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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耶穌離世升天前，曾對門徒說：「你們

要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

的一切。」(瑪28:19-20）這是耶穌給教會和

每位基督徒傳揚福音的使命。剛過去的復

活節，便有很多兄弟姊妹領洗加入教會大

家庭， 歡迎！歡迎！ 

無論是新領洗的或已領洗多久的教友，

仍是生活在塵世中，雖然在每年復活節，

都重申一次要棄絕魔鬼和它的作為；宣認

相信唯一的天主父及子及聖神，並立志追

隨基督。可是由於現今世上的各種誘惑和

人性軟弱，人的意志，甚而自已的信仰，

往往一時間很容易陷於迷惘。主耶穌早就

明白人類的弱點，因此他應允派遣天主聖

神臨於我們身上，「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

時，他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若16:13) 

可能現今世界紛亂，天災人禍的發生，

往往是人始料不及，心生疑慮和感歎，實

是在所難免。但作為教徒要記得耶穌曾承

諾：「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

世的終結。」我們在盡人事以外，就只有

多祈禱和依賴天主，千萬不要在天主以外

問鬼神。 

六月第二個主日，教會慶祝聖神降臨， 

祈求天主聖神的德能，充滿信徒的心，使

我們能做個有愛心的教友，為締造一個仁

愛、公義與和諧的社會而努力。 

願光榮歸於天主父及子及聖神，從起初

直到永遠，亞孟。 

若   神來之筆 
周景勳神父  

若－ 

生命有愛 

便能展現生生的力量 

人的生命便在轉化中 

隨著真理 

有正確的抉擇 

活著便有價值和有意義 

 

若－ 

人人有尋覓真善美聖的願心 

一定能潔淨自己的身心靈 

使生命不受污染 

在無執無為無錢無物…裏 

虛心自在…沒有束縛 

 

 

 

若－ 

人能謙卑自下 

不強求強權作主 

便不會有猜疑心地挑戰別人 

在生活中懂得欣賞和接納 

人與人的交往便不會有太多障礙 

人與人的信念便不會陷於主觀 

 

若－ 

人不懂得尋根問底 

便不明白：「唯有源頭活水來」的意義 

也不會珍惜文化傳統 

更不會願意互相認識和交談 

人與人便不能共融交通 

宗教與宗教便不能和諧共處 

 

悲乎！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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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教 友  
屬 神 肖 基 督   

