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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上水儲蓄互助社第43屆社員周年大會

6月17日-第53屆協會周年會議

5月10日-義賣鮮花活動

年度主要活動回顧年度主要活動回顧



年度主要活動回顧年度主要活動回顧

11月29日-溫達文弟兄主講~靈修講座~感恩聖祭的意義

6月30日-協會中央社第48屆社員周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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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根據香港法例第119章「儲蓄互助社條例」的監管和保障下，社
員免費享有人壽保險，社金安全保險及免利息稅等權益。本社乃在政
府註冊之非牟利團體，為堂區所有教友服務，全部收益由社員分享。

辦公時間 :   每逢主日彌撒後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辦公地點 :   上水保平路11號基督之母堂
網頁 :         http://www.culhk.org/sscu 
電郵 :         sscu@moc.org.hk
電話 :         (852) 2679-0555
傳真 :   (852) 3747-6920
WhatsApp專線：     5465-0728

本社簡介本社簡介
(一九七七年成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註冊儲蓄互助社編號: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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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年2月28日上午11時30分  地點: 基督之母堂有蓋停車場

1.  開會前祈禱

2.  確定會議足夠法定人數~正式開會

3.  通過第43屆周年會議紀錄

4.  董事會報告

5.  司庫財務報告

6.  表決通過派發股息

7.  貸款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 及 教育委員會報告

8.  選舉: 董事三名、監察委員乙名、貸款委員二名

9.  董事會職位互選

10. 宣佈董事會互選結果 

11.  委任～協會代表、中央社代表及教育委員 

12. 其他事項

13. 第44屆社員周年會議結束

14. 第45屆董事會及所有委員會成員拍照

第44屆社員周年大會議程第44屆社員周年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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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儲蓄互助社44屆架構圖上水儲蓄互助社44屆架構圖

社員大會

監察委員會
盧柏浩（主席）
楊月亮（秘書）
陳潔芬（委員）

教育委員會
古麗眉（主席）
莫秀英（秘書）

中央社代表
張子華 及 盧柏浩

協會代表
楊新 及 王德明

貸款委員會
張子華（主席）
羅婉萍（秘書）
王德明（委員）

吳清英
何瑞明
張子華
林遐齡
莫美嫻
孟愛玲

霍偉明
李紹源
余麗心
羅婉萍
侯美馨
鍾智恆

董事會
楊 新
黃 淑 芬
葉 碧 仁
陳 卓 英
莫 美 嫻
鍾 智 恆
古 麗 眉

（社長）
（副社長）
（司庫）
（秘書/助理司庫）
（董事）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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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 2月 23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30分

地點：基督之母堂停車場　　　　　　　　　　　　　　　　　　　

本社社員人數共 254名，出席之社員 67名，符合法定人數，

參加會議之嘉賓有：

本堂主任司鐸：孟德鄰神父

社長楊新先生於上午 11:30分宣布開會並致歡迎辭。

秘書陳卓英先生讀出第42屆社員周年會議記錄。該記錄曾於2020年1月12日 至

2020年2月9日在社方之告示板張貼供各社員參閱(詳情請參閱年報第8至10頁)。　

陳智亮先生動議  魏德勇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董事會報告：社長楊新先生提交董事會報告書(詳情請參特刊報第14頁至15頁)。

孟愛玲女士動議  林烱新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司庫報告：司庫葉碧仁女士提交司庫報告書(詳情請參閱年報11及12頁)。

黎明初先生動議  陳惠薇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司庫要求通過其他事項：

1. 贊助主保瞻禮 $1,000.00

余振華先生動議  霍偉明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2. 贊助敬老聚餐 $1,000.00

林遐齡先生動議  王德明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3. 贊助堂區經費 $6,000.00

莫秀英女士動議  王瑞玲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4. 贊助周年會議開支 $4,000.00

李紹源先生動議  曾銀嬋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5. 教育撥備 $1,000.00

黎明初先生動議  温達文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6. 探訪撥備 $1,000.00

劉立權先生動議  馮瑞玲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7. 20%違約貸款儲備金撥備 $13,752.59

莊伯宏先生動議   莫秀英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第43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第43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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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確認在2018年9月份董事會通過將稅務撥備改名為社務撥備

鍾智恆先生動議  劉詠雯小姐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9. 從社務撥備撥款 $55,000.00補貼派息

