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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觀塘聖若翰堂香港觀塘聖若翰堂香港觀塘聖若翰堂香港觀塘聖若翰堂助理助理助理助理主任司鐸主任司鐸主任司鐸主任司鐸祝辭祝辭祝辭祝辭  

Dear Uncle Lai, 

Celebrating a Birthday has been a kind of a new experience to 

me.  Growing up at home, as a child and as a teenager, birthdays 

were never mentioned and never celebrated.  Having entered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to become a 

priest-missionary, the great Feast days of the Liturgical Year were 

given added solemnity by including a feast day dinner.  That is 

where I started learning to celebrate certain days.  Having come to 

Hong Kong I soon discovered that people had a great interest in 

knowing my birthday, not just to learn about my age, but also to 

organize a small celebration. My first reaction was that they were 

looking for a good enough reason to enjoy themselves together.  

Little by little I realised that birthdays are indeed important to the 

people here in Hong Kong – and by now also to the people at home in 

Belgium. 

Life is indeed a gift we personally do not work and pray for.  

But our parents did.  It is a gift we ought to be very grateful for.  

There is no better way to express that gratefulness than by celebrating 

it.  The best way of celebrating it is to make the best use possible of 

it. 

Dear Uncle, although I have come to know you for just a little 

more than one year, still I feel that I can truly say that you have made 

very good use of this, your gift, helping so many people, here in Hong 

Kong and also in China, to discover the joy of positively meeting up 

with the challengers that life brings them their way.  Congratulations 

with your birthday.  May the Lord give 

you good health, steady knees and all the 

strength needed to keep doing what you 

love doing so much.  

          

God bless 

         

   P. De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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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生日為我是一個新的體驗‧在家裏的成長環境，無論是小朋
友或青少年生日都是不會被提及和慶祝的，是加入這個團體成為一個
傳教士之後，在禮儀年中的大瞻禮，除了禮儀上的慶祝，還有瞻禮聚
餐，我從那裏開始學習去慶祝一些日子。 

來了香港之後，我很快就發覺人們對於我的生日有很大的興趣‧
不單是想知道我的年齡，更會籌備一個小型的慶祝。我第一個反應是
覺得他們只是找一個好的理由去相聚一起，慢慢我就發現為香港人來
說生日其實都頗重要‧現在為我比利時的家來說都是同樣重要。 

生命其實是一份禮物，不是我們自己去祈求或努力，而是我們的
父母。 

生命是一份禮物，我們要非常感恩‧除了慶祝之外沒有更好的方
式去表達這份感恩之心。最好的慶祝方式是把我們的生命在可能之下
做得最好。 

雖然我只是在這裡認識你一年多，我都感覺我可以很真誠地說你
是好好地去運用你的生命‧你的恩賜去幫很多人於香港及中國，在生
命當中遇到困難或挑戰的時候都會去發現當中的樂趣和正面想法。 

慶祝你的生日，願主賜與你健康，膝頭的傷患可以穩定和一切力
量需要繼續做你喜愛的事。 

主佑    

狄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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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祭感恩祭感恩祭感恩祭    
進堂詠進堂詠進堂詠進堂詠 

奔赴主前奔赴主前奔赴主前奔赴主前 (頌恩第 354首) 

1. 我主我們奔赴祢前，萬眾一心樂團圓；因祢聖子偉大愛情，使我
眾心成一片。 

2. 全能聖父祈聽我禱，猶聽聖子的禱告；我們藉祂歌頌致敬，眾口
同聲示愛慕。 

3. 葡萄麥穗意義深長，竟成我眾神聖糧；在主愛內眾心合一，共同
朝拜且讚揚。 

4. 主念我們脆弱多憂，請聽我懇切哀求；常與我偕振我佑我，殆抵
天鄉共永遊。 

主禮：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眾：亞孟。 

致候詞致候詞致候詞致候詞 

主禮：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懺悔禮懺悔禮懺悔禮懺悔禮 

主禮：各位兄弟姊妹：現在我們大家認罪，虔誠的舉行聖祭。（靜默
片刻，求主寬恕） 

全體：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
的過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
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們祈求上主，我們
的天主。 

主禮：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 

眾：亞孟。 

求主垂憐經求主垂憐經求主垂憐經求主垂憐經 

主禮：上主，求你垂憐。 信眾：上主，求你垂憐。 

主禮：基督，求你垂憐。 信眾：基督，求你垂憐。 

主禮：上主，求你垂憐。 信眾：上主，求你垂憐。 

光榮頌光榮頌光榮頌光榮頌  

主禮：天主在天受光榮。 

全體：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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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聖父，我們為了你無上
的光榮，讚美你、稱頌你、朝拜你、顯揚你、感謝你。 

主、耶穌基督、獨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聖父之子；
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者，求你俯聽我們的
祈禱。坐在聖父之右者，求你垂憐我們；因為只有你是聖的，
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無上的。 

耶穌基督，你和聖神，同享父主聖父的光榮。亞孟。 

集禱經集禱經集禱經集禱經 

聖道禮聖道禮聖道禮聖道禮 

讀經一讀經一讀經一讀經一 

恭讀創世紀 1:26-31 

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叫他管
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牲畜、各種野獸、在地上爬行的各種爬
蟲。」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
造了一男一女。天主祝福他們說：「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
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
天主又說：「看，全地面上結種子的各種蔬菜，在果內含有種子的
各種果樹，我都給你們作食物；至於地上的各種野獸，天空中的各
種飛鳥，在地上爬行有生魂的各種動物，我把一切青草給牠們作食
物。」事就這樣成了。天主看了他所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 ---