朋友生日，一眾老友為她慶祝，好不熱

鬧。席中突然說起各人的生肖，於是屬牛

屬馬，肖虎肖龍之聲，此起彼落，因為大

家都想在座一位喜歡研究命理的朋友贈兩

句，尤其壽星婆更想知道今年運程，祇有

其中一位笑而不語，大家忍不住便問她。 

「哈哈！我原本屬免。」「今年是妳的

年啊！」「的確今年為我來說，是我人生

的轉捩點，我剛在復活節領了洗。明白到 

天主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耶穌基督救贖

了我，我已成為天主的子女，所以從今以

後，我是屬神、肖基督，日後無論環境順

逆，我相信有位仁慈而大能的天主與我同

在，偕同我面對和解決困難。」這位新教

友的答案真有智慧，也引起在座多位教友

朋友迴嚮。 

「我每年開始就會找些玄學大師出版的

運程書看看，見到好的預測，就好像內心

踏實，雖然不準確的機會也不少，但聽見

流年不利之類，我就憂心得很，常想著如

何趨吉避凶，如果我能像妳那樣找到一位

如此偉大的神就好了！」 

「呀！妳可以到華人天主教會參加慕道

班。」『傳 佈 福 音 者 的 腳 步 多 麼 美 麗

啊！』想不到這位新領洗的朋友，這麼迅

速就履行教友的使命 ─ 傳教。 

「唉！我領洗很多年，但除了星期日去

聖堂，有困難就臨急抱天主腳，遇有祈禱

也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也會叫人看看風

水或看看掌相，原來我對天主真沒信心，  

以為憑自己力量就了得！」 

我真為那位玄學大師友人感尷尬不安， 

不過在大家妳一言、我一語的分享下，她

卻 豁 然 大 悟 似 的。「呀！其 實 我 都 是 教

徒，但平日無聊，讀到一些週刊講星座運

程，年中東看西看有關命理的刊物，便以

為自己精於此道，家人都笑我似個神婆多

過教友，孩子也質疑我既信天主又信算命

之類，是否合宜，可能過往也曾經誤導不

少朋友，看來都是時候想想我是教友，不

應與世俗同化，減少看無聊刊物，放些時

間讀聖經，也有一天為天主服務而不再為

人說命理，希望能改掉這迷信的行為。」 

「對呀！我想以後過年時，不要太著意

去找那張『財神到』的揮春，或者自己寫

張『聖神到』來提醒自己，有聖神就有天

主同在！」 

想不到這次聚會不像以往般只顧嘻哈大

笑，開懷暢飲之餘，也有信仰分享，真是

感謝天主！其實無論領洗有多久，人性都

是軟弱的，所以除了時常祈禱，與天主保

持密切聯繫，還要多讀聖經，聆聽天主的

話，今年是教友年，就讓我們天天勤讀

經，並要記著天主曾說過「我是上主你的

天主，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

谷紀廿章2-3節）。我們所相信的神真真實

實是一位慈愛無比的父親，『天主竟這樣

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已的獨生子，使

凡信他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

（若3:16） 

主題 

小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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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教 友 後 感       瑪加利大   主題 