楊月亮女士動議  陳家洋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10. 2019年5月12日義賣鮮花敬聖母支出 $1,799.18

陳家洋先生動議  何瑞明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11. 2019年11月17日贊助堂區旅行 $2,000.00

莊伯宏先生動議  陳智亮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貸款委員會報告：由貸款委員會主席張子華先生提交貸款委員會報告(詳情請參閱

特刊第16頁)。

陳惠薇女士動議  黎潔儀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監察委員會報告：由監察委員會主席盧柏浩先生提交監察委員會報告(詳情請參閱

特刊第17頁)。

莊伯宏先生動議  黎明初先生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教育委員會報告：由教育委員會主席古麗眉女士提交教育委員會報告(詳情請參閱

年報第18頁)。 

劉詠雯小姐動議  曾銀嬋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董事會建議派發股息率  1.25  釐  

鍾瑪琍女士動議  羅婉萍女士和議  全體社員通過 

提名小組選出董事會候選人2名。秘書陳卓英先生邀請席上各社員提名其他

候選人，下列人士被提名及接受為董事候選人：

葉碧仁女士  鍾智恆先生

第43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第43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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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選舉結果：

葉碧仁女士  鍾智恆先生

提名小組選出1名貸款委員會候選人，秘書陳卓英先生邀請席上各社員提名

其他候選人，下列人士被提名及接受為貸款委員會候選人：

王德明先生 

貸款委員會選舉結果：

王德明先生

提名小組選出1名監察委員會候選人，秘書陳卓英先生邀請席上各社員提名

其他候選人，下列人士被提名及接受為監察委員會候選人：

盧柏浩先生　

監察委員會選舉結果：

盧柏浩先生　

董事會被選出後立即召開會議互選高級人員，並將董事會互選結果宣佈如下：

社長：楊新先生  副社長：黃淑芬女士

司庫：葉碧仁女士 秘   書：陳卓英先生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楊新先生及王德明先生為協會代表，任期一年。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張子華先生及盧柏浩先生為中央社代表，任期一

年。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下列社員為教育委員，任期一年。

張子華先生   莫美嫻女士   羅婉萍女士   莫秀英女士    林遐齡先生   古麗眉女士

孟愛玲女士   霍偉明先生   吳清英女士   余麗心女士    何瑞明女士   李紹源先生

侯美馨女士   鍾智恆先生

新任社長楊新先生代表社方委任陳卓英先生為助理司庫，任期一年。

周年會議於上午11時45分正宣布結束。

  秘書簽署：陳卓英                           社長簽署：楊新

第43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第43屆社員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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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截至2020年11月30日2020年11月30日止之財政年度，本社總收入為止之財政年度，本社總收入為$249,161.54$249,161.54港元，總開支為港元，總開支為
$96,009.29$96,009.29港元，經扣除當中20%(港元，經扣除當中20%($30,630.45港元$30,630.45港元)作為儲備金，淨盈餘結算為)作為儲備金，淨盈餘結算為
$122,521.80$122,521.80港元。港元。
另扣除共另扣除共$20,000港元$20,000港元(撥備開支)、及累加2019年度未分配盈餘(撥備開支)、及累加2019年度未分配盈餘$23,945.77港$23,945.77港
元元，本年度可作派息之總額為，本年度可作派息之總額為$122,912.73$122,912.73港元。(餘額港元。(餘額$3,554.84港元$3,554.84港元則撥入來則撥入來
年年未分配盈餘未分配盈餘))

司庫報告(收支表)司庫報告(收支表)

董事會建議本年度派發股息 1.5 釐董事會建議本年度派發股息 1.5 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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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報告(資產負債表)司庫報告(資產負債表)

於2020年12月27日經董事會批准。

司庫簽署：葉碧仁           社長簽署：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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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統計數字/重要數據)社務報告(統計數字/重要數據)
截至 2020 年 11月 30 日,本社社員人數為 243 人

10年內~社員股金及貸款統計表(2010至2020)

截至截至 2020 2020年年 11 11月月 30 30日之股金結餘為 日之股金結餘為 HK$9,059,389.08HK$9,059,389.08

20192019年 年 1212月 月 0101日至 日至 20202020年 年 1111月 月 3030日之貸款總額為 日之貸款總額為 HK$1,286,000.00HK$1,28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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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董事會報告

