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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理；愛德即是在真理中「長進」，讓我們
積極回應教宗的勸籲，這也是當今教宗本
篤十六世在位期間，最後一次的四旬期訓
示了。2013 年 2 月 28 日，教宗便正式請辭
離任，求主護佑他安享晚年，相信天主自
會派遣另一位善牧，領導和照顧祂的教
會，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耶 穌說：「你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樸如
同鴿子。」 (瑪 10:16)

2013

年農曆歲次癸巳，按中國傳統十二
生肖屬蛇。我們都是天父的子女，真正屬
神肖似基督，但生活在俗世這個充斥著歪
風和動蕩的社會，實在要有如蛇般的機警
觸覺，敏捷靈巧，常具危機感，以辨別唯
一真理之所在，就是耶穌基督，但也要有
純樸之心愛主愛人。

願全能天主父的慈愛，在這新的一年，
永遠與我們同在。雖然人生並非天天順
境，俗語也有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但只要記著：「你們什麼也不要掛慮，只
在一切事上，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謝之
心，向天主呈上你們的請求」。 (斐 4:6-7)

今年是教會所定的信德年，教宗本篤十
六世在四旬期文告中指出：信德與愛德不
能分割。信德就是認識真理，並持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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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頭驚鬼 船尾慌賊

綠衣獅

遊、佳餚、美酒…好不熱鬧。興奮過後，
這位同窗繼續說：好好去享受一下天主的
愛和聖言。這位同窗在癌病同學離世前數
月，不時替他講述天國的喜訊，最後令他
受洗接受了耶穌基督，內心平安地返天
家。不禁想起瑪竇福音二十章那僱工的比
喻，最遲受僱的和最早受僱的得到同一樣
的工資，那麼豈不是臨終受洗便可以，少
了很多「束縛」﹖但再想想，浪子回頭故
事裏的父親對深深不忿的長子說：『孩
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
你的。』(路15:31)

好 天 怕 山 火，落 雨 驚 水 浸 ； 出 街 怕 車
死，在家驚塌樓；冇錢驚餓死，有錢怕剽
參，還要怕銀紙假…。俗語說得好：船頭
驚鬼，船尾慌賊…，船中間怕曱甴。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太陽依舊
升起，五億年不變。或許是資訊太發達加
上媒體的渲染，不少人相信這天是瑪雅曆
法計算出來的世界末日，天天在憂心忡
忡，或上山避海嘯，或落地躲山崩，甚至
來幾個跳樓自殺；一些人則放縱自己，盡
情吃喝玩樂，先使未來錢，死不去，結果
欠下一身債。很可惜，他們因為對天主沒
有認識或信心，而把自己美好的世界變成
了末日。

啊，原來一早相信天主是大有「著數」
的，因為「天主領路在前方，只管跟隨不
驚慌。」(錄自香港教區刊物）如此我們生
活裏便無需怕船頭的鬼，船尾的賊，或船
中間的曱甴了。

最近一位年紀不太老的老同學因癌病去
世，眾舊相好頓時掀起一片恐慌。這個說
要吃什麼，那個說要喝什麼，稍有一些
「風吹草動」，便立即到醫院驗身，大家
誠惶誠恐，不知怎樣才好。倒有一位同窗
說得好，反正我們的生命都過了大半，什
麼時候「埋單」也沒有所謂，何不在這尚
餘的歲月裏，好好去享受一下…；話還未
說完，眾人立即興高采烈地大談郵輪、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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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

多羅德

今年有機會回香港與家人同賀新春，一

近日與朋友拜年兼聚舊，他們中不少已

大樂事，感謝主！豈知除夕之際收到一個
「溫馨又急切」的電郵，原來「交卷」期
限已到，題目是與「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有關，於是立即憂慮起來。首先是我沒有
中文電腦打字，怎辦？想起找朋友，不過
農曆新年，大家忙於應節，最後還是硬著
頭皮，大年初一除了向人拜年外，便提出
唐突的請求，幸而朋友肯出手相助，為我
開工，感謝主！近憂解決了，又有顧慮
來，寫甚麼好呢？

榮升祖父母級，其中一位較年輕的語帶羡
慕說：你們就好啦，仔女大了，不似我要
擔 心 他 們 讀 書 的 問 題 …… 我 們 異 口 同 聲
說：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呀！的確，
他們中有為待產女兒找陪月煩惱、為安排
入住醫院傷神、甚至為孫兒將來會否要搶
購奶粉而擔心、更有托人為小朋友找名
校……正是你一言我一語之際，另一位發
言：你們為小孩的事如此憂慮？﹗我們就為
媳婦多年未有受孕擔心啦！有什麼好醫生
或良方？那位獨身的朋友，沒有兒女牽
掛，她郤憂慮年老時怎辦？﹗說着說着又輪
到我身上：只有你倆老在澳洲，沒有子女
在身邊，會否考慮回流？﹗廿年前全家四口
移民到完全陌生的悉尼，不知是心口掛個
勇字，抑或是信德與信心爆棚，如今想到
去留這個問題，一時間我有點猶豫，也不
懂回應。我很喜歡香港教區那張英文書簽 “We don’t need to know where we’re going if
we know God is leading”，但我認為自己不應
只是know而應該是trust，我相信時候來到，
天主自有指示。天主要你往東行，你就不
應往西去。舊約時代約納先知初時不聽天
主命令，天主就用大魚送他去指定的地
方。其實現在我們每個人都一樣，天主會
安排你去那裏住那裏，縱使兒孫滿堂，或
許有一天你也會入住老人院，只是天主不
再用魚，而改用汽車或飛機吧！新年新希
望，期待天主賜我信德，好好活好及享受
每一天！亞肋路亞！