本人領洗成為天主教徒已五十年，教齡

不算短，但自問並非一位虔誠而熱心的教

友。 

回想五十年代初小學畢業後，因居住新

界當地沒有好的中學升中，故要往九龍深水

埗寶血會修女辦的女中就讀。一個生長於傳

統和保守家庭，加上父母皆信奉佛教的我竟

能入讀天主教學校，真是難得。起初我對教

會的一切教理和禮儀都很陌生，數月後在修

女及各位老師的循循善誘下，漸對天主教有

所認識。其中莫慶如修女給予我最深刻的印

象，她是訓導主任，不但外表威嚴且口才了

得，當她站在台上向全校同學訓話時，場內

立即鴉雀無聲，耐心地聆聽，可知她多受學

生的愛戴。她常教我們許多待人處世之道，

其中令我畢生難忘及日後作為做人方針的是

她教我們凡事讓人三分，更要尊重別人，切

勿出言不遜，須知「語言非鋼，但能傷

人」。在日常生活中，要謹言慎行，以免傷

害他人的自尊心。身為教友者應恪守天主的

訓誨，做天父的好孩子，此外要勤奮向學，

孝順父母，報答他們養育之恩。我對她的教

訓不但銘記心中，對她也肅然起敬！ 

天主教的教理多導人向善及關愛別人，

在校就讀數年後加深了我對主的認識。快要

畢業離校前的某一天，終於鼓起勇氣請雙親

允許我領洗入教，可能是我日常在家的表現

好，他們不但沒反對，且欣然答允我所求。

是年的復活節我懷著愉快的心情和同學一起

領洗加入天主的大家庭，當儀式進行時父母

及親友亦在場和我分享那份喜悅，從此我便

是一位天主教徒了。 

領洗後我不但守天主的誡命做個好信

徒，且在師範畢業後毅然放棄官校教席而任

教於修女辦的學校，為教會學校服務，以盡

教友的本份。在職其間目睹校中修女凡事多

親力親為，並本著有教無類、作育英才為己

任地辦學。身為下屬的全體教職員工豈敢怠

慢，各人都能上下一心勤力地工作，不出數

年校譽在區內頗具名氣。從該校畢業的學

生，長大成人後雖不能全部出人頭地，但多

知自愛，做個好市民，不致淪為社會敗類。

這可能是修女們播下了好種子吧！ 

移民前本人在香港的宗教生活很簡單，

只是逢星期日參與彌撒和參加一年一度由學

校修女辦的一天避靜，移居雪梨後我的宗教

生活較以前活躍，除了週日參與彌撒外，每

月亦往教友家唸玫瑰經，和間中參加避靜及

教理研討等靈修聚會，既充實又有意義。可

惜好景不常，數年前先夫因患惡疾而離世，

頓時一切都像改變了。幸好我是教友，每當

我遇上困難或心情欠佳時，即向天主祈禱，

懇求主及聖母給予力量去克服它。情緒紓緩

後人也平靜多，所遇的難題亦可迎刃而解，

由此證明祈禱的收效多大了。 

我不懂開車，當參加一切宗教活動時必

須麻煩他人車我往返，全賴一些熱心教友常

主動地助我，他們像主的真光般把我從灰暗

不平的谷地帶往光明的坦途。目前我能堅強

地踏上人生另一新旅程，全憑他們能樂於助

人及本著愛人如己的基督精神來憐恤孤寡。

我覺得他們很有愛心，亦是教友中的典範，

特此衷心地向他們致萬二分的謝意！此外本

人每月可往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參加聚

會，均多得司徒修女及教友相助才能成行。

那裏的住客多是烹飪高手，每次探訪他們時

定備有許多美味的食物和我們分享。多和外

界接觸後對個人的身心健康有幫助，因心情

開朗笑容也多了，而笑是保健良方，故近日

本人的身體亦較前健康了。 

教齡不論長或短，只要他們受洗成為教

友後能本著基督的精神去待人處事，守天主

的誡命，做天父的好兒女，便是一位好教

友。遇有解決不了的難題時應多依靠主，向

祂禱告，問題得到解決後應感恩，多謝天主

給予恩寵。人的力量有限且多脆弱，故要多

依賴主求祂恆常護佑！ 

天主教會內的教宗、主教、神父和修女

等神職人員為了服務教會而無私地獻出他們

的一生侍奉天主，實在很難得，值得我們敬

佩。此外，雪梨華人天主教會這個平信徒團

體，廿多年來得到各屆會長、委員和眾多的

工作人員，為推進會務和宣揚福音而默默地

工作，任勞任怨，更是難能可貴！身為教友

的我特向他們致謝並祈主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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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年 青 人 製 作
電 台 節 目 的 點 滴       教會生活 