上主的話。 

眾：感謝天主。 

答唱詠答唱詠答唱詠答唱詠 (詠 36:6-12) 

〔〔〔〔答答答答〕〕〕〕：上主，你的慈愛高達青天。 

領：上主，你的慈愛高達青天，你的忠誠上徹雲間。〔〔〔〔答答答答〕〕〕〕 

領：你的正義有如摩天的高山，你的公平有如無底的深淵；上主，
是你使人畜生命安全。〔〔〔〔答答答答〕〕〕〕 

領：天主，你的慈愛多麼可貴可珍，人子們都向你的護翼下投奔。〔〔〔〔答答答答〕〕〕〕 

領：他們不但飽嘗你宮殿中的盛筵，你還賜他們暢飲你怡人的溪川。
〔〔〔〔答答答答〕〕〕〕 

領：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泉源，藉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見。〔〔〔〔答答答答〕〕〕〕 

領：求你為恭敬你的人保留恩寵，並為心地正直的人保持公平。〔〔〔〔答答答答〕〕〕〕 

領：求你不要高傲人的腳踐踏我，求你不要讓罪惡人的手騷擾我。
〔〔〔〔答答答答〕〕〕〕 

讀經二讀經二讀經二讀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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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讀伯多祿前書 3:8-12 

你們都該同心合意，互表同情，友愛弟兄，慈悲為懷，謙遜溫
和；總不要以惡報惡，以罵還罵；但要祝福，因為你們原是為繼承
祝福而蒙召的。所以『凡願意愛惜生命，和願意享見幸福日子的，
就應謹守口舌，不說壞話，克制嘴唇，不言欺詐；躲避邪惡，努力
行善，尋求和平，全心追隨，因為上主的雙目垂顧正義的人，他的
兩耳俯聽他們的哀聲；但上主的威容敵視作惡的人。』 ---上主的話。 

眾：感謝天主。 

福音前歡呼福音前歡呼福音前歡呼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天主，求祢開啟我們的心，使我們接受祢聖子的說話。 

眾：亞肋路亞。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恭讀聖瑪竇福音 5:1-12 

耶穌一見群眾，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門徒上他跟前來，他遂
開口教訓他們說：「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
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
要承受土地。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憐憫人
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
他們要看見天主。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
子女。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幾時人為
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
們歡喜踴躍罷！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富的， 因為在你們以前
的先知，人也曾這樣迫害過他們。」---上主的話。 

眾：基督，我們讚美你。 

講道講道講道講道 

尼西亞尼西亞尼西亞尼西亞-君士坦丁信經君士坦丁信經君士坦丁信經君士坦丁信經 

全體：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
無形，都是祂所創做的。  

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祂在萬世
之前，由聖父所生。祂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
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祂是聖父所生，而非
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
的。祂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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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為人。祂在般
雀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而被
埋葬。祂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了。祂升了天，
坐在聖父的右邊。祂還要光榮地降來，審判生者死
者，祂的神國萬世無疆。  

我信聖神。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
發。祂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祂曾藉先知
們發言。  

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我承認赦罪的聖洗，只有一個。  

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亞孟。  

信友禱文信友禱文信友禱文信友禱文 

答句：求主俯聽我們。 

預備祭品預備祭品預備祭品預備祭品  

奉獻詠奉獻詠奉獻詠奉獻詠 

獻上獻上獻上獻上 (頌恩第 221首) 

1. 歡欣痛苦及成敗，在基督內呈奉，此刻一心一意，聚集在祢內。
共一起獻上，葡萄酒與麵麥，同聲高歌，頌主到永遠。 

2. 基督降生為人類，謝恩澤無窮，深深感激救贖我，在十字架上。
共一起獻上，葡萄酒與麵麥，同聲高歌，頌主到永遠。 

「主祭：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食糧，我們讚美你；
我們將大地和人力的產物，呈獻給你，使成為我們的
生命之糧。  

信眾：願天主永受讚美。  

主祭：上主，萬有的天主，你賜給我們飲品，我們讚美你；
我們將這葡萄酒，呈獻給你，使成為我們的精神飲品。 

信眾：願天主永受讚美。」  

（站立）  

主祭：弟兄們，請你們祈禱，望全能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
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  

信眾：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為讚美並光榮他
的聖名，也為我們和他整個聖教會的益處。  

獻禮經獻禮經獻禮經獻禮經（站立）  

主祭： (朗誦原文見本日彌撒經書 ) 

 結尾式一 :因我們的主，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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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尾式二：他和你永生永王。  

 結尾式三：你是永生永王。  

信眾：亞孟。  

感恩經感恩經感恩經感恩經  

頌謝詞頌謝詞頌謝詞頌謝詞  

主祭：願主與你們同在。  

信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祭：請舉心向上。  

信眾：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主祭：請眾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信眾：這是理所當然的。  

歡呼歌歡呼歌歡呼歌歡呼歌（站立）  【【【【2】】】】  

全體：聖、聖、聖、上主、萬有的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奉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歡
呼之聲，響徹雲霄。  