香 港是個華人社會，非常重視農曆新
年，新年新希望，理所當然，但佷多人希
望從「高人」口中得到指引，風水堪輿之
書一早充斥書攤，就算我不會買更不會
看，新年期間，一開電視，就見某大師頻
頻出鏡，指點迷津。我的一位朋友，就無
端「中毒」。她本是教徒，就因一次看到
電 視 台 播 映 的 片 段 ， 指 出 屬 …… 今 年 好
運，屬……今年犯太歲，會招致……，於是
為自己的健康，為丈夫、為子女的學業、
愛情、事業擔心起來。其實以她的生活狀
況，真羡煞不少朋友啊！奈何她說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或許自己年紀愈大，缺乏安
全感的意識日強，抑或是「信德倒退」，
往往在日常生活中，凡事憂慮、凡事恐
懼、凡事失望，所以也影響到與家人的關
係。其實我也年紀漸長，時不予我，很多
人與事都不能如年輕時容易為自己控制、
估計或掌握，我也明白她的感受，但也只
有學習接受現實，好好享受目前所擁有
的，況且我們是教徒，屬神肖基督，要記
得耶穌說過：「看，我和你們天天在一
起，直到今世的終結。」 (瑪 28:20) 今年是
信德年，我送她一張香港教區設計的書
簽：「天主領路在前方，只管跟隨不驚
慌」。我提議她無論遇上遠慮或近憂，就
慢慢用心唸遍天主經，這是耶穌親自教導
的祈禱，有天主作我們的父親，有祂「照
住」，我們的誘惑和凶惡，祂全知曉呀！我
很高興見到她的點頭反應，不過人也要與
天主合作，敞開心扉，多作祈禱，才可讓
天主的愛充滿自己的心，消除近憂遠慮。

人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遠慮近憂在所
難免，但要記得耶穌說：「你們不要為明
天憂慮，因為明天有明天憂慮：一天的苦
足夠一天受的了。」(瑪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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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救恩

瑪加利大

閒坐家中翻閱《耶穌醫生》冊子，它印

古語有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有不少古今中外實例証明耶穌既是全能
的，又有慈悲憫人之心，祂曾治癒不少病
患者，不過並非全部應驗，因有時病人跟
太多人談論過多關於自己的病情。其實當
他們穩定病情後，最好少想疾病，多想耶
穌—祂是偉大的醫生。心中充滿信德，疾
病定會痊癒，就算不幸死亡，也可減輕痛
楚。

加上現今世界不大太平，常發生天災、人
禍。那突然而來的事故，會令你措手不及
且擔心。其實天主給我們預備的一切都是
好的，但我們慾望太多，小小的事也會將
我們的心束縛著，須知憂能傷人，樂才可
忘憂。何必多掛慮呢！正如古詩云：「春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
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故我們應
常喜樂地面對一切有關「生，老，病，
死」等人生必經歷程，能笑看人生，活在
當下才是超凡的人。聖保祿宗徒曾說：
「你們在主內應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
應當喜樂！你們的寬仁應當叫人知道：主
快來了。你們什麼也不要掛慮，只在一切
事上，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謝之心，向
天主呈上你們的請求，這樣，天主那超乎
各種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穌內固守
你們的心思念慮。」（斐4:4-7）在主內恆
常喜樂，不單能使我們與主結合，更能使
我們充滿生命力，笑口常開，懷著感恩之
心，向主祈禱，望主賜與力量和平安，使
心中的掛慮得到解決，輕快地繼續步向人
生旅程。「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
不在黑喑中行走，必有生命旳光。」（若
8:12）雖然世事常變幻，何必過慮呢？不管
將來變得如何，只要我們心中能把持生命
的根源—信仰中的主，祂定會在我們各種
困難險阻中眷顧及陪伴我們，讓我們在信
仰生命中活得更美滿，常懷感恩之心去接
納我們生活中所發生順或逆的考驗。我們
一起歌頌主！讚美主﹗感謝主吧﹗

教友們間中集合一起，求主治病。各人
把右手放在鄰座的左肩上，即時會感覺到
一股暖流在他們的右手和左肩上…，甚至
在他們心中…，一班人一起祈禱所得的冶
癒力量強，往往比只有兩個人祈禱所得的
力量強。因右手便是耶穌的手，有了主的
相助，怎不生效呢！

其次可多唸玫瑰經祈求聖母幫助。從聖
經中得知天主賦給了她一個特殊使命，揀
選她為人類的母親。基督在十字架上慷慨
地將自己的母親交給我們說：「看，你的
母親！」（若19:27) 說明聖母在生活中將救
主天主的慈善及天主愛人之情顯示給我
們。因聖母是純樸、謙遜、慈善、仁愛、
喜樂、平安、忍耐、良善、忠信和溫柔
的，可美化我們超性生命助我們實現所
求。

每當我們遇上困難或生病時，作為一個
誠心事奉主的教友來說，靈修修養的主要
基礎就是—祈禱。因祈禱可使人集中心
意，修身養性，增強內心的醒覺性，且可
帶領人進入清靜的心境裏，鬆馳人的神經
和緊張。尤其當我們面對病患時，那有限
和軟弱的人性使我們不敢面對將來的病變
情況，更害怕死亡。恐懼感往往在一個人
心靈矛盾和缺乏安全的時候，籠罩了人的
思想，怎會有內心的平安呢！復活的基督
顯現時曾說：「願你們平安！」…「是
我，不要怕！」這是一份愛的表達，給憂
傷的心靈注射一支平安的強心針，也振奮
了缺乏信德教友的信心！