慈愛之友   

華人天主教會自去年初開始，在2CR中文電

台播放了第三輯電台節目「愛在永恆」。因為

平日不多收聽中文收音機，所以也沒有留意這

個節目。及至我和妹妹被邀請錄製其中一輯，

我才開始留意這個節目﹔這才發現它也有年青

人參與的節目內容。我在想，要求在澳洲長大

的年青人錄製一輯全中文的電台節目，真不簡

單。因為能說流利廣東話的年青人已很難得，

更可況要懂看中文稿的更是難上加難了，我一

邊聽一邊暗暗欽佩一群製作人。 

所以當盤偉第一次來電邀請我們團體的年青

人錄製一輯節目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非常猶

豫，應該從何入手？內容應該說什麼？但另一

方面，我又很珍惜這個能使我們團體內的年青

人可以嘗試參與的機會。經再三考慮和誠心祈

禱，個多月後，在聖神的啟迪下，想到了一個

合適的主題後，我才有勇氣接受這個挑戰！ 

因為這是表達年青人信仰的節目，我相信內

容和構思也應該出自他們的角度，於是我決定

以訪問形式進行。我發出了二十份有關他們對

信仰看法的問卷，打算根據他們的答案來作為

節目內容的基礎﹔可是，我用電郵再加上口頭

的敦促，三星期後也只能收回六份問卷，我只

有從當中選出四位年青人來共同編寫這節目的

內容。這四位年青人分別很大，有由中學八年

班到剛入大學，由一出生便洗禮到剛領洗，還

有由完全不會說不會看中文到能說流利廣東話

的都有﹔唯一相同之處是他們清一色都是

「他」，因為只有男孩子交回問卷！ 

我和四位年青人及幾位熱心的家長討論了一

整天，把他們的英文答案詳細分析，才議出一

個大綱。之後我再根據這個大綱把問題和答案

譯成中文對話，加入語調、助語詞等編寫成一

份完整的初稿。把初稿電郵給委員會批閱，感

謝委員們的寶貴意見，經適量修改，我趕在錄

音前一星期把這份稿電郵給四位年青人，好讓

他們練習和消化對白內容。 

其實，雖然在討論時我們已大致同意了內

容，但到要這些年青人用全中文說出來卻是對

他們的一大挑戰。感謝各家長的支持，在家幫

助他們熟讀內容，更對這些年青朋友所付出的

努力敬佩。當中一位年青人是完全不懂中文，

既不會說也不會看，他卻把每個中文字用英文

拼音，背誦出來﹔別以為他會因此而生硬地逐

個字讀出來，他不但可以以說話的口吻自然演

繹出來，即使是連續的三四句對白也來得很流

暢，可知他的確是下了不少功夫！錄音那天，

每個人都準備充足，一「take」便完成，使我另

眼相看。中間我為了盡善盡美，臨時加入一兩

句新的對白，因為未有練習過，即使會講中文

的也因此吃了幾口「螺絲」﹔我才意會到那些

年青人在家裏是用了多少心機來準備，好使這

次錄音能順利完成。 

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本以為製作第二次節目

時會較容易，但卻不然。這次我和年青朋友商

討過後，決定以日常生活的小故事來活出信

仰。我請其中三位用英文寫出三個不同的故

事，來帶出天主的一些訊息，如愛人如己、無

貪他人財物和寬恕別人。當我把故事翻譯成中

文對話後，委員會的建議是一個只有十五分鐘

的節目，是不適宜播出三個不同的故事。這也

有道理，於是便從新把三個故事連貫起來，編

成為一位年青人在一天生活裏如何活出這三個

訊息。因為距離錄音的日子只有三四天，更要

給時間年青人練習，所以只好冒著第二天要掛

著兩隻熊貓眼上班的風險，連夜把首稿重寫再

給委員會審批。雖然，參與錄音的年青人只有

一兩天時間準備，但因為他們的認真投入和努

力，這輯一共有十個年青人參與的廣播節目，

出來的效果也很不錯！ 

在製作這電台節目的過程中，我獲益良多！

首先，我因此增加了和年青人溝通的機會，比

以前更了解他們的想法，特別是看到他們那麼

努力地去練習台詞，我真的很感動！此外，在

創作內容中，我看到他們對天父的信賴是那麼

堅定，天父對他們是「亦父亦友」。我們成年

人因為其他顧慮和雜務，和天父的關係也不及

他們親近。最使我慚愧的是，他們懂得如何把

聖言活在日常生活裏。愛人如己、寬恕別人是

談何容易，卻難於實行的訓導，但他們都知道

如何以聖言去幫助他們實踐。 

感謝主，也感謝CCC讓我藉此機會，從這些

年青人身上學習如何去活出聖言，更要感謝各

位參與的年青朋友和家長，以及委員們的幫助

和支持，使這個節目成功地傳揚天主的福音。

在這教友年內，願大家繼續為光榮主而努力！ 
【按：節目重溫可在本會網頁下載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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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年 後 的 我        
中文學校 作文比賽