2020年是一個難以言喻的一年，相信很多人亦有同感。 

2月23日我們舉行了史無前例的閉門方式的43屆社員周

年大會，超過70多名社員戴着口罩、配合防疫措施、保持

社交距離用了不足 1 小時的時間完成了法定的會議程序，

使本社的運作能夠依法有序地繼續服務社員和堂區教友。

我們社員的歸屬感、責任感和團結互助精神，又再次清晰

地發放！

疫情之下，整年的工作計劃及活動大部份都被迫取消，慶

幸在五月份的”鮮花義賣獻聖母”活動中，我們利用儲社新

增的 WhatsApp 通訊廣播平台，成功獲得超過 100 名社

員簡便地從儲社的存款中捐出款項，義賣共籌得超過三萬

三千多元，全數不扣除成本送交堂區作牧民經費，成績實

在令人振奮，感謝天主！

疫情之下，各個委員會進行正常實體會議也有一定困難，

於是我們改用 ZOOM 線上會議模式，這對我們這一班長

者委員無疑是一大挑戰，但依靠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全

年的會議皆如期完成!

五月份我們推出疫情貸款優惠計劃，讓社員更好地善用金

錢，舒緩疫情之下的生活壓力，更獲得史無前例的支持，

成功貸出款額超過一百萬，記憶中這是本社成立以來年度

最高的貸款記錄！

為了加強與社員的溝通，本社辦事處門外增添了告示箱，

將最新的社務資訊張貼，讓社員教友更多了解我們的社務

運作。本社 WhatsApp 專線 54650728 亦已啟用，方便

社員查詢和發放儲運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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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我們成功於聖堂舉辦了信仰分享講座～「感恩聖

祭的意義」，由本堂資深教友兼神學系畢業生溫達文兄弟

分享，33 位兄弟姊妹一起共沐主恩。

2020年終歸已經過去迎來了2021年，但是疫情仍是反覆

影響着整個世界，祈求天主廣施憐憫，使疫情早日消散，

讓世人回復正常生活！

祈求天主繼續帶領更多兄弟姊妹投入堂區服務，因為我

們深信能夠獻出自己的力量服務他人就是我們的最大恩

典，大家不要埋藏自己的「塔冷通」呀！

社長 : 楊新

董事會報告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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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委員會報告貸款委員會報告
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貸款委員會於2019-2020年度審批貸款申請18宗，全為個人社員貸款，均獲得批准，批

出貸款總額 $1,286,000港元。

本會今年度所貸出款額港幣 $1,286,000.00港元，上年度貸款港幣 $968,000.00港

元比較，上升32.8%，股金總額 $9,059,389.08港元，貸存比率為14%左右。

2019-2020年度，社員申請貸款個案共18宗，全獲成功批核；批出貸款額合計港幣

$1,286,000.00元。今年貸放比率較2018-2019高出約百份之三十二。

貸款委員會，一向以來把大眾社員的權益放在第一位，在審閱每宗申請時，都會按貸款

規定和條例仔細考慮，謹慎批核。對急需週轉的社員申請，貸款委員會更會反覆思量，

本著「自助互助」的理念，在不損大眾社員利益下，批核申請 。

「新冠肺炎」疫情由年初在全港多個地區持續擴散，至今未有平息跡象，不少食肆商店

陸續結業，經濟放緩，失業人數高企。市民生活大受影響，甚至引致經濟陷入困境！

人間有愛！本社在五月份推出「抗疫貸款優惠」計劃，將與大家共渡時艱，抵抗疫情帶

來的衝擊，爲社員舒緩生活壓力，以解燃眉之急。

最後，本委員會對董事會及各委員過去一年的鼎力合作致以衷心謝意。

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愉快、主寵滿溢 !