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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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家 庭 營 扎 記

今年在家庭營的幾天，天氣真好，不太

糊塗人

「二 人時間」是重要的。它是一個不受
雜務干擾，只有兩人互傾心事的時光。這
不單只是對夫妻而言，它亦適用於父母與
子女。

涼也不太熱。重臨 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
校校舍，看著古樸小教堂，遠處襯托著高
聳的老柏樹，藍天白雲，景緻真的令人心
境恬逸，而更美的是看到來自不同堂區友
好的笑臉和小孩的蹦跳。

除了有愛的語言外，我們還需要有行動
來配合。因此家庭成員要彼此支持，共同
分担責任。

主講者陳永超神父因為在二十六日早上
才由香港抵步，大會讓他先休息一會，才
正式進行該兩天緊凑的環節，所以給大家
先來一個頭盤 —《冲天奇兵》電影欣賞。

時間，讓聖神連結每人的心，並教成員在
信仰中日漸成長。

不要小看這是套卡通片。它輕鬆有趣地

第二天晚飯後有一個環節，超神父派給

帶出這個家庭營的主題—家，何以是家？
其間觀眾不時爆出笑聲。

每個人一張紙。上面寫有七十五個形容
詞，例如：「有鼓舞力的，英俊的，能接
納人的……」，我們每人要從中選出我們
最欣賞我們伴侶的十項。台下即時有聲音
這樣反應說：「點揀呀？好難喎…可唔可
以 唔 揀 呀 …… 」 ， 即 時 那 位 朋 友 頭 吃 菱
角！每人找出自己最欣賞伴侶的十大優點
後，便向對方表達你欣賞他/她的地方和原
因。我很享受這個「遊戲」，因為有資料
指引，我能有系統及細緻地細味我欣賞丈
夫的地方，才知道原來我欣賞他的方面有
那麼多。怪不得那位仁兄剛才有如此反
應；從中只可選十點真的不容易。跟著是
主動的向他道出我喜歡他的地方和例子，
這些讚美的說話，充滿正能量，聽者講者
心裏都甜思思。總結時，超神父說他當時
很感動，眼睛都濕了。因為他看到很溫馨
的場面 — 一方在耳邊細訴，另一方帶著甜
蜜滿意的微笑，不絕點頭表示同意。

此外，公教家庭要有一家人一起祈禱的

享受完電影時，門口站著一個年青人，
個子高大，蓄一頭短髮。如果他穿上裟，
儼如一個少林武僧，我想他就是陳永超神
父吧。年青人介紹自己，說喜歡我們稱他
為超神父。(筆者按：叫超神父時，要每字
發 音 長 短 一 致 ， 切 勿 “ 長 ———— 短 —
短—”！）。

今年的主題是「家‧長‧營」。意謂家
庭就是一個容許每個成員成長的地方。家
庭成員的關係包括夫妻，父母與子女，兄
弟姊妹。

如何維持一個健康快樂的家？超神父提
出以下法門：
1.
2.
3.
4.
5.
6.

聆聽
溝通
送小禮物
服務
需要只有兩人相處的時候，和
需要有一家人一起祈禱的時間。

開心的家長才可長出身心健康的孩子。
這是我們的天父願意見到的。讓我們努
力，實踐超神父給我們的方法，建立一個
健康完美的家。

如何能夠做個好的聆聽者？首先自己要
有這個意願，要培養自省的能力，行為要
有意識。超神父的精句是：『放低自動
波，唔好估咁多』。

溝通是要主動的。我們不要吝嗇用言語
對家人表達愛意和讚美。愛的語言—感
謝、讚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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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的 這 顆 珍 珠

Maria Lee

中所指的「完美的」珍珠，絕對是難能可貴
的，用來比喻貴重而圓滿的天國，不無道
理。

2012年11月，CCC舉行了成立三十週年的
感恩聖祭和慶祝晚宴。當天彌撒感恩祭所舉
行的地點，正是 CCC在三十年前成立當天、
舉行首台彌撒聖祭的所在地：聖瑪利座堂的
地下小聖堂。當天，我是第一次踏進這間長
長的簡樸小堂，燈光幽暗，結合雅緻的棟樑
和天花，悠悠地散發出莊重的氛圍。我不知
道這和三十年前的光景有沒有太大的差別。
不過，眼看著左右兩排的座凳，被喜氣洋洋
的、見面時或微笑點頭、或揮手招呼、或起
來擁抱、或握手輕聲問好的教友漸漸地填得
滿滿，年青的教友自動讓座給遲來的教友：
這一幕一幕的情景，使我感受到CCC在過去
的三十年，把仁慈的天父從不同的角落裏領
來悉尼的一群一群陌生人聚攏起來，給與他
們一個培育信仰的團體，給與他們移居異國
而重新發展友情的天地，給與他們的年幼子
女健康成長的安全環境。看在眼裏，情動心
底，我能不由衷地讚美天父的偉大嗎？我能
不感恩於天父把許許多多家庭放置在祂周全
的計劃之內嗎？而 CCC 就是天父實踐這項慈
愛計劃的其中一個活工具。在我加入CCC的
二十年間，無論在人事上發生什麼風雨飄
搖，一直讓我屹立不動的是我對天父的信賴
和感恩之情，感謝祂藉著CCC這個團體，使
我的一家縱然身處澳洲卻仍然擁有文化的歸
屬感，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在信仰上不斷
深化，在友誼上不斷開花！