得獎作品 

好多時候我身邊的親戚朋友都會問我：

「妳有沒有想過妳的將來？二十年後妳會

怎樣？」我也會笑著回答他們：「太長遠

吧！我現在才十四歲呢！」但是當我一個

人靜下來，細心地思考，二十年其實一眨

眼就會很快的過去，我希望那時候的我會

是一個十分幸福的媽媽和律師。 
二十年後的今天，我應該已擁有了一個

美滿的家庭，還有一個非常疼愛我的老

公。我們住在一起，一起努力創造幸福的

家，照顧我們的四個小孩子-兩男兩女。

每一天下班，我會回到充滿溫暖的小房子

休息一下，我會做個百分百的好媽媽，陪

我的子女成長，渡過每一個快樂和失落的

時刻。我想當他們最好的朋友，一個他們

能告訴任何秘密的人。三十四歲的我會有

能力帶給我小孩最開心的童年。 
現在，我的志愿是做個成功的大律師，

我要為社會做貢獻幫許多人討回公道，因

為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二十年後，我會

在一間大律師行做一個高級律師或者自己

開一間律師行做老闆-還沒決定。雖然工

作會很忙，但是能幫一些無辜的人洗脫嫌

疑是最值得的。 
二十年後真正的我到底會是怎樣？沒有

人會知道！也許我不結婚，也許我會當醫

生，二十年之中很多事情都可以發生，可

是現在的我只夢想二十年後自己做個平凡

的律師媽媽。 
曾穎蓉  

二十年後的我應該會是三十五歲了吧！

那時候我會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業，

我一定會是很幸福的！ 
長大後我想開一間很大、很新、很漂亮

的咖啡店！客人要進來吃東西或喝杯咖啡

的時候會覺得很舒服，就感覺在很溫暖的

家一樣，當我看見他們開心的表情，我就

會覺得快樂了。 
放工後，我就開車回家。家裏有我的兩

個小孩子，我會跟他們玩一下，然後就去

做晚飯。等到我的家人回來了，我們就可

以一起吃飯了。呀！忘記交代了，那時我

會跟爸媽一齊住，因為我們家有兩個小

孩，所以很熱鬧，年老的父母就不會覺得

悶了。有時候我們樂融融的一大家子人會

一起去餐館吃飯，但是次數不會太多，因

為那是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每逢星期日我會跟我的家人一齊出去做

運動，因為健康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會常常提醒他們要保持著開心的心情，

那樣就不容易生病。 
二十年後的我不需要富麗的東西，我只

要一個健健康康，開開心心的家就已經可

以了。 
葉晴   

二十年後我會怎樣呢？ 
二十年後，我希望我可以做我喜歡的工

作。如果我現在努力練習，在學校成績比較

好，就可以在那時候找到一份我喜歡做的、

很不錯的工作。 
二十年後，我會可以擁有一個溫馨的家

庭，有貼心的老公和可愛的小孩。到那時，

我跟我弟弟的關係會處理好一點，因為我們

現在「水火不相容」，常常發生「戰爭」。 
二十年後，我會有更多要好的朋友，我

們大家一起去環球旅行，特別是要去日本、

香港遊玩。我還會和家人一起到美國、加拿

大探望親人。 
二十年後，我會做更多的慈善工作，也

會幫助貧苦的小孩子，讓他們住上房子，吃

上飽飯，受到良好的教育，成長為有用的

人。 
二十年之中，我一定會有很多的變化。

但我相信，只要我堅持不懈地努力，二十年

後我的夢想一定會成真！ 
黃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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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相  
Pictorial  

北區中心(左)及高齡之家(中及右)在四旬期內舉行拜苦路 
Station of the Cross held in Lindfield Centre (left) and CCC Homes (right 2) during Lent 

由康建璋神父主持﹐在 Santa Sabina College 聖堂舉行的聖週四禮儀 
Holy Thursday celebrated by Fr Khong in Santa Sabina College Chapel 

主受難日上午由康建璋神父主持避靜﹐隨後舉行苦難禮儀 
Retreat and Passion celebrated by Fr Khong on Good Friday 

聖週六主復活前夕彌撒暨聖洗禮儀 
Easter Vigil Mass with Baptism on Holy 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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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所有新領洗教友 

Welcome all the newly 

baptised 

中區中心(上)及北區中心(下)分別慶祝母親節﹐北區中心更適逢由墨爾本來訪的甘豐年神父主持彌撒 
Mothers’ Day celebrations in Camperdown centre (top 3) and Lindfield centre (bottom 3), Mass in Lindfield centre was 

celebrated by Fr Kelly Kam visiting Sydney from Melbourne 

中文學校學生參加全澳中文朗誦比賽前在校內努力練習(左)﹐右為兩隊獲得冠軍的隊伍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working hard for the Chinese Eisteddfod (L), right 2 are the 2 teams winning first prize 

復活主日康神父在中區中心為九十多歲婆婆領洗﹐隨後午餐聚會並慶祝馮祥神父生日 
A 90+ year-old was baptised by Fr Khong on Easter Sunday in Camperdown Centre, followed by 

lunch gathering and Fr Andrew Feng birthday cele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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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體聖血節----聖體出遊 
The Procession of Eucharist 

26/6 Sunday 2:30-4:30pm 
St. Patrick’s Church Hill, Wynyard 

出發,到達 St. Mary’s Cathedral 後隨即舉行
明供聖體，約四時半完畢。 

The Procession will start at St. Patrick’s Church 

Hill, Wynyard and finish at St. Mary’s Cathe-

dral with a Solemn Benediction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 Revenue & Expendi-
ture Account for the period 1/7/10 to 31/3/11 

(Exclusive of Chinese School) 
華人天主教會收支表 1/7/10 至 31/3/11  

(中文學校除外) 