貸款委員會主席:  張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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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會報告監察委員會報告
本監察委員會在過去的一年，審查了本社的現金收支賬項和

稽查了各類收支賬目，檢閱貸款申請書和各委員會的會議報

告，審查社務運作和接受並調解社員所提出有關社務運作

的投訴，在處理以上工作時，我們都謹慎進行，確保社員利

益。

我們以香港法例第 119 章為基礎，根據其賦予的權力，小心

履行職務，並按章程規定，每月呈交一份報告書予董事會，

報告有關監察社務工作的情況，在周年大會後向註冊官提交

周年審計報告書。

從工作中所知情況顯示，各委員會對其職責，均能克盡己

任、積極投入、表現稱職，有效發揮其本會功能，同時穩步向

前，使社務運作順暢。

董事會每月召開董事會議一次；聯席會議每兩月召開一次；

各委員都能準時出席每次會議，共同商議會務；司庫在每次

會議中，報告每月財務狀況，秘書紀錄會議內容及重要事項，

於會議後編寫會議紀錄並發給各委員閱覽，同時亦會跟進各

項重要事宜。

本社全體委員會委員，都努力秉承本社「非牟利、非救濟、乃

服務」的宗旨，並效法耶穌的犧牲精神，協助本社社員解決

經濟上的問題；本社根據法例而制定的社務章程，均能完善

管理及保障儲蓄和貸款紀錄。

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利！主佑！

監察委員會主席 : 盧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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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報告教育委員會報告
2020年是特別難忘的一年，隨著第 43 屆 AGM 因疫情的發生而選用簡單的會

議形式進行。本期待疫情會很快消失，怎知整年疫情都不斷反覆及仍然嚴峻，在

此影響下，本年度原擬了的大部份活動，皆未能舉行及取消。

猶幸感謝聖神的帶領，本年度仍舉辦了兩項活動。

第一項活動

日期：10-5-2020

主題：義賣鮮花敬聖母

總結：有感疫情的關係，儲社改變了既往的模式，除可在聖堂購買鮮花外，還可

在儲社的專用電話以 WhatsApp 認捐。除鮮花外，今年更得到委員義捐了20盒

燈花作義賣。這次的鮮花義賣活動成功完成，實有賴眾社員的支持，也感謝委員

不懼疫情，齊心合力，當天回聖堂幫忙售賣鮮花。

總結：這項活動共有103名社員認捐，金額共$27,110港元，另教友於當天親回聖

堂購買鮮花款項為$5730。是次活動破了以往的記錄，合共籌得$32,840港元。

有關款項已全數捐獻給堂區作牧民經費之用，亦再次感謝大家在疫情中仍心繫

堂區。

第二項活動

日期：29-11-2020(星期日）

主題：感恩聖祭的意義(靈修活動)

主講者：溫達文兄弟

這活動雖然能夠在疫情稍為緩和下在聖堂內舉行。但仍未能容納太多的教友參

與，當天共有33位教友參予這講座。在這裏再次多謝各位教友的支持。

再接下來的活動便是籌備來年44屆的AGM了。由於疫情仍未緩和，相信形式上

都會參照往年的模式了。希望各社員能繼續支持。

感謝主的帶領及臨在，在這不一樣的2020年中賜予我們力量去完成有關活動。

也感謝教育組的組員對各項活動的支持及付出。

教育委員會主席 :古麗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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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代表報告協會代表報告

香港中央社代表報告香港中央社代表報告

2020年因<新冠疫情>，協會也取消了很多不同的活動及座談會，尤其是一年一度於

十月份舉行的國際日周年聚餐也要取消，現在簡要列出一些於2020年本社出席的協

會活動：

6月17 日：第53屆協會周年會議

6月30日：協會中央社第48屆社員周年會議(派息會議)

2021年1月30日 : 儲蓄互助社社長及代表座談會(網上)

期望2021年全球疫苗接種工作的展開，各項活動能恢復正常！

協會代表(楊新 及 王德明)         

時間轉逝眨眼又是一年，作為本社中央社代表有責任是要將中央社訊息與及監察投

資的收益及學習帶回匯報本社。由於年初全球的「新冠肺炎」肆虐，不少食肆商店陸

續關門，經濟放緩，失業人數高企。市民生活大受影響，甚至引致經濟陷入困境！中央

社在投資方面有所損失，但對本社暫時沒有影響。在過去一年中央社所舉辦的活動及

參與，簡報如下:-

 2020年1月4-5日    環保慈善賣物會

 2020年4月22日  「儲社專職簡介-董事會培訓」

 2020年5月08日     協會送贈口罩運動

 2020年5月20日  「儲社專職簡介-監察會培訓」

 2020年5月     協會及中央社代表座談會(取消)

 2020年6月30日     第48屆中央社週年會議

 2020年9月12日      國際日聯歡聚餐(取消)

 2020年12月05日    社長及中央社代表座談會(延期30/1/2021)