CCC是以耶穌為元首的教會的一分子，和
基督結合的三十年當中，難免要經歷各種起
伏考驗與磨煉，自然也免不了傷損。或許亦
正是因為考驗和隨磨煉而來的傷損，CCC才
可以如同蚌一樣，有機會結出圓滿的珍珠。
然而藏在不起眼的蚌殼裏面，誰知道它有著
什麼樣的可能性？看看耶穌在世三十三年的
生活當中，接受的考驗絕不為少，尤其是在
最後的歲月，身心傷痕累累，直至交付了靈
魂，而帶來人間最光輝永恒的救贖。我想，
如果CCC甘願學習耶穌一心活在天主的旨意
內，謙卑地走師傅耶穌所指示的每一步路，
CCC就有著一切的可能性，因為耶穌說過：
「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卻不然，因為在天
主，一切都是可能的！」（谷10:27）CCC，
努力！加油！

在 考驗和磨煉中，CCC在三十年的漫長
歲月裏，曾邀請各地的神父為教友主持了多
不勝數的感恩聖祭、退省、講座、家庭營等
靈修活動；曾向為數不少的慕道者講論了耶
穌所教導的天國福音；曾為許多初生嬰兒和
成年的候洗者施行了洗禮；曾見證了無數對
青年教友的婚配聖事；曾替許多長者和病者
施行傅油聖事；也曾為許多懷著天國希望而
離世的兄弟姐妹舉行惜別的亡者追思彌撒；
亦曾以形形式式的交誼活動增進教友間的感
情。還有，中文學校、高齡之家和醫院探訪
等等服務。在我眼中，在這被天父祝福的三
十年來，CCC不僅是伴隨在天父身旁的僕
人、亦是與眾兄弟姐妹一同喜樂、一同哀
慟、一同成長、握手扶持共踏人生路的夥
伴，這絕非一蹴即就的成果，而是用年月積
累而來的不平凡的果實，就像蚌經歷了歲月
的洗禮才結出圓滿的珍珠一般。

CCC慶祝成立三十週年，真巧，我和丈夫
也在同一年慶祝了號稱為「珍珠婚」的三十
週年結婚紀念。耶穌談論天國的時候，亦曾
經用珍珠作過比喻。他說：「天國好像尋找
完美珍珠的商人，他一找到一顆寶貴的珍
珠，就去，賣掉他所有的一切，買了它。」
（瑪13:45-46）查閱過相關的資料，一些海
洋軟體貝殼類動物如蚌之類，為了減低侵入
身體的外物所帶來的刺激和為了修補損傷，
上皮細胞會自然地分泌碳酸鈣，和貝殼硬蛋
白粘合一起，成為「真珠質」，覆蓋在入侵
的外物和傷口的上面。經歷三年以至十年的
時間，天然的珍珠就如此形成。歲月越長，
珍珠就越大顆；可是，時間越長，珍珠的外
形也往往會變得不圓滿。所以，既圓滿又大
顆的天然珍珠實在十分罕有。因此，耶穌口

完 美的珍珠沒有黃金的金碧輝煌，也沒
有鑽石的耀眼閃爍，卻靜靜地散發著高貴的
氣質。祝願CCC結出的是耶穌口中的完美的
珍珠，不斷散發非凡的優雅魅力，吸引更多
人通過CCC這團體的表樣，而帶領人仰慕、
尋找和渴望天國的福樂！亞肋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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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雖多
身體卻是一個

Fred Luk

有 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喜歡自立門

有趣的是，當問及年青人他們是屬於那

戶，分黨分派，壁壘分明。但原來在這沙
塵滾滾的背後，有不少人正在「玩泥
沙」，努力維繫著各沙堆，希望打破隔
膜，團結四方。

近期在雪梨多個華人天主教團體舉辦的

個團體時，他們都好像不大清楚，也不太
理會，大家只是懷著同一目的聚在一起。
他們利用最新科技，什麼「飛卜」、「醫
貓」、「屈鴨」…，瞬間把消息通知其他
朋友，打破了團體和地域的界限。

一連串跨團體活動，正好印證這點。先是
去年十一月華人天主教會 CCC 慶祝成立三
十周年的各項活動，便得到來自不同教會
團體，逾四百位教友及神職人員的支持和
參與。晚宴中邀請得不同團體表演及致
詞，澳洲天主教華人團體（亞洲中心）已
故的張天樂神父，更以九十多歲高齡，拖
著疲弱的身軀，參與全部慶典，在晚宴上
還興緻勃勃地站立台上致送賀詞。天主是
愛，表露無遺。

外皆有，像基督新教與天主教的分裂，由
來已久。可喜的是，不少這些「肢體」，
已明白大家是屬於同一「身體」，一些天
主教堂區已定期與多個基督新教會溝通、
合作、一同出席對方的聚會。去年的敬拜
讚美夜 Unite，一位年青嘉賓更講述他如何
徒步走過半個地球，途經二十多個國家，
為的是給不同的基督教派，傳遞普世基督
教會合一的訊息。

元旦伊始，便有由京士高花地瑪聖母堂

如果我們還是在左手打右手，就讓我們

分黨分派，也不是華人的專美，古今中

華人組主辦，慶祝梁加恩神父晉鐸六十周
年的各項慶典。同樣地，數百位來自東西
南北各團體的教友均踴躍參加。晚宴中各
團體的精彩表演，特別是那笑中有淚、來
自不同團體教友演出的「小梁日記」話
劇，充份表現出團體間的合作。