Income 收入  

CCC Collection 主日奉獻 20,068 

Lunch Money 午餐收入 7,924 

Other Donations 捐款 125 

Book Sales 售賣書籍 2,047 

Advertising Income 廣告收入 364 

Interest Income 銀行利息 7,581 

Function & Activities 活動收入 11,354 

Bible Camp Fee 家庭營 18,278 

Miscellaneous Income 什項收入 171 

Collection Flood Victims 水災籌款 2,000 

Total Income 總收入 69,912 

Expense 支出  

Advertising 廣告支出 4,981 

Audit fees 核數師 4,500 

Bank Charges 銀行費 5 

Religious Activities 神修活動 200 

Family Camp Expense 家庭營 15,411 

Religious Books 購買書籍 1,243 

Production of CD/VCD CD 製作 89 

Donations 捐款 13,790 

Function Expenses 活動支出 9,804 

Gifts & Prizes 禮品 1635 

Insurance 保險費 2,821 

Lunch 午餐 6,223 

Printing & Stationery 印刷費用 5,804 

Postage 郵費 1,399 

Radio Preaching 電台傳播 2,123 

Retreats Expenses 避靜 200 

Stipend-Priest 神父酬金 5,700 

Stipend-Sister 修女酬金 12,600 

Subscription 刊物訂購 165 

Sundries 什項 1,473 

Telephone 電話費用 24 

Prior Year Adjustment 費整 784 

Total Expenses 總支出 90,940 

Net Profit / (Loss) 盈餘 / (虧損) (21,028) 
This statement is subject to audit 本收支表等候核數師複核 

2011 年度家庭營 
關傑棠神父主持成人組 
日期: 26/12 – 28/12 

地點: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舉行 

泛澳華人天主教信友團體論壇雪梨 2011 
Pan-Australian CCC Forum 2011 

主題:  Formation & Ministry in 
Our Journey with Jesus 

日期: 28/12 星期三 中午 至 
30/12 星期五 中午 

組別: 成人組 及 青年組 
主講嘉賓:教區主教，關傑棠神父,  
 Fr. Gerald Kelly  及其他神父                
地點: 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舉行 

詳情稍後公佈 

愛 在 永 恆 

CCC 製作第三輯電台節目『愛在永恆』在

2CR 播出：逢星期二下午 1:30pm 播出，星期

三晚上 9:45pm 重播。逢第四星期二由青年組

主持。本節目以教友生活故事與分享為主。而

電台組的成員除 CCC 教友外亦包括來自不同

華人團體的教友參與，特別是主題曲及節目內

的歌曲，請大家按時收聽。 

現可以在本會網頁 www.ccc-inc.org.au 下載收聽 

2011 年度(國/粵語)慕道班現招收新生 

無論你已領洗與否或有意領洗與否，歡迎你

一起與我們從天主教信仰的角度去探討人

生，更藉大家的聚、分享、建立真摯的友情，

提升靈性的生命。 

逢星期日   中區中心 上午 10:00am 

  北區中心 上午 11:00am 

聯絡： 0413 726 213     

CCC 製作福傳 CD 

「風中傳愛」,「主來吧！」 

關俊棠神父避靜 - 寬恕是怎麼一回事 

周景勳神父主持 2009 年度家庭營 - 上善若水 

周景勳神父主持 2010 年度家庭營 - 愛的吶喊

和吟詠—聖女大德蘭 

周景勳神父主持 2009, 2010 年避靜  

可在中區中心，北區中心或中文學校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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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s 

中秋節迎月晚會 

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 
4-6 Portia Rd. Toongabbie 

25/9 星期六下午五時至九時 

節目:聚餐，歌唱，燈謎，遊戲，抽獎等 

Dinner, Singing, Riddle, games and lucky draw 

Ticket 餐券 @$5.00 
Please bring a plate of dessert 

請帶同一份甜品一同分享  
可在中區，北區中心或中文學校購買餐券 

2011全澳中文朗誦比賽結果 

Results of National Chinese Eisteddfod 2011 

 團體Group 個人 Individual 

1st冠軍 2nd亞軍 3rd季軍 1st冠軍 2nd亞軍 3rd季軍 

粵語及國語 

Cantonese & Mandarin 
2 2 - - 2 2 

甲年主日讀經  Sunday Readings Year A 
每日聖言 http://www.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Daily reading: http://www.usccb.org/nab/index.htm 