衷心多謝盧柏浩先生(中央社代表) ，楊新先生(社長)及各委員積極參與大部份的講座

及會議，從而提昇我們對儲社的認知，對幫助本社運作有極大的效益。

中央社代表(張子華 及 盧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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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申請貸款政策社員申請貸款政策
(一) 申請貸款資格

 甲. 人格貸款：

  (1) 入社後成功自動轉賬連續6個月無間斷儲蓄（年滿十八歲）

  (2) 戶口結存最少要有$1,000.00；

  (3) 貸款額：最高為儲蓄結餘 + 港幣五萬元。

 乙. 擔保貸款：

 (1) 入社後成功自動轉賬連續12個月無間斷儲蓄（年滿十八歲）；

 (2) 戶口結存最少要有$5,000.00；

 (3) 貸款額：最高為儲蓄結餘 + 港幣十萬元。

 註 : 人格貸款金額或擔保貸款金額不得超過本社總資產之十分一

 丙. 擔保人資格：

 (1) 擔保人必須是沒有欠款之社員及在過去連續12個月無間斷儲蓄,

   （年滿十八歲），戶口結存最少要有$5,000.00。

 (2) 擔保人與貸款者並無親屬關係；

 (3) 熟悉貸款者；

 (4) 須負責與貸款者聯絡；

 (5) 若貸款者未依期還款，擔保人須負責追收貸款；

 (6) 期間不得提取股金，亦無權申請貸款，直至貸款者清還半數欠款為止。

(二) 申請手續 

       申請貸款之社員，必須一週前填交貸款申請書，並須提供最近三個月內 

 之地址證明副本及入息證明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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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申請貸款政策社員申請貸款政策

【本社具有絕對貸款決定權】

(三) 還款
 (1) 貸款$40,000.00以下者，最長還款期為36個月,本息必須每月依期繳交；

 (2) 貸款$40,000.00以上者，最長還款期為48個月,本息必須每月依期繳交；

 (3) 貸款者如無法依期還款，可向社方申請延期還款；

 (4) 貸款者可用股金清還剩餘欠款。

(四) 利息
   月息0.8釐(0.8%)，息隨本減。

(五) 審核項目   

 (1) 申請人之品格，經濟和家庭狀況；
 (2) 貸款理由是否充分；
 (3) 過去六個月 / 十二個月是否無間斷透過自動轉賬儲蓄；
 (4) 申請人或其配偶是否有固定職業；
 (5) 申請人有否償還貸款之能力；
 (6) 申請人及擔保人在本社之紀錄是否良好；
 (7) 如有需要，本社可要求申請人提供抵押；
 (8) 有直系親屬者只可批准兩人貸款，總貸款額最高為 港幣十五萬。

(六) 重借貸款
 (1) 貸款人若還款超過半數，可申請重借貸款，唯須先扣除未償還貸款，餘數
      才撥給貸款人；
 (2) 貸款人若還款超過半數，其擔保人亦可申請貸款，但不能超過人格貸款。

(七) 本社委員注意事項
 (1) 應派發還款表與申請人，列明還款日期、銀碼及應付利息；
 (2) 貸款後不得退股；
 (3) 本社委員沒有替申請人介紹擔保人之義務；
 (4) 申請人之資料本社絕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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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佳節來到，我們都希望，迎接我們的，不會再是疫情陰霾，而是身體健康、