重溫常年期第三主日的讀經﹕
『就如身體只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
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
督也是這樣。因為我們眾人，不論是猶太
人，或是希臘人，或是為奴的，或是自主
的，都因一個聖神受了洗，成為一個身
體；又都為一個聖神所滋潤。…

每 年十二月華人天主教會舉辦的家庭
營，都有約二百位來自不同教會團體的教
友參加。三日兩夜的朝夕相對，是家長及
青少年互相認識、了解和聚舊的好時機。

但現在天主卻按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一
一都安排在身體上。如果全都是一個肢
體，那裡還算身體呢？但現在肢體雖多，
身體卻是一個。眼不能對手說：「我不需
要你；」同樣，頭也不能對腳說：「我不
需要你們。」

家庭營這一年一次牛郎織女式的大型聚
會對年青人來說或許不夠。約十年前，
CCC 青年組開始在每年冬季舉辦一個充滿
活力、有動也有靜的敬拜讚美夜（Praise and
Worship Night），多年來不斷邀請其他團體
的青少年參加，數年前更把這活動命名為
Unite（意即聯繫），正好反映出這活動的
目的及年青人的用心。

不但如此，而且那些似乎是身體上比較
軟弱的肢體，卻更為重要；… 天主這樣安
排了身體，對那欠缺的，給予加倍的尊
重，使身體不會發生分裂，反使各肢體彼
此互相關照。若是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
體都一同受苦；若是一個肢體受尊榮，所
有肢體都一同歡樂。

禮尚往來，今年一月亞洲中心青年組舉
辦的 FLY camp 避靜，也邀請了其他團體的
青年參加。數十名來自不同團體的年青
人，歡天喜地聚在一起分享聖言及生活。

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
…』（格前 1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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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校
文學

這些年 我們在
中文學校的日子
經能夠自己獨立地寫出一篇比較「像樣」的文
章了。我非常感謝這些年來所有教過我的老
師，沒有他們的教誨，就沒有我今天的進步。

這 十多年來，我每個星期天早上，都風雨
不改地堅持到中文學校學習，現在都已經成為
了習慣。雖然，每天上課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三
小時，但十多年來的堅持，到現在，我發現自
己已經學到了很多的中文知識和人生的道理。
可以說，中文學校對我可以說，就像是一個人
生的「大課堂」。

在 中文學校裏我認識了無數的朋友，令我

我 還記得剛上中文學校的時候，一點中文
都不懂。但在老師的耐心教導下，我自己從一
些 最 簡 單 的 中 文 字 學 起 ， 例 如 ： 「人」、
「手」、「口」等，先「聽」後「說」，再到「認
讀」和「瞭解」字的意思，慢慢地掌握了學習
中文的一些學習方法。

在中文學校的日子裏面更開心和有趣。通過這
些年的學習，我對中文學習的興趣越來越濃。
因為，我發現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我有了許
許多多「意外」的收穫。不僅僅是學會了聽說
讀寫，更多的是透過學習，瞭解了更多的中國
文化和傳統，以及人生觀和道德觀。

這 種對中文的認識和熱愛，讓我即使是在
中學會考的緊張時期，也沒有放棄回中文學校
上課。

到 中年級開始學習寫作，是學中文的最大

進入大學學習的一年多來，由於我還一直堅

「難關」。寫作需要用每一個字把心裡所想的
「說話」表達得具體、完整和吸引讀者。對學
中文的孩子來說，第一次的作文往往是一個很
大的「挑戰」。

持上中文學校學習，令我的中文語言能力有了
更明顯的進步。我對自己說，我還要不斷努力學
好中文。因為，我熱愛中文，希望將來有更多的
機會，讓我所學到的中文「大派用場」。

很 幸運的是，我的第一次作文，不但完成

縱 觀當今的世界，隨著美國的強大不再和

了，而且，還得到了老師的讚許，這大大地增
強了我寫作的信心。雖然，我現在寫作時有些
不會的字還需要查閱中英文字典，但是，我已

中國的崛起，我相信，我學到的中文一定會
「學以致用」的。
洪嘉兒

那一年，個子小小的我背著大大的書包，又

當我們的班升到C3/4時，已經是人數最多的

興奮、又緊張地跟著媽媽去學校。從那天起到現
在，我在中文學校已經學了12年的中文了。我們
當年這些「小」朋友也慢慢變成了「大」朋友。

正記得我在中文學校的第一天，當時，我的
腦海裏面真的就像白紙一樣空白：只是知道要
到哥哥讀書的學校裏學習中文，呆呆地被媽媽
帶到操場上集合。我們這班小朋友就像「小鴨」
一樣排著隊。隊伍當中有些人在哭、有些人在
笑，而有些人就像我一樣「傻傻」地呆著。

這一天，我們的第一位中文老師在課堂

一個班級。最難忘的是我們班裏有「四大天
王」。這「四大天王」可不是香港的著名歌
星，而是班裏面四位專會搗亂的四個男同學。
他們活潑好動的性格和行為雖然帶給我們很多
的「笑聲」，但卻給上課的老師帶來了很多的
「麻煩」。

現 在，我們這班每年都在一起學習中文的
同學也不經不覺地「創造」了很多美好的回
憶。而每個星期天到中文學校上學，也成為了
我們大家一項非常愉快的活動。

雖然，這期間經歷了很多的轉變，例如學校

上、一筆一劃地開始教我們寫字。可是，當時
我的腦海裏面還是一片空白，什麼字都記不
住。小息時，我拿著媽媽為我準備的餅乾在操
場上跟著哥哥，寸步不敢離開。這一天對我來
說一直都非常難忘，因為，這是我在中文學校
學習中文的開始。