主祭：上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所創造的萬物，理當讚美
你：因為你藉著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以聖神的
德能，養育聖化萬有，又不斸為你召集子民，好能時
時處處，向你呈上純潔的祭獻。  

上主，所以我們懇求你，藉著聖神，祝聖我們獻給你
的這些禮品，使成為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
聖體聖血，我們遵照你的命令，舉行這項奧蹟。  

他在被出賣的那天晚上，拿起麵餅，感謝讚頌你，把
麵餅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  

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 

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來，感謝讚頌你，交給他的門
徒說：  

你們拿去喝：  

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
和眾人而傾流，以赦免罪惡。  

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  

主祭：信德的奧蹟：【67】  

信眾：【 67】救世的恩主，你藉著苦難及復活，恢復了我們
的自由；求你拯救我們！  

主祭：上主，因此我們紀念你聖子的救世苦難，和他神奇的
復活、升天，並期待他再度來臨，以感恩的心情，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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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具有生命的聖祭。  

請垂顧你教會的奉獻，並接受這贖罪的犧牲，求你使
我們領受了聖子的聖體聖血之後，得以充滿他的聖
神，在基督內成為一心一體。  

願聖神使我們成為你永恆的祭品，得與你揀選的人，
首先與天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你的聖宗徒及光榮
的殉道者，以及全體聖人，共同繼承天國的產業；我
們深信他們的轉求，使我們不斷地獲得助祐。  

上主，但願這與你修好之祭，有助於整個世界的和平
與得救，並使旅途中的教會，和我們的教宗（本篤十
六世）、我們的主教（湯漢）、全體司牧、聖職人員，
以及你所救贖的全體子民，在信德和愛德中堅定不
移。你既願這大家庭侍立在你臺前，求你也俯允全家
的願望。仁慈的聖父，求你使散居各處的子女，和你
團聚。  

求你恩准我們已亡的弟兄，和所有去世的善人，進入
天國。我們也希望將來在天國永遠同享你的光榮。因
我們的主。基督，你藉著他賜給世界一切美善。  

主祭：【344】全能天主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
偕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
直到永遠。  

信眾：亞孟、亞孟、亞孟。 

天主經天主經天主經天主經 

主祭：我們既遵從救主的訓示，又承受他的教導，才敢說； 

全體：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
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主祭：上主，我們期待著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
求你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恩賜我們今世平安，
使我們仰賴你的仁慈，永久脫免罪惡，並在一切困擾
中，獲得安全。  

信眾：【68-71】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你。 

求平安經求平安經求平安經求平安經  

主祭：主耶穌基督，你曾對宗徒們說：「我將平安留給你們，
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但
看你教會的信德，并按照你的聖意，使教會安定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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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信眾：亞孟。  

互祝平安互祝平安互祝平安互祝平安   

主祭：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信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祭：請大家互祝平安。  

「（355）祝福歌祝福歌祝福歌祝福歌  

羔羊頌羔羊頌羔羊頌羔羊頌【【【【3】】】】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賜給我們平安。  

領聖體領聖體領聖體領聖體  

主祭：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來赴宴的人，是
有福的。  

全體：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裏來，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
會痊癒。 

主祭領聖體及聖血主祭領聖體及聖血主祭領聖體及聖血主祭領聖體及聖血  

信眾領聖體聖血信眾領聖體聖血信眾領聖體聖血信眾領聖體聖血  

未領聖體者，可自行唸或默唸 【神領聖體經神領聖體經神領聖體經神領聖體經】】】】 

『我的耶穌，我真心全信祢在聖體聖事內，我愛祢超過一切，我渴
望領祢到我心中。既然我現在不能實領祢，請賞我至少神領祢的
恩典吧！我擁抱祢，完全與祢結合，像祢實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樣。
別讓我再與祢分離吧！』 

領主詠領主詠領主詠領主詠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耶穌基督是生命源耶穌基督是生命源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頌恩 453首) 

1.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我主基督是活流泉，凡是喝過這水的人將永
不感口渴。 

絕對不需再怕渴，當真不必再怕渴，確是終身得甘飴，真正終身
不欠缺，主曾說過：人將永遠都不再感口渴。 

2. 在曠野裡綠茵綿延，沙丘之中出活靈泉，請用活水灌眾心田使永
不感乾涸。 

絕對不需再怕渴，當真不必再怕渴，確是終身得甘飴，真正終身
不欠缺，主曾說過：人將永遠都不再感口渴。 

3. 若你覺渴請近源頭，若您覺渴可以暢盡求，活水將化作永生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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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感口渴。 

絕對不需再怕渴，當真不必再怕渴，確是終身得甘飴，真正終身
不欠缺，主曾說過：人將永遠都不再感口渴。 

領聖體後經領聖體後經領聖體後經領聖體後經 

降福信眾降福信眾降福信眾降福信眾 

主祭：願主與你們同在。  

信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祭：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  

信眾：亞孟。  

主祭：彌撒禮成。  

信眾：感謝天主。  

禮成詠禮成詠禮成詠禮成詠 

聖方濟和平禱詞聖方濟和平禱詞聖方濟和平禱詞聖方濟和平禱詞 (頌恩 380首) 

天主！使我作祢和平的工具。 

  