12/06/11 五旬節 Acts 宗 2:1-11 詠 104 1 Cor 格前 12:3-7,12-13 Jn 若 20:19-23 

19/06/11 聖三主日 Ex 出 34:4-6,8-9 詠 2 Cor 格後 13:11-13 Jn 若 3:16-18 

26/06/11 聖體聖血節 Deut 申 8:2-3,14-16  詠 147 1 Cor 格前 10:16-17 In 若 6:51-58 

03/07/11 常年期十四 Zech 匝 9:9-10 詠 145 Rom 羅 8:9,11-13 Mt 瑪 11:25-30 

10/07/11 常年期十五 Isa 依 55:10-11  詠 65 Rom 羅 8:18-23 Mt 瑪 13:1-23 

17/07/11 常年期十六 Wis 智 12:13,16-19 詠 86 Rom 羅 8:26-27 Mt 瑪 13:23-43 

24/07/11 常年期十七 1 Kg 列上 3:5,7-12 詠 119 Rom 羅 8:28-30 Mt 瑪 13:44-52 

31/07/11 常年期十八 Isa 依 55:1-3 詠 145 Rom 羅 8:35,37-39 Mt 瑪 14:13-21 

07/08/11 常年期十九 1 Kg 列上 19:9,11-13 詠 85 Rom 羅 9:1-5 Mt 瑪 14:22-23 

14/08/11 常年期二十 Isa 依 56:1,6-7 詠 67 Rom 羅 11:13-15,29-32 Mt 瑪 15:21-28 

21/08/11 常年期廿一 Isa 依 22:19-23 詠 138 Rom 羅 11:33-36 Mt 瑪 16:13-20 

28/08/11 常年期廿二 Jer 耶 20:7-9 詠 62 Rom 羅 12:1-2 Mt 瑪 16:21-27 

04/09/11 常年期廿三 Ezek 則 33:7-9 詠 95 Rom 羅 13:8-10 Mt 瑪 18:15-20 

11/09/11 常年期廿四 Eccles 德 27:33-28:9 詠 103 Rom 羅 14:7-9 Mt 瑪 18:21-35 

中文學校招收 2011 年度第三學期各級新生(7月24 日開課) 
Northmead High School, 28 Campbell St., Northmead 

PO Box 414 Burwood NSW  1805 
Email: school@ccc-inc.org.au  

時間 

 

粵語 :  星期日 上午班  幼稚園﹐小一至小五    9:00-11:30 am                                  

   小六至中學各年級   9:00-12:00 pm 

            下午班 學前班﹐幼稚園至小五 1:45-4:15 pm 

                           小六至中學各年級 1:45-4:45 pm 

普通話: 星期日 幼稚園﹐小學一年級至中學各年級  

  上午班   9:00-11:30am (新設)  

  下午班   1:45-4:15pm 

報名 

 

星期日：  本校 上午 10:00 am - 下午 2:30 pm 

電話報名: 0432 450 652 黃太 或 瀏覽本會網頁 www.ccc-

inc.org.au 下載報名表  
This project is funded by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本校 由 教育培訓部長撥款支持 及 由教育培訓部管理 

C C
C

神 父 主 日 講 道   

梁達材神父 http://www.frpeterleung.com/blog/ (每

日聖言靜思 ) 

閻德龍神父 http://hk.myblog.yahoo.com/tak-lung 

關傑棠神父 www.ccc-inc.org.au 

徐錦堯神父 http://jesus.cirs.org.hk/audio_mass.asp 

羅國輝神父 http://thomaskflaw.blogspot.com 

每日聖言 http://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

public/liyi/index.htm 

聖道禮儀 http://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

liturday/litdomcorrente.html 

公教報 http://kkp.catholic.org.hk/ 

祈禱經文 http://www.catholicworld.info/

prayerchine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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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mid-year break already coming up in about a month, and exams and 

assessments piling up for all youths, holidays have never looked so appealing!  

For many of the youths, this break will be a refreshing and relaxing time, as we 

find time away from the stress and workloads of school. In addition, these holi-

days may also give some of the youths time to catch up on some bible study. 

For this quarterly issue, we are continuing on the topic of the ‘Year of the Laity’ 

and our roles as Catholics in our society. For those who don’t know already, 

the Laity consist of all those who are faithful but are not part of the clergy i.e. 

priests, bishops etc. That means even Sisters and Brothers are still Lay peo-

ple! 