的搬遷、同學的流動以及學習難度的增加，但我
們仍然在中文學校學得很開心。我們都為自己
能在中文學校這個「大家庭」裏學習到自己民族
的語言和文化而高興：我愛你，中文學校。
余祉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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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When we get on a bus we trust the driver
will safely take us to the destination. When we
go to the doctor we trust he/she will use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give us the best
treatment. However, can we trust a God whom
we cannot see to lead us?
A few weeks ago I lost my wallet in a quiet
corner outside a restaurant. My friend who
drove me back to the spot told me to pray but
during the time of panic, I didn't have the mindset to put complete trust in God. It is quite com-

mon for people to lose sight of God in times of
trouble, even though their faith is there. Peter is
a good example, he lost faith in Jesus and sank
when he faced a storm over the water. This is
human weakness in manifest.
Faith needs time and practice to strengthen.
We need to live a life in prayer and find time to
listen to what God is telling us. Faith cannot be
learned from a course, nor from doing good
deeds, it builds upon 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from the heart.

An Awesome Memory
In My Life Time …

Maree

I was so....... happy to be part of my good

He has taught me a lot of things in life and

friend Fr. Leung's 60th Anniversary ordination!
It was such a well organized event, both the
Mass and dinner. I was very touched by this
because I cannot believe so many different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ies can come together as “ONE HAPPY FAMILY”.
My good friend, Fr. Leung is one of the best
of the best priest I have ever met in my life. He
is funny, smart and willing to help.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that I would never forget
is he was a "smoker".........but now he is a
“good” man.

in the spiritual areas. I am so honoured to be his
friend and I wish him all the best and good
health in the future. May God bless Fr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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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The celebration of Fr Leung’s diamond
jubilee of ordination was organized by Kingsgrove Our Lady of Fatima Chinese Outreach
Group, with the Mass coordinated by CCC.
Over 400 people from the various Chinese
Catholic groups in Sydney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Bible Camp 2012
As a youth attending Bible camp for the first
time, I must say that it was definitely something
I shall remember. Each year, my friends would
ask me to join them, but I was always unable to
do so. Finally I was able to see for myself what
was so great about this camp everyone spoke of.

From

the 26th of December until the 29th,
some youths from the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gathered together at St Paul’s International College in Moss Vale for a four day
camp. After some ice-breaker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a praise and worship session
where we learnt some new songs, we were
separated off into our respective groups. This
year’s theme was Born Identity and we were
split into different professions in today’s society including: doctors, politicians, journalists,
artists and authors, economists, social activists
and scientists.

We

then painted our group’s flag to best
represent the group we were sorted into. Then,
we painted our hands and made a big group
banner with all the youths’ handprints, or in
some people’s cases, footprints and even some
of people’s faces! What a sight that was, seeing
people’s body parts covered in paint and then
cleaning up with cold water before lunch - as if
it wasn’t cold enough as it was.

After a delicious lunch of fish and chips, we
settled into something more serious and started
off with Fr. Gerard’s session as he introduced
us to document “Gaudium et Spes”- which in
English translates to joy and hope. In the document, it explores the teaching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relation to humanity’s relationship to
society. This document was the basis of the rest
of the Bible camp sessions lead by our youth
leaders.
Across

the first three days, we explored
what it meant to be human and the reality of sin,
being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moral consciousness, excellence of freedom and the
community of mankind and interdependence.
To summarise quickly with some of the phrases
we used in the sessions, we learnt that we are

Michelle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and are the peak of
creation. Our body is a gift from God and we
should respect our body and protect it from sin.
We have a voice within us - conscience - that
tells us to do good and not bad. Our conscience
becomes clearer as we listen to it more, but will
become more unclear through habitual sin. As
Catholics and Christians, we should join together to search for solutions for the problems
in today’s society that may not be easy to understand. We were made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is helps provide for our mental,
emotional, spiritual and physical needs. Socialisation also helps to develop our gifts and
talents which can be used to improve our society in such a way that it continues to respect and
support the dignity of the human being.

We were very lucky that on the first afternoon we had some sunshine, and though it was
very hot, everyone enjoyed the Amazing Race.
Running around, solving puzzles, singing and
overall having a wonderful and very fun time.
Working as a team, made everyone and every
team a winner!
We were all fortunate to have so many
priests with us and were able to celebrate Mass
every day whilst at camp; to be able to celebrate
Mass and receive the Holy Eucharist as a family
with both the adults and youths.
To end our first night, we all gathered
around to say compline - night prayer - and not
only did we say our prayers in a group but we
also learnt some ecclesiastical Latin as we sang
Salve, Regina (Hail, Holy Queen).
Each day, after breakfast, before we started
on the sessions for the day, we all engaged in a
praise and worship session. As it is often quoted
from St. Augustine, I too shall quote, “he who
sings prays twice”. And what a better way to
start learning more about God, than to open our
hearts and minds and prayer.

For the youths who were unable to attend
Bible camp this year missed out on an amazing
guest speaker: Andrew Wood. He led many in(continued on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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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e Camp 2012
(continued from p.10)

depth sessions on reason and its limitations,
divine revelation and the mystery of death. We
all left with much more knowledge than we
came.

Fr.