在有仇恨的地方，讓我播種仁愛； 

在有殘害的地方，讓我播種寬恕； 

在有猜疑的地方，讓我播種信任； 

在有絕望的地方，讓我播種希望；  

在有黑暗的地方，讓我播種光明； 

在有憂苦的地方，讓我播種喜樂。  

天主！使我作祢和平的工具。 

 

我不祈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 

我不祈求他人的諒解，只求諒解他人； 

我不祈求他人的愛護，只求愛護他人。  

天主！使我作祢和平的工具。 

 

因為在施捨他人時，我們接受施與； 

因為在寬恕他人時，我們獲得寬恕； 

因為在喪失生命時，我們生於永恆。 

天主！使我作祢和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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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1月都會投稿，分享一些我與黎爸爸的生活點滴，黎爸爸

無論如何忙碌，都會安排時間和我們定期見面。 

每月兩次「活石釋奧團」的定期聚會中，教我們將信仰溶入生活，

讓生活活出信仰。最近增加了「組長訓練」，落實「成長自已，成就

他人」，為有需要的人作準備。 

在今年的儲蓄互助社國際日聚餐，

黎爸爸與移民了二十多年，回港渡假的

同學重逢，可是，尹叔叔於 11月 3日又

要離港了。 

 10 月 31 日黎爸爸邀約了尹叔叔一

家到樟木頭的家遊玩，我和嘉樂也陪同

前往，在香港往樟木頭的路上，尹叔叔

與黎爸爸有說不完的話題。落車後講解地標和路線給尹叔叔一家知

道，然後黎爸爸交了一部國內號碼的手電給尹叔叔，講解如何使用，

以防叔叔萬一走失時，也可以用電話保持聯繫。尹叔叔感動地對黎

爸爸說：「黎耀民，你好細心，非常照

顧我地，係你身上我睇到基督。」 

到了家裏，爸爸又給尹叔叔看母

校的紀念特刊，談及以往的校園生活

及趣事。至傍晚，尹叔叔才不捨地和

黎爸爸擁抱道別。他們的相聚中，從

那份相知相惜的情義，讓我重溫久違

了的人情味。 

日常見面，黎爸爸常提示我們要以基督的教誨作為準則去處事

待人，教我們尊敬長輩，善待幼小。對上司要尊重服從，對下屬需

要體量關懷，看見別人有錯處時不要批評，而是提醒他們改善。教

我們要有「傲骨」但不能有「傲氣」。 

2005年黎爸爸帶我回聖若翰堂回應天主的召叫，讓我加入善會

「儲蓄互助社」為教友服務，08年藉著儲社的工作，獲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頒發「香港儲蓄互助社運動優異服務獎」表揚。09年黎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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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還鼓勵我参選堂區幹事，開始出任基基團事務秘書，為堂區及教

友服務。跟著老師，今日我不單只參與自己團體活動，也參與和支

持堂區其他團體的活動，因為我們都是基督的肢體。 

在這幾年裏，我將他所教的都應用於公司及家庭上，不但改善

了我和家人的關係；還被公司賞識，今年 5 月底我被擢升為協調主

任，需要列席董事會會議，擔任同事與公司之間的橋樑。多謝你，

黎爸爸，這一切，都是你和天父給我的，感謝天主的恩賜。 

黎爸爸不單止對我們關心及教導，甚至對我們身邊的人也很愛

護，我和嘉樂及榮於 06年尾合作開了 AnyMoment Cafe，在營運上

黎爸爸除了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外，當

Cafe 的同事們有困難時，也得到黎爸爸同

樣的教導，懂得怎樣面對和解決困難。黎

爸爸待人的真誠、關懷和愛人如已的態

度，是我們的榜樣。 

敬愛的黎爸爸敬愛的黎爸爸敬愛的黎爸爸敬愛的黎爸爸，，，，祝您生日快樂祝您生日快樂祝您生日快樂祝您生日快樂，，，，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開心開心開心開心，，，，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身體健康，，，，萬事聖意萬事聖意萬事聖意萬事聖意。。。。 

代女兒 林婉華 (Connie ) 敬賀

2011年   

 

 

                有教無類有教無類有教無類有教無類；；；； 

        晦人不倦晦人不倦晦人不倦晦人不倦。。。。 

        好學不厭好學不厭好學不厭好學不厭；；；； 

        謙而不虛謙而不虛謙而不虛謙而不虛。。。。 
        ---如斯美德如斯美德如斯美德如斯美德，，，，堪值吾等後學仿傚矣堪值吾等後學仿傚矣堪值吾等後學仿傚矣堪值吾等後學仿傚矣。。。。 

                                        

澳門友人 

鄺榮輝敬賀 

2011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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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曰這日子是黎耀民老師的生日，每一年他的學生都會
為他慶祝生曰。 

其實我只是在加入聖若翰儲蓄互助社和報讀課程才認識他，他給
我第一感覺是他親切平和的人，和他大約合作工作都已有 5 年多，雖
然在工作上，他時常很嘮叨不休地提點我們，有時都很不開心，但有
時在工作上有困難時，便想起黎先生給我們的教導，問題很快便解決，
心想：他樣樣都知，我們有困難時，他又很熱心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自從認識黎生之後，他教導了很多日常工作的點滴，和遇到困難時，
知道怎樣去解決難題，衷心謝謝黎生的教導。 

多謝黎耀民老師 

祝你生曰快樂、身體健康！主寵常在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董事兼儲社代表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董事兼儲社代表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董事兼儲社代表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董事兼儲社代表  