Although many of us may not have formal positions in the church (e.g. priest), 

we can still help out in many other ways, and we are called to do so as lay 

peopl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is plan for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laity should take its particular character from their 
married or family state or their single or widowed state, from their state of health, and from 
their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activity. They should not cease to develop earnestly the 
qualities and talents bestowed on them in accord with these conditions of life, and they 
should make use of the gifts which they have received from the Holy Spirit.” - Pope Paul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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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lay people in the church, we are called to do more than just believe. In addition to 
taking up community based activities, we are also called to be evangelists, and spread 
the good news. The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confirms our role to evangelise, 
as mentioned; 
 
“Hence the laity, dedicated as they are to Christ and anointed by the Holy Spirit, are 
marvellously called and prepared so that even richer fruits of the Spirit maybe produced 
in them.”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no. 901 
 
But how exactly do we follow this call to evangelise? Does it mean we have to tell eve-
ryone we know about Catholicism and the Church?  
 
Not necessarily. Often times evangelisation is less about telling, and more about show-
ing. We can’t call others to become more forgiving and kind if we are known to hold 
grudges, and likewise, we can’t tell others to become Catholics without being good/
proper Catholics ourselves. We must make sure that we always act as Catholics 
(always helpful, kind etc) in order to allow others to see our dedication to God, and 
through this show others what it truly means to be a Catholic. 

In the Year of the Laity, it is important time for us to reflect on our vocations and the roles we play within our 
community. As young Catholics, most of us are still part of the lay congregation and are contemplating about 
our future callings, whether it be into religious life, priesthood, single life, married life etc. So while most of us 
are still tossing up our options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to fulfil our roles as part of the Laity. 
 
The La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ithout a Laity there can be no church. Similarly if there 
are no Consecrated life, there can be no church. As a result, both are just as important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to thrive. While both Laity and Consecrated strive to spread the divine message of Go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he Laity have a special role to undertake. 
 
“…it belongs to the laity to seek the kingdom of God by engaging in temporal affairs and directing them ac-
cording to God's will…” -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no. 898 
 
So if we are called to spread the divine message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do we have to travel everywhere to 
spread the news? The answer is no. As Pope Paul VI, in his decree on the Apostolate of the Laity wrote: 
“This plan for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laity should take its particular character from their married or family state 
or their single or widowed state, from their state of health, and from their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activity.” It is 
important that whatever we do, where ever we are, our actions reflect those that are “according to God’s will” 
   

  ‘The Year of La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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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est Children of God, 

 It seems such a long time ago when I started writing and 

designing Childrens’ Corner and in these 3 years, I have grown 

in my understanding about why we live the way we live and how 

we can live better lives– the ways that God wants us to live.  

 I hope that you will also continue to shine your light in the 

life journey with God :D    

      Love always,  Harmonie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 John 14, 6 

Draw one arrow of any direction in each of the hopscotch 
boxes below. 

S
T

A
R

T
 

All of these  
arrows say that we 
are moving some-
where– perhaps 
leading us closer 

to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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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we might feel sad or angry because of something that has happened.  
 

A question to think about: When I feel lonely because I have lost my way, what do I think about 
the most? 
 

 Is it– Brothers? Sisters? 
    Mum? Dad? 
    Pets? Friends? 
    God? 
 

At other times, it is easy to forget to show and share our love with those that God 
put right in front of us– our family. However, God’s forgiveness and kindness helps us 
to retrace our steps and create better and happier times with them and start anew. 

Use the phrases in the ‘Journeying Onwards’ box fill in the clouds 
along the rainbow that show Jesus’ journey through Holy Week. 

Journeying Onwards Jesus celebrates the last supper 
with His Disciples before His death. 

Jesus enters triumphantly into  
Jerusalem riding a donkey on palm 
leaves laid out for His arrival. 

Jesus dies on the 
cross after being 
arrested and put 
on trial. 

Jesus resurrects from the dead. 

Jesus’ body is laid to rest in His 
tomb and spices and ointments 
were prepared by the women there. 

Although Holy Week has passed,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so that 

we have the best possible opportunity to be with God and have...  

...Regardless of the answer, 
looking to God for advice will 
help us to think clearly and  

get safely to the other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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