Gerard was also invited to lead some
sessions for us, as well as sitting in on our other
sessions and helping answer some difficult
questions. He talked to us about the Church
councils - which is the assembly of bishops
gathered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faith and
practice in the church -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in Church history. Fr. Gerard also
talked to us about the dignity of the human
person. We alone are not capable of overcoming all potential of evil, but rather we need God,
our creator. God entered into a covenant with
us, and gave us things to work towards, things
we are capable of achieving, so that we can
grow to be more like Him.

After Mass on the second day, we all took a
group photo at fountain. Then it was time for
the much anticipated game show. In previous
years, it was always an adults-verses-youths
event but this year it was a battle between the
ladies and the gentlemen. After many rounds,
including IQ questions, as well as physical
challenges that included the use of balloons,
spoons and ping pong balls, the game was over.
This year, the gentlemen won the title, but
please kindly remember that though you may
have won, you also have no bottoms. (For those
who were not there, please ask a friend who
attended to explain.)

After such an exciting event, we all enjoyed
a much deserved dinner. After dinner, the
youths prepared for confession and had a reflection session. During this session, prayers
were said and hymns were sung, as we all
gathered in a circle around a large cross. We
were all invited to light a candle and say our
prayers in the centre. For me, as we sung and
reflected and prayed, it was a truly emotional
moment and I hope that this will become a tradition at camp in future years.

had a chance to receive the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 which I think most, if not all, of us
received. I’d like to thank all the priests who
stayed up until past two o’clock to listen to our
confessions!

The third day, was again filled with praise
and worship and more sessions. In the afternoon, it was sad to bid farewell to around half of
our friends who were not staying for the final
optional day. That night, after compline, we
were told that we had no curfew and we stayed
up playing a large scale game of Sardines in the
St. Joseph dorms. We all enjoyed this immensely but I do believe that it somewhat affected our concentration and alertness the next
day.
On the final day, after praise and worship,
Fr Gerard gave a final session, and talked to us
about atheism and explained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to us. Then was the much anticipated
Q&A session - Stump the Priest, where Fr.
Gerard and Fr. Lito answered questions we had
written and submitted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camp, as well as answering questions that were
raised on the day. Of course, neither priests
were stumped and successfully answered all our
questions -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After a final Youth Mass, lunch and one last
praise and worship session, it was time to clean
up and say goodbye to everyone. We all made
new friends from people of different parishes
but we will have our share of memories and will
keep in contact and definitely see each other
again at the next camp. It may have been my
first time, but it definitely won’t be my last!

We then walked over to the chapel where
adoration was held. During this time, w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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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相
①

②

③

⑤

④

⑥
⑦

⑨

⑧

⑩

CCC 30 週年慶典：①② 聖瑪利主教座堂地穴舉行感恩祭﹐③④ 亞洲中心張天樂神父(已故)出席全部慶典﹐
⑤-⑩ 逾四百人出席慶祝晚宴並由不同團體代表表演
CCC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①② Mass at St Mary’s Cathedral Crypt, ③④ the late Fr Paschal Chang joined all our activities,
⑤-⑩ over 400 people joined the celebration dinner with performance by different communities
⑶

⑴

⑸

⑵

⑷

2012 家庭營: (1)(2)成人組講者陳永超神父﹐也是足球健將 (3)青年組協助分配食物 (4)(5)男與女各顯神通
Family Camp : (1)(2) Fr Joseph Chan, speaker for adult group & a soccer man (3) youths helped in distributing meals
(4)(5) ladies-vs-gentlemen competition

(左至右) 高齡之家﹑北區中心﹑中區中心分別慶祝聖誕
(L to R) Christmas celebrations in CCC Homes, Lindfield centre, and Camperdown centre
- 12 -

Pictorial

(左至右)梁神父晉鐸鑽禧慶典彌撒(Santa Sabina)﹐慶祝晚宴(京士高華人組主辦)﹐北區中心慶祝彌撒
(L to R) Fr Lucas Leung 60th anniversary ordination celebration Mass (Santa Sabina), dinner (organised by Kingsgrove Chinese group),
Mass at Lindfield centre

① ②

⑥

④

③

⑤

⑦

慶祝農曆新年：①②中區中心﹐③④北區中心﹐⑤⑥高齡之家(St Anthony Church)﹐⑦中文學校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 ①② Camperdown, ③④ Lindfield, ⑤⑥ CCC Homes (St Anthony Church), ⑦ Chinese School

(左至右) 就讀中文學校十年的學生及家長﹐北區中心及中區中心已甄選的候洗者
(L to R) Students having studied 10 years in Chinese school & their parents, Rite of Election candidates in Lindfield & Camperdown centres

(左至右) 中區中心及北區中心舉行生日會﹐CCC 青年參加亞洲中心主辦的青年營
(L to R) Birthday parties in Camperdown & Lindfield centres, CCC youths in FLY camp organised by Asiana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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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內拜苦路
中區中心
逢星期日下午 1:15
北區中心
逢星期五 下午 8:00
高齡之家
7/3 星期四 上午 11:30

Station of the Cross in Lent
St. Joseph’s Church
Every Sunday 1:15pm
Holy Family of Nazareth’s Church
Every Friday 8:00pm
CCC Homes
7/3 Thursday 11:30am
中區中心祈禱聚會
Camperdown centre prayer group
14/3 星期四 上午 11:30 14/3 Thursday 11:30am