聖若翰堂牧民議會關社事務秘書聖若翰堂牧民議會關社事務秘書聖若翰堂牧民議會關社事務秘書聖若翰堂牧民議會關社事務秘書  

聖若翰儲蓄互助社副社長兼貸款委員聖若翰儲蓄互助社副社長兼貸款委員聖若翰儲蓄互助社副社長兼貸款委員聖若翰儲蓄互助社副社長兼貸款委員  

                           Margaret 

 

還記得認識黎 sir是當我剛剛成為慕道者的時候，在我們所屬的堂區
經慕道團導師介紹的。那時候因為只是聊了幾句，對黎 sir的印象還不是
太深刻。 

到後來，經朋友介紹到大陸的大良參
與一些義務工作，由於黎 sir也是其中的
一份子，開始對黎 sir有較深入的認識，
然後發現黎 sir 對信仰知識的瞭解很透
徹，能夠融會貫通，往往能用一些生活上
的瑣碎事，連結到信仰道理上。而不論在
參與義務工作的時候，還是在與黎 sir一同參與教會的聚會時也有不少時
候被他問及一些平時不會思考，但是卻很值得思考的信仰問題，在與黎
sir的交談中常常令我得到益處。 

另外我也看到黎 sir對信仰的熱誠與認真，例如肯花不少時間於堂區
的團體上作服務，對自己的「代仔代女」更照顧有加，又很會把握機會
向非教友介紹我們的信仰，這些都很值得不少教友去學習。 

我感到天主召叫黎 sir 到我們的中間絕對
是天主的計劃，讓黎 sir 像一面鏡子，去提醒
我們在天主面前還有很多不足。在感謝天主的
同時，也感謝黎 sir給我的正面影響。祝 

黎 Sir生日快樂！ 

聖若翰堂牧民議會禮儀事務秘書聖若翰堂牧民議會禮儀事務秘書聖若翰堂牧民議會禮儀事務秘書聖若翰堂牧民議會禮儀事務秘書  

袁健雄 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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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黎黎黎 Sir，，，，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時間過得很快, 跟黎Sir返聖若翰堂已經五年. 這幾年, 黎Sir為我們

製造很多機會去見識不同的人和事, 亦很鼓勵我們勇於嘗試.我於早年加
入了聖若翰儲蓄互助社和讀經組,上年亦加入了善別小組, 為有需要的人
服務.     

在日常生活上, 黎 Sir時常不厭其煩指出我的不足, 好讓我能有所醒
悟並及早改過, 做個有品德的人. 

另外, 在黎 Sir的指導下, 於去年完成<青少年獎勵計劃金章>. 及後
於禮賓府和特首曾蔭權攝
影的大合照亦刊登於 2012
年施政報告小冊子的封面, 
這是意想不到的事. 所以
於黎 Sir的指導下, 什麼也
是有可能發生的. 

黎 Sir 亦為我做了很
多事 , 幫助我渡過困難 . 
今年亦於公司經歷錯錯折, 
幸得黎 Sir, 師母和 Connie
的幫助, 讓我三個月內脫離人生的谷底, 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 

黎 sir會做很多為大家有益的事, 特別是福傳工作上的付出不遺餘力. 
黎 sir 加入善別小組, 為福傳工作努力. 他亦用很多心機和時間製作很多
精美的資料給大家, 幫助我們信仰培育. 他又熱心邀請大家返聖堂, 一
起學習和成長. 黎 Sir時常要我們做到 “成長自己, 成就他人”, 隨了要不

斷成長, 還要多關心身邊的人. 黎 Sir 無私
的付出, 是我十分欣賞及要多多學習的. 

在此, 多謝黎 Sir 一直以來的照顧. 願
主保佑你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主佑 
代女 Lulu 

 

 
每年無線電視台於十月中旬就打鑼打

鼓、為台慶作大事宣傳。對我而言，這些宣
傳吸引不到去收看該台節目，反而提醒了
我；黎耀民老師生日了！ 

近這十年八載漸漸習慣了，就好像端午
節、中秋節或聖誕節…一樣，時間漸近，生理
時鐘自然會提您「快到了！快到了！」 

黎耀民老師您的生日又到了，祝您年年有
今日！ 

學生 鍾思敏 Penny 
2011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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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每年的 11月份，是我們尊敬的黎老師生日！祝老師身體
健康、壽比南山、桃李滿門！而今年是認識老師的第 6 年，還記
得領洗的一刻，老師同時帶領我、嘉樂、ivy走進天主的懷抱！一
轉眼已經年半了！ 

而老師那種有教無類的態度、處事的方法、洞察力、無私的
精神...等都帶有一種魅力，吸引到不同階層的人士向老師學習，
所以無論是大小的聚會，都可能會有新面孔出現！老師將知識、
愛無私的付出，有所得著的，相信多不勝數！ 

而老師每星期都會為我們 cafe提出寶貴的意見，當我們遇到問
題，他會引導我們了解問題
所在，從而作出反省，在改
進，所以 cafe得以成長，藉
此感謝老師！無論你是怎樣
的人，只要你想進步、成長，
老師是會幫助你的！ 

祝老師身體健康、桃李
滿天下！ 

代子 

李富榮 
 

時間向後望，永遠有光陰似箭的感覺，大家都知道黎爸爸生

日的日子快將來臨，就讓我說聲對黎爸爸的感想和說聲祝福的說

話. 

