羊血塗在門
楣和門框，
楣和門框，避過「
避過「殺長子」
殺長子」災禍

苦菜：
苦菜：他
們在埃及
所受的苦
青菜：
青菜：象徵春天，
象徵春天，感謝
天主賞賜土地

圖片來源：
圖片來源：互聯網

逾越節晚餐
活石釋奧團
在 3 月 18 日
舉行了逾越
節 晚 餐，共

鹽水：
鹽水：象
徵紅海及
他們的眼
淚

有 15 人，包
括 慕 道 者、
候洗者和其
他堂區教友

教友進行逾越晚餐，
教友進行逾越晚餐，跟足當時的禮儀
程序。
程序。

出 席，狄 和

蘋果泥：
蘋果泥：象徵他們在埃及做
苦工時做磚塊用的「
苦工時做磚塊用的「泥漿」
泥漿」

詩神父應邀講解各項禮儀象徵的意義。他
們更會進一步聚會，以分享這次體驗逾越
慶典的感受。

福音生日會

勝在友你－生日迎新會
儲社、
聖名會和活石釋奧團合辦的 2-4 月生

儲社、
儲社、聖名會和活石 2-4 生日迎新會大合照
生日迎新會大合照

日會及迎新會，在 3 月 24 日基督苦難主日順利
舉行。是次活動首次加入福音分享環節，活石為

出席的教友提供「聖枝主日」福音（路加福音提及耶穌乘坐驢駒到橄欖山時，百姓歡呼迎接
的情境），和內容解說以及思考要點，引起教
友熱烈討論回應。
有教友分享有關驢子的奇妙傳說，指驢子
被耶穌騎坐過後，頭部伸延至頸部的一段長毛
髮，會呈現交錯的十字坑紋「聖跡」，連活石
的神師狄和詩神父也感到好奇，認為傳說有趣
新鮮。是次活動有 19 人參與，狄神父應邀主持
祈禱，並代表主辦單位，向出席的 4 位壽星贈
送開酒瓶器作生日禮物，和 2 位新社員頒授存
摺和社員手冊。

藉恭賀駱神父生辰

儲社首次在社員生日會中加入福音分享
儲社首次在社員生日會中加入福音分享環節
加入福音分享環節

新舊教友歡聚一堂

勝在友你－駱神父慶生會
［本刊訊］
本刊訊］聖若翰堂主任司鐸暨儲蓄互助社神師駱鏗祥神
父，在 4 月 5 日周五晚上 8 時，應聖若翰堂儲蓄互助社和
活石釋奧團邀請，在百忙中抽空出席為他慶生的晚餐。一
眾廿餘位與會者均感謝駱神父藉此機會讓大家共聚一堂，
分享喜悅。
出席者包括新加入儲社的慕道者，以及兩名剛領洗的
新教友古葦堯（左一）
左一）和儲社董事周廣
新教友：古葦堯 全新教友古葦堯（
（右二）
右二）代表大家致送生日卡與駱鏗
和儲社董事周廣 祥神父（
（右一），
右一），儲社社長黎耀民
），儲社社長黎耀民（
儲社社長黎耀民（左
全。古表示，這次 祥神父
二）希望他們能透過堂區的服務和活
除了是首次參與 動，進一步體驗天主。
進一步體驗天主。
儲社和活石釋奧
團舉辦的活動，也是首次與神父慶生，感到十分高興，
令她對神長更感親切。
基基團事務秘書林婉華親自設計生日卡，大家憑
儲社和活石成員與駱鏗祥神父(
儲社和活石成員與駱鏗祥神父(前左四)
前左四)慶生。
慶生。 卡寄意，祝願駱神父生日快樂，步武基督，繼續為天主
管理堂區服務。

聖水淹沒罪惡

奇妙恩典

周廣全

三月三十日是我領洗的大日子，一年多的慕
道期不經不覺已經過去，知道當晚入門聖事完
成後就會成為基督徒，心情既緊張又期待，天

周廣全（
周廣全（左）藉聖洗堅振，
藉聖洗堅振，脫離過去的
種種罪惡，
種種罪惡，決心成為敬主愛人的基督
徒。

氣 會 不 會 轉 壞 呢？浸 洗 時 會 飲 下 多 少 池 水
呢？那麼多人看著，會不會失禮呢？
結果領洗前，天氣不算太差，只下著細雨，
恩神父給我領洗，第一下浸下水時飲了一口池

聖神助祐傳愛

水，接著兩次才真正感受到整個人都被水淹沒的感覺，然後出池一刻全身的水
從頭到腳一下子流走，正如我以往的罪全都被沖走了一樣，很難去形容當時的
感覺，也許只有親身去感受，才會有不同程度的體會。
非常高興有很多人出席支持我的領洗，包括媽媽、