生活穩定、有家人相伴。願大家互相扶持，一起走過難關。祝各位聖誕新年快

樂！

經過一周的回暖之後，香港降溫，正式步入了冬季。臨近聖誕節，疫情之下的香

港街頭冷冷清清。過往這個時候，我們都比較着要去哪個商場的聖誕裝飾最好

看。「新冠肺炎」疫情由年初在全港多個地區持續擴散，至今未有平息跡象，不

少食肆商店陸續結業，經濟放緩，失業人數高企。市民生活大受影響，甚至引

致經濟陷入困境！

大家本以為，抗疫一年足夠了吧，結果現在的我們，還被困在香港。那麼，在

這個寒冬歲尾，讓我們一起憧憬香港的下一個春天吧。這座城經歷了什麼？那

些事不能忘記？那些人值得我們記住？因應特區政府當局要求公開彌撒停止，

誰能想到，我們竟然不能親到教堂朝拜天主，確實，令人灰心意冷。可幸正能

量在儲社群組從未缺席。人間有愛！本社在五月份推出「抗疫貸款優惠」計劃，

將與大家共渡時艱，抵抗疫情帶來的衝擊，爲社員舒緩生活壓力，以解燃眉之

急。自發的善舉如同陽光，令人感恩佩服。

二零二零年就剩下不到十天了。這一年流了太多的淚水，太多的憂慮不安，但還

是戀戀不捨。我不否認，這是多麼獨特的一年。

新的新一年即將來臨，讓我們深切反省自己與天地造物主，鄰人及大地的關

係，特別為家庭祈禱，求主恩賜所有因疫情而亡的人士永享安息，染病的弟兄

姊妹早日痊癒，並厚報慷慨奉獻照顧病者的醫務人員。歷史不會終結，生活總

要日日過，工作總要天天做，我們只有翹首朝着希望前行。

主說：「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28:20

張子華~寫於2020聖誕日

疫境同行疫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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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儲蓄、儲蓄，顧名思義，大家也會想到儲蓄的意思就是把金錢儲起來！

但是在2020年裡的日常生活中，經常聽見要儲起口罩啦！消毒用品啦！漂白

水，厠纸等等，又要儲起食糧啦，柴、米、油、鹽，太多東西要儲起來，希望你不

會到現在仍有未用完之以上物品吧！

香港在經過這兩年來的衝擊後，已經面目全非，很多生活習慣已經漸漸改變，

由社會運動開始，以至現在面對冠狀病毒疫情，全世界也被迫封關，社會民生

也受到極大影響，一向依賴遊客無煙工業城市的香港，令很多行業也支持不

住，除了靠政府早期的少少補助外，就要靠自己用積蓄去維持下去，有些會積

極改變生意策略去適應市場雖要，所謂，適者生存，大家也抱着戰戰競競心

情。這時候，只有早有準備的人，才可輕鬆渡過。

由於限聚令的關係，大家也減少外出時間，這時候亦是我們思考的好機會。

由天主創造萬物開始，本來一切都是為我們設想的。可惜經過這麼多年，人類

已經不懂得珍惜，不斷在破壞，令環境污染。社會的步伐亦都是太快太急速，

大家是否要趁此機會靜下來，反省一下，重新思考我們的前路是怎樣？上天是

公平的，這個疫症全世界也有，不論你任何人種、男女老幼、貧窮與富有，都有

平等機會染疫。特別是一些很發達先進的國家，確疹數目也遠遠超越其他國

家，同時也對防疫措施束手無策。

另一方面，雖然大家減少出外機會，但同時多了時間留在家中，感恩我們仍然

能夠在空氣中，互相問候及鼓勵，常常禱告。希望疫症早日過去，光明的路在

前，早日裝備好自己，重新出發，有了前鑑，知道正確的路怎樣行，幸福不是必

然的。這才是我們的正確人生，大家一起努力，加油，感謝主。

黃淑芬

儲蓄儲蓄……之年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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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疫日子>上的靈修反思在<抗疫日子>上的靈修反思
甫踏入從2020年新春後，<抗疫物資> <日用品採購> <衛生署每日確

診報告><地區封鎖檢測> <網上視像> <家中工作>，忽然成了大家整

年生活指標，”缺一不可”的家常便飯。

對於我們作為教友，莫過於首次出現”因疫情而暫停所有的公開彌

撒”(執筆之時，已第3次的情況)，主日均只能在教堂私人祈禱及參與

網上的直播彌撒而己。

筆者已在思考，究竟天主為全球人類，這一年的<經歷>，帶出甚麼信

息呢？世人是否作了甚麼<因>，才有今日的<疫情之果>呢？適逢在網

上見到<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在招生~神學普及課程(基礎班)。是天主

想給我<答案>嗎，當時自己也想加深一點對自己宗教的認識，當機立

斷便報名了！(8月即獲通知被取錄，喜上心頭，難以形容)

沒錯，<疫情>確是帶了不便(尤其筆者乃一名外遊癡)，但是也給我們

多一點時間，靜下來，好好反省，與主“多啲談心”。 

世人雖不清楚前路如何，但希望也要記得在<若望福音第6章>中，主

耶穌的”增餅奇蹟”，還有在”海中步行”等事上，我們應抱有<持久的信

德>，不應懼怕，主必拯救！

王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