曾聽說過一句說話「以生命影響生命」，黎爸爸處事認真，永

遠有用不完的魄力，他關心身邊的人，在認識黎爸爸幾年當中，

完全感受到他無私的愛，以及處事待人亦

不期然會遵從他的價值觀，過程之中，自

己的心境和情緒均得到正面的支持和鼓

勵，很慶幸認識到黎爸爸。 

最後，在此謹祝黎爸爸生日快樂，及

身體健康，天主保佑！ 

 

代女 

Ivy F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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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1月，又是一個開心的時刻到
來，慶祝敬愛的黎耀民老師生日活動過
後，便是我最喜愛的聖誕節又到了。 

黎耀民老師的生日也成為我重視
和喜愛的節日般，我會盡量出席活動，
和他及他的家人、同學、好友一起聚會
和慶祝，在歡樂的氣氛下，新知舊雨互
相問好，簡直是工餘一個減壓的好時
機，我會珍惜，希望出席的朋友們也是
一樣呢! 十分感謝生日活動的攪手們。 

祝黎老師、他的家人及所有朋友龍
馬精神! 從心所欲! 生活愉快! 

關笑珍 (Jamay Kwan) 

2011 年 11 月 

 

 

機緣巧合之下，報讀了人際關係課程，在課堂上，同學們都來
自不同的階層和有著不同知識。黎 Sir 會發問一些問題和引用不同
的例子，還會有小組討論，透過遊戲，使各同學更積極。 

完成整個課程有感自己還有不足之處，同時亦想再跟黎 Sir 學
習，於是再報讀口才訓練班。黎 Sir 給同學們嘗試面對群眾，演繹
課題，從而拈出要注意的地方；例如：講話時的懶音、身體語言，
要注意的細節，他的教導，大家都很明白。 

我原是一個膽小怯懦的，現在，可以敢於
人前表達意見了。 

黎 Sir 將自己的人生歷練、工作經驗和知
識來教導後輩，實是我們的福。所以，我很珍
惜上他的課堂。在此，祝 

黎 Sir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 

桃李滿門！ 

學生 遇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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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認識您-----黎爸爸 
 

由 2010 年 12 月開始認識黎爸爸到現在，真的要萬分感激黎
爸爸對我的教導， 

縱使我有多個問號，黎爸爸也會給我解答，使我明白。當然，
也要感謝天主，給我遇到一個會全心全意教我的老師。 

自小都在吵架上成長，而我一直以來都缺乏家的溫暖，所以特
別自卑以及失去自信。但在短短幾個月，黎爸爸總是關照我，每
見到黎爸爸，一定會給我一個親切的擁抱。即使我只是一個慕道
者，黎爸爸也不會因此而對我的愛
減少，他更教了我不少人生道理，
無論在學業還是私人的問題。 

記得在 11月 5和 6日，我參加
了儲蓄互助社的周年退省，當中黎
爸爸要我們懂得反省自己，他更送
了一本《弟子規》、一本《我的美
麗聖經》、以及一封利是給我。黎
爸爸總是會知道我需要什麼，而他
總是在這方面幫我。黎爸爸知我最
近學英文，卻使中文退步了，他就
送了這本《我的美麗聖經》，內容
中英對照，可以方便我學習。學業

上得到黎爸爸一心一意的教導，使我
名列前茅。黎爸爸知道我在學業上有
進步，而且得到好成績，所以他送了
一封利是鼓勵我，希望我會做得更
好，現在這封利是就成為我的推動
力，當我覺得辛苦時，便會把這封利
事拿出來，就算多辛苦，我相信黎爸
爸也會在我身邊支持我。再次真的要
多謝黎爸爸對我不離不棄的照顧。 

最後，祝黎爸爸生日快樂，身體
健康。  

          

鄭雪瀅敬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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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不善於與人打交道和交談的人，在廿個月前，參加「口才訓練
班」課程的開始，原意是如何面對口試的答題方法，18小時訓練之後，
使我完成這個口試之外，不但節省了七年光陰，日後在待人接物，更有
改善與人談話，更多改善在工作的效果，在課堂學習中，竟然令我平日
的生活更為開心。人與人談話是一項藝術，有些要說話的活動中，順暢
得多，在老師安排的活動中，使我與新
的朋友對話空間較多，在工作方面由研
發調往生產，管理人事是新的事物，「人
際關係」的課程，完善了我與人的關係，
之後是帶動管人理事的另一個課程。過
去親力親為，今日學懂授權，如何監察
受託人完成責任，和協助他們技能提
升。過著每天熟習的環境，人和事都是賞心樂事。 

當一天公司與我談及國內工作，而一星期，要有五天離開家庭的生
活，如何應對：對個人工作是轉機，在國內新的開始，環境、人和事，
都是挑戰。 

正好上天安排，「人際關係」的課程轉戰國內，老師給我莫大的幫助、
鼓勵、指導。我把每天的個人日誌給老師了解，作為明燈的依據，把我
在每事上早著先機。使我覺得老師的人生經驗，令我減少錯失的機會，
利益更為高。每週兩小時的對話中，老師的非一般的人生經驗和分享，
使寂寞的工作變得活潑起來：凡事都是預計中，節省了不少腦筋。得到
了上司的信委，擴闊我的工作層面。短短兩個半月，對我算是一個成績。 

