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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September 18th, 2022.                                                  Twenty-Fif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彌撒時間                                                                              Mass Schedule : 
 星期六下午四時卅分   （粵語）                                                  Saturday  4:30 p.m.    (Cantonese) 
  

 星期日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                                             Sunday     9:30 a.m.    (English)       
      上午十一時正  （粤語  /  國語）                                         11:00 a.m.   (Cantonese / Mandarin)                   
 

          平日彌撒 :                                                                                       Weekday Masses : 
                

  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十一時   (粤語)                                          Tuesday to Friday 11:00 a.m. (Cantonese) 
     

   

 

 堂區辦事處辦公時間： Parish Office Operated Hours: 
                                              

  星期二 至 星期五    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 Tuesday to Friday           10:00 a.m. to 2:00 p.m. 
  星期六、日及一        休息                                     Saturday, Sunday & Monday        Close 
  公眾假期     休息 Statutory Holidays           Close 
        

         

主日彌撒捐獻    二零二二年㇐月㇐日至八月三十㇐日捐款總額 
Weekend Collections                                               YTD Donation as of August 31st, 2022

Online donation
11-Sep Sept 1st - 9th

主日彌撒捐獻 Sunday Collection 1,996.80$  720.00$         82,176.40$        
特別捐獻 Special Offering 300.00$     150.00$         14,285.00$        
「齊心合力，事主事人」 Together We Serve 215.00$     50.00$           11,065.00$        
聖堂維修 Building Fund 270.00$     100.00$         12,895.00$        
神父宿舍重建 Rectory Rebuild -$            220.00$         32,173.00$        
聖誕捐獻 Christmas Offering -$            -$               100.00$             
元旦捐獻 New Year Offering -$            -$               1,020.00$          

 

 

社會正義 
 

今天的讀經一選自亞毛斯先知書。當時正值以色列（北國）和猶大（南國）分

裂的時代，以色列國正享政治、經濟及文化的黃金時代，但社會道德日下，宗

教生活更是混亂不堪；邪神敬禮盛行。在社會上層過着奢侈生活的權貴人物，

無視「梅瑟法律」中對貧窮者和勞工階層的保護，極力欺詐、壓迫和虐待他

們。先知大力譴責這些不公義的行為，為受壓迫者伸張正義，並警告天主必帶

來祂公義的審判和懲罰，消滅一切惡人惡行。讀經二中保祿強調基督徒祈禱的

重要性，特別是為社會中有權位的人士祈禱，因為他們身繫社會的和平及健康

的發展。 
 

今天的福音選自路加「不忠信的管家」的比喻。首先我們要留意耶穌這個比喻

宣講時的對象，路加強調是門徒而非外人。因此這個比喻的目的主要是為教導

門徒，而非譴責或爭辯。比喻中的管家是一位非常典型的「世俗之子」，既不

義，卻十分精明。耶穌希望我們學習的，不是他的不義，而是他的精明。管家

面對被解僱的危機時，懂得善用他的精明去準備出路。而基督徒作為「光明之

子」，更要精明地善用地上世俗的錢財，去追求天上永恆的賞報。在說完了這

個比喻後，耶穌接著給了我們兩個相關的忠告。首先，若我們在世俗的事務

（即小的事情）上忠信於上主的教導，善用世物去發揮愛主愛人的精神，那麼

我們必會在天國裡（即大的事情）得享永恆的福樂（真實的錢財）。另一方

面，耶穌也提醒我們，俗世的財富（包括權力和虛榮等）很容易成為阻礙我們

忠信於天主盟約的偶像。因此，耶穌要求我們必須在這兩個「主人」（即天主

和世上的錢財）中作出抉擇。總的來說，基督徒的目標就是要善用世上財物來

實現自己生命的真諦，為永生作準備，而不是作世上財物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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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n vs. Abel 
 

“Brother kills brother. Like the first fratricide, every murder 
is a violation of the "spiritual" kinship uniting mankind in 
one great family, in which all share the same fundamental 
good: equal personal dignity. Not infrequently the kinship 
"of flesh and blood" is also violated; for example when 
threats to life arise with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such as happens in abortion or when,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family or kinship, euthanasia is 
encouraged or practiced”. 