二弟及儲社的弟兄姊妹們，多謝他們百忙中抽空出席，
多謝代父黎爸爸在旁見證我成為基督徒，感謝恩神父為
我領洗和堅振。洗禮把我的罪赦免，藉著堅振聖事得到

聖神的助祐，抵抗魔鬼的誘惑，使我去學習成為一個敬
主愛人的基督徒。

奇妙恩典

陳 麗 萍 應主感召

為福傳奉獻

去年某主日彌撒中，聽到恩神父招募信仰音樂劇『流芳濟世』義
工，我就膽粗粗報名成為劇團一員。
音樂劇膳食團隊有五位成員，我便是其中一員，一個完全沒有舞
台和演出經驗，又不是從事相關幕後工作，更還未上慕道班，竟然成
為音樂劇中的一小點，讓我感到是天主的聖召。
在這裡我看到天主的神
蹟，和聖神的力量集合了大家
去為福傳作義務的演出。經過半年的準備和採排，
到了公演時刻，每個崗位的人員都覺得興奮又緊
張，大家好努力地演出，雖然我只在後台，也不算
幫上忙，但與大家走到落幕一刻百感交集。
我想藉此平台感謝給機會我的恩保德神父、監
製陳惟善、導演馮敬斌、李劍華校長。感謝天主。 音樂劇工作令陳麗萍感到天主的偉大

儲社話你知－ 福傳揮春 溫暖萬家
按往年慣例，本社於農曆前最後一個主日（2 月 3 日)
上午在大堂為教友設即席揮春攤位，自由捐獻。扣除紙張
費用 175 元，餘款 902 元已全數撥交堂區福傳基金。
今年首次安排人員向堂區所在的周邊商舖派發手寫
揮春，遇到三家拒絕，也有至今仍見揮春張貼於店內當眼
處。
社長應評
議會邀請當值年宵
攤位「寫揮春，作福
右一 應邀當值年宵攤位，
應邀當值年宵攤位，適逢本
傳」，雖然聲明拒絕 社長黎耀民
堂各位神長為攤位剪綵，
，與當值人員合照。
堂各位神長為攤位剪綵
與當值人員合照。
接受捐獻，但兩晚
仍然收到共 220 元現金，已即時交當值收銀員放入錢箱。
社長抱歉只能安排兩晚時段，希望得到大家體諒；潘
緒光先生亦於年宵攤位期間當值。感謝天主。
(

堂區教友踴躍支持儲社的福傳揮春，並為此進
行練習，難怪所寫揮春，深受歡迎。

)

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
今年越逾節有四十多位新教友與基
督同死、同埋、同復活。恰巧停刊半年的儲蓄互助社雙月刊今
日再次跟大家見面，這次過程令我們很強的訊息。
大家對儲蓄互助社的支持和愛護都是毋庸置疑，有職務
的社員當然不會自滿。自強不息是我們的共同信念。要保持充
沛的活力，自然要注入新血，現實是有人快，也有人慢。作為
「成長自己，成就他人」的工場，我們既然願意為有志向的年
青人締造良好的學習環境，當然會發展成員的強項，也會接受
他們的不足，包括並不理想的表現。
我們都明白領洗象徵受洗的得到更新，更新就是改變。改
會務狀況簡報
變，談何容易。這期復刊可以讓我們的工作團隊鍛鍊出死入生
社員人數：
社員人數： 113 人
的決心和毅力，神長們社員們和信友們對儲蓄互助社的支持
股金結餘：
股金結餘： 53 萬 3 千多元
貸款結餘：
貸款結餘： 21 萬 8 千多元（由 23 人持有）
人持有） 和期盼，不但難能可貴，也是我們更新的動力。
願我們能分擔基督的十字架，願我們不忘大家的囑託，繼
（截至 2013 年 2 月 28 日）
續為有需要的人作準備，當好和平的工具。主佑大家。
社長專欄

聖若翰儲蓄互助社
電話： 8206 3788 堂區電話： 2344 6997
電郵： stjncu@culhk.org
網頁： http://stjncu.com
神師：本堂主任司鐸 駱鏗祥神父
董事會(2012/2013)
社 長：黎耀民(8206 1388)
副社長：李慧儀(6703 6842)
司庫兼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婉華(9835 0897)

辦公時間：
辦公時間：
— 每主日上午九時至中午
— 逢星期三晚上七時半至九時
儲社講座於本堂 413 課室：
每月第三主日上午九時及
十時(每場三十分鐘)。
(歡迎查詢及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