我每天寫日誌的習慣，帶動國內部門主管都寫日誌，個人的工作習
慣，竟然起了仿傚作用，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在國內工作，是一個新平台，把在港的經驗和研發出現新突破，可
以把產品上架銷售，是我最開心的。在人事方面，給技術轉移、管理資
源、採購經驗，令到其他同事受惠，這些事都是老師的教導之下，使我
的事業更上一層樓。在這時候，我家庭、母親、和弟弟們，都關心我在

國內的工作，因為我是家裡第一個在國內工作的人；
過往在其他地方生活，都有一點兒寂寞，但這一次國
內工作，得到老師的悉心指導，更令我對人對事，更
為謹慎，高層次的工作，不只要更小心行事，還要心
胸廣闊；這些都是良好的工作態度。在這，我非常多
謝老師的指教。願祝身心安康，生活愉快！ 

生日快樂！ 

學生 宏發 上 

29-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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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六年我由一個不理會身邊人感受的青少年，變為由他人所需

的事出發去思考的青年；也由一個不肯悔改的人，改為由所做過的事從
中反省的人。 

如何可以由一個原本是不聞不問，不思不做的八十後去改變，就要
由代父和我們一同相處的生活故事開始。 

我們會時常和黎老師見面，我會將我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的事用文字
和口述說出給老師知，老師會細心聽我們說出每一個字，每當我們說不
正音或用詞不當，老師就會更正我們用的不正音和不當詞，說多一次給
我們聽。起初我十分討厭老師在我說著話的時候打斷我說話，但當我明
白到，要說好完整句子的重視性，並不是說了算，而是要實話實說。我
近年來常聽老師用一個例子對我說：「是叉燒食飯？還是食叉燒飯。」這
句話起源是電視節目講述都市人的語言障礙。如果過去老師沒有給我提
醒和要我看懂這本《寫好每一段話》的話，現在的我好可能會說成「飯
食叉燒」。 

說了這碟飯，我還想說一個每人也接過的電話故事。現時財務公司
經常會致電我們說低息貸款。我之前做過的事，就是以平心靜氣地說明
我沒需要貸款就已覺得是很好的了，但沒想到老師接到這種來電會對對
方說：「我無錢借架。」我聽了就想到：「人地問你借唔借錢？老師就同
人地講，我無錢借俾人？」這時我看到老師的面出現笑容，我相信對方
已經笑了出來。就在同日我誼姐 connie〈connie是黎老師的代女〉，也接
到這種電話，誼姐就對對方說：「我無錢還架。」就兩個電話來說令我醒
覺作為基督的門徒不只是對身邊的人不生氣就是好，而是要令對方得到
喜悅和感到溫暖。我確定如果沒接受老師教導的話，沒聽從老師對我們
說：「基督在這件事怎樣處理，我們就應該怎樣處理。」我也不會明白這
份恩賜。 

我還想說多一個故事，這故事如我沒見過老師的老同學尹先生，我
相信我會遺憾。我們在小學讀書的時代會有很多同學，會有很要好的，
會有相識的，會同班的，會不同班的。當我們出來工作後大家就少見了。
更有可能過了十年才見面的老同學，只是點頭擦身而過，就算約見到飯
局，也可能得一兩個小時談話。但我見到老師和尹先生相聚時，他倆可
以沒有冷場的對話，還互相擁抱道別。試問我們會否在七小時內將沒見
面二三十年又不是要好的老同學，可以一直談話永沒冷場，歡笑滿天呢？
這日老師帶尹先生一家來到樟木頭，老師會將樟木
頭的地標和路線講解給尹先生一家知，讓客人一旦
走失也可用老師借給他們的電話說出自己的地點。 

我可以在老師身上明白到做人的真誠、關懷和
帶給他人的喜悅，就是老師給我們的身教。 

代父：祝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主寵日隆 

代兒：黃嘉樂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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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sir, 恭賀您生辰快
樂、身體健康﹗ 

從一年半前初認
識黎 sir，到現在有機
會親身向您學習以及
第一次於生日特刊留
下祝賀字句，真的感到
非常榮幸及感恩。 

謝謝黎 sir給予我
機會參與久違的團體
活動，讓我認識了一班
和善又可愛的朋友，另
外，在黎 sir的鼓勵下，令一向習慣將說話藏於心底的我得到勇氣在

大家面前作出
分享，再從互
相交流中認清
了自己需要改
進及加強的地
方。 

 

 

 

 

 

 

我會繼續向黎 sir學習，希望有朝
一天可達成—「成長自己，成就他人。」 
寶玲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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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使命宣言 

以人為本，以愛為基。 

締造機會為有理念、肯上進、願意改變的人

在提升自信心和社交能力方面提供良好的學習

環境。 

致力讓有志向的年青人在成長過程中都可

以透過「學而時習之」的實踐，有能力克服障礙，

建立自信，開拓明天。 

使能在逆境中仍能自強，而且自強不息。 

讓每一個人都可為自己、為家庭、為社會營

造一個和諧、舒適的關係和環境。 

黎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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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路歷程 
半身麻醉？全身麻醉？一個決定，竟然拖延了大半年。去年 12月排

期動手術的時候，醫生就提了這問題；還說：「不用急，稍後要見麻醉師，
到時才決定吧！」手術前一個月見麻醉師，仍
未有定案。到今年 3月，住了九日醫院，當中
五日卧牀，四日動彈不得，因為右膝接受「換
較」手術。 