Source: John Paul II, The Gospel of Life, n.8 
 



 

 
 

 

取消九月廿二日平日彌撒 
秦神父將於九月廿二日（星期四）出席教區網上會議，當日的平日彌撒將
會取消 。 

 

September 22nd – mass cancellation 
Father Qin needs to attend the online Deanery Meeting on Thursday 
September 22nd, the 11am weekday mass has to be cancelled.   
 

教宗訪問愛民頓紀念品 
聖物部現備有少量教宗訪問愛民頓的紀念品供教友選購，鴨咀帽每頂售價
十五元，及圍巾每條五元。數量有限，欲購從速。 

 

Papal Visit Souvenir 
We have a small amount of Papal visit souvenirs available at the gift 
shop. They are caps at $15 each and scarves at $5 each. Quantities are 
limited, act before they are gone. 
 
 

少青組消息 
少青組快要步入新的㇐年!他們在此邀請堂區內所有十至十六歲的青少年
加入少青組並參與他們的靈修及康樂活動。他們已定於九月二十五日（主
日）進行第㇐次例會。報名表格可在大堂詢問處索取。如有任何查詢，請
到堂區辦事處聯絡少青組導師。 

Adolescence Group Registration 
The Adolescence Group is ready for another year of spiritual fun! All 
youth from ages 10 to 16 in our Parish are invited to join in their year of 
spiritual growth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hey will have their first 
monthly meeting on Sunday, September 25th. Registration forms are 
available at the Parish information desk.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the Parish Office to reach the Adolescence Group 
Coordinator. 

 

 

亞毛斯先知可以說是舊約聖經中對維護社會正義一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此

外，耶穌也教導我們要善用世物。那麼，現時天主教的社會訓導對社會正義的

理解和要求又是如何？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們將會略加討論。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在進入世界的時候，人並沒有為發展肉體和精神生活所

需要的一切，他需要其他的人。人顯然存有與年齡、體能、智能、人品、利益

交流、財富分配等有關的差異。「才能」並不是平等地分配的（教理 1936）。

的確，儘管在天主眼中所有人都是同等的尊貴，都是按祂的肖像而受造的，但

我們內在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程度天賦的差異，無論是在身體上或是在不同方

面的才能上。此外，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機遇也影響著我們的成長，使我們發展

成獨一無二的人。 
 

天主容許這樣差異的存在，有其特别的原因。這些差異乃屬天主的計畫，祂願

意每個人從他人得到他所需要的，而享有某些特殊「才能」的人，要把利益輸

送給那些需要的人。差異鼓勵，而且屢次要求人們慷慨大量，宅心仁厚，樂意

分施；差異促使各文化彼此豐富充實（教理 1937）。在這樣的前提下，天主教

會按傳統聖多瑪斯對社會正義的理解，就是「強大而堅定的意願，使每一個人

都得到他所應得的」。天主的愛召叫眾人合而為一，所以社會正義最基本的要

求，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共享資源，守望相助，絕不自私自利。由此可見正義和

愛德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正義除了要求人人得到相稱的權益外，也要求

在所有契約和交易之中，參與的各方都得到公平的對待。聖女加大利肋•西恩

那嘗試從天主的角度出發，反省社會正義的問題。她寫道：「我不把所有德行

平等地分給每個人。……有許多德行，我就這樣分給了人，有的給這人，有的

給那人。……給這人愛德；給那人義德；給這人謙遜的德行，給那人活潑的信

德。……至於現世的財富，為人生必需的事物，我以更大的不平等分施給人。

我不願意每個人都擁有為生活必需的一切，為了使人們因生活的急需，在彼此

之間有實行愛德的機會。……我願意他們互相需要，並做我的管家，為分施他

們受自我的恩寵和贈與。」（參閱教理 1937 並註） 
 

總的來說，社會正義的終極目的就是要保護人的尊嚴，以及由此尊嚴而衍生的

人的權利。人與人的差異乃屬天主的計畫，祂願意我們彼此需要。這些差異該

激勵我們實踐愛德（教理 1946）。在彼此相愛中，我們在追求天國永恆的價值

並參與天主創造的計劃。 
 

摘自：天主教香港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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