抱歉沒有照顧好父母給我的身體，感謝天
主親自給我的照料，住院九天才服了四粒止痛
藥，因為《每日聖言》和《伴我同行—聖方濟》
放在牀邊，不離不棄，幫助我祈禱。感謝教會，

天主教牧靈部
為我安排聖體
聖事，聖依納
爵堂的神父又
親自探望，堂
區的長輩們也穿梭慰問，甚至浙江、順德
的姊妹們也聞訊而至，令我既感動，也慚
愧。無以為報，唯有繼續愛人如己！ 

幸好在入院前，趕及到澳門應張修女之約為她主理的社福機構屬下
的華籍員工進行半天工作坊「尋找工作的價值」；既挑戰，又滿足！ 

回顧過去一年，概括而言，算是平淡的。參加了堂區的善別小組後，
原來我可以做多一點；加上丈母於年初病逝，更覺失去才知擁有。 

感恩信仰豐富了我的生活，教會繁衍了我的家庭。盼望透過服務，
我們都可以「成長自己，成就他人」。 

多謝大家的祝福，同學們的分享。盼望個人的生日，藉著感恩聖祭，
除了表達對父母的感謝和思念；也感謝天主的創造，讓更多人得到祝福，
對生命得到信心、有盼望，沾染到不保留的愛！ 

願 大
家 都 能 常
享 復 活 基
督 賜 給 我
們 的 內 心
平 安 和 喜
樂，家庭幸
福！ 

黎耀民 

20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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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翰儲蓄互助社聖若翰儲蓄互助社聖若翰儲蓄互助社聖若翰儲蓄互助社  

http://stjncu.com 

﹝一九六八年成立，註冊儲蓄互助社編號：007﹞ 

香港天主教基層基督徒團體核心會員 

信信信信 念念念念：「非牟利、非救濟、乃服務」。 

宗宗宗宗 旨旨旨旨：為改善社員的經濟及社會生活，在社員之間提倡節約。
為有需要的人作準備，從理財上體現福音精神。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為堂區所有教友服務，全部收益由社員分享。 

2008 年成為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AYP) 金章服務科提供
實務及輔導機構 

信仰活動伙伴信仰活動伙伴信仰活動伙伴信仰活動伙伴：：：：活石釋奧團活石釋奧團活石釋奧團活石釋奧團  

http://livingstonebcc.com 

香港天主教基層基督徒團體會員 

聚會時間聚會時間聚會時間聚會時間：：：： 

每月第一個星期三晚上八時至九時三十分 

每月第二、四個主日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一時三十分  

九龍觀塘宜安街 29號 天主教聖若翰小學 402 室儲蓄互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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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是不保留愛是不保留愛是不保留愛是不保留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裡會有愛無盡頭？ 

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恆久，碰到了你已無別求； 

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至高的愛盡見於刺穿的手； 

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惟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動力信望愛動力信望愛動力信望愛動力信望愛 

1. 我站到街中聽鬧市聲音，我望見艱辛顛沛眾生。 

我立志務服這大片人群，要讓這動力燃亮愛心。 

我願意關心軟弱與灰心，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2. 我願帶歡欣遍鬧市穿梭，我願見光采閃閃眼睛。 

我立志服務，那懼怕疲勞，鍛鍊我耐力承受壓逼。 

要越過唏噓、要突破孤單、要踏碎傷心、抵抗困逼。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副歌：光陰匆匆多少機會身邊經過， 

   誰能伸手獻出關懷不再退避？ 

   只要你與我同往，不怕冷笑與迷惘， 

   願降卑，效法基督，一生辛勤，獻信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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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宗旨： 

東燿專項管理發展於 1989 年成立，以全人發展的理念為宗

旨。為企業機構提供人力資源服務；令學員通過學習如何把正確

的方法在生活中加以應用，使有機會實現各自的夢想。 

幫助力爭上游的人獲取使生活快樂、富足的能力，幫助他們

擺脫笨拙平庸的束縛並成為成功人士。使能在逆境中仍能自強，

而且自強不息。 

因應個別機構、團體所需，策劃、舉辦各項專題講座或活動，

使機構充分資源增值，加強員工歸屬感、從而提升企業形象及競

爭力。 

服務對象： 

個別人士、家長、工商機構、辦學機構、志願機構。 

課程類別： 

單元課程，系列課程，歷奇為本輔導訓練。 

服務項目： 

家庭治療，就業輔導，職位轉介。 

歡迎賜教、垂詢： 

郵件地址：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333 號 

電子郵址：ebpmd@yahoo.com.hk 

網頁：http://ebpmd.com 

聯盟：http://hk.groups.yahoo.com/group/ebpmd/ 

分享空間：http://spaces.msn.com/ymlhkg 

 電話：(86) 15017639646  

(852)8206 1388； 

(853)6631 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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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主祭：駱鏗祥神父 

輔祭：姚卓暉 

領經：袁健雄 

讀經一：黎子蕙 

讀經二：盧惠楠 

信友禱文：李慧儀、林婉華 

聖詠團：陳賽娟、區惠蘭 

聖若翰堂 (觀塘宜安街 29號) 

翻譯：黎子蕙 

統籌：林婉華 

承印：東莞市偉鴻廣告印刷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