聖週禮儀時間表

Timetable in Holy Week

主的晚餐 (Santa Sabina College1)
Lord’s Supper (Santa Sabina College1)
朝拜聖體
Adoration to Holy Eucharist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成人組 (Santa Sabina College1)
Adult group (Santa Sabina College1)
Retreat led by Fr Edward Khong
康建璋神父主持避靜
Sequence : Station of the Cross﹐Talk, Reconciliation
次序﹕拜苦路﹐講座﹐修和聖事
(light lunch provided - bread / drinks)
(備有簡單午餐—麵包/飲品)
2
青年組 (Society of St. Paul ) 請 9:45 到達 Youth group (Society of St. Paul2) be there at 9:45
避靜﹐修和聖事﹐拜苦路 - Fr Gerard
Retreat﹐Reconciliation﹐Station of the Cross - Fr
Gerard Kelly (light lunch provided - bread / drinks)
Kelly (備有簡單午餐—麵包/飲品)
1
兒童組 (Santa Sabina College )
Children group (Santa Sabina College1)
Station of the Cross and activities led by Sr. Seeto
司徒修女帶領拜苦路及各項活動
1
成人組
/
兒童組
(Santa
Sabina
College
Adult group / Children group (Santa Sabina College1)
)
下午 3:00 pm Youth group (St. Dominic’s Parish Church3)
青年組 (St. Dominic’s Parish Church3)
下午 4:30 pm
Passion, Veneration of the Cross
苦難禮儀, 朝拜十字聖架
Easter Vigil Mass with Baptism
30/3 聖週六 Holy Saturday 主復活前夕彌撒暨聖洗聖事
Celebrant: Edward Khong and Fr. Lucas Leung
康建璋神父及梁加恩神父主禮
下午 6:30 pm
(Santa Sabina College1)
(Santa Sabina College1)
聚餐 (大三元海鮮酒家, Strathfield)
Dinner (Strathfield)
彌撒後 After Mass
詳情參閱下表
See details below
Easter Sunday Mass (Lindfield Centre)
31/3 主復活日 Easter Sunday 主復活日彌撒 (北區中心)
主禮：康建璋神父及 Fr Nestor
Celebrant ： Fr Edward Khong and Fr Nestor
中午 12:00 pm
1
地址
Santa Sabina College : 90 The Boulevarde﹐Strathfield
Address 2Society of St. Paul : Cnr Meredith St & Broughton Rd. Homebush
3
St. Dominic’s Parish Church : Cnr The Crescent & Hornsey Rd, Homebush West (Opposite Flemington Station)
※ 避靜報名 Retreat enrolment : 網上 Online ﹕Good Friday Retreat enrolment (at www.ccc-inc.org.au) 或 or 0413 726 213
或 or 電郵 Email : registration@ccc-inc.org.au
※ 十六歲以下參加青年組活動必須簽署家長同意書 Parent consent form must be submitted for those under 16 and joining
youth group activities
※ 家長需自行安排青年到各項活動地點﹐29/3 下午 4:30 必須離開 St. Dominic’s Church
Parents have to arrange own transportation to various youth group venues, must leave St. Dominic’s Church by 4:30pm on 29/3
※ 聖週六聚餐 Holy Saturday Dinner :
成人席每位$35
青年/兒童席每位$20
四歲以下免費(每台限一名)
Adult table @$35
Youth/children table @$20 Under 4 free (limit 1 per table)
訂位 reservation﹕ 網上 Online ﹕Saturday dinner registration (at www.ccc-inc.org.au) 或 or 0413 726 213 或 or
電郵 Email: registration@ccc-inc.org.au 或 or 各中心總務 centre coordinator, 中文學校 Chinese School

28/3 聖週四 Holy Thursday
下午 8:00 pm
29/3 主受難日 Good Friday
上午 10:00 am 下午 2:30 pm

29/3/2013 主受難日 - 守大小齋
Good Friday - Fasting & abstinence

2012 家庭營 CD 訂購

[守齋] 的用意是 : 第一是彌補罪過; 第二是促使歸依基督的心愈益成長,
引導教友思想像基督, 行動肖似基督。
[小齋] : 教會規定凡已足十四歲的教友在每年的聖灰禮儀日及聖週內星期
五紀念基督聖死日應守小齋﹐即在那兩天放棄取用熱血動物的肉類食品。
[大齋] : 教會也要求年齡已滿十八至五十九歲的教友在上逑兩個日子除了
守小齋外﹐還要守大齋﹐即在那兩天只可食飽一餐﹐其他兩餐只可進少許
食物﹐其餘時間可飲流質飲品﹐但不能進食其他食物(藥物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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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超神父主持成人組
主題﹕家‧長‧營
MP3 格式 共一只 $2.00
CD 格式 共九只 $18.00
訂購：中區/北區中心﹐中文學校
registration@ccc-inc.org.au
0413 726 213

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3 上半學年各級新生

CC
C
2013 國/粵語慕道班現招收新生
無論你已領洗或有意領洗與否，
歡迎你與我們一起從天主教信仰
的角度去探討人生，藉著大家的
聚會和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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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宗旨
課程

請為馬神父
祈禱
Please pray for
Fr Mo
馬神父現已
入 住 護 老
院﹐因健康
關係﹐院方
及長上已實
施嚴格探訪限制。馬神父歡迎各位
到訪﹐但必須於最少一週前安排及
登記﹐詳情請聯絡:
Catherine Wong 0407 249 389
email : catherine.wong@y7mail.com
Wai Pon 0416 243 302
Fred Luk 0425 224 079

報名

Northmead High School, 28 Campbell St., Northmead
PO Box 414 Burwood NSW 1805
Email: school@ccc-inc.org.au
粵語 : 星期日 學前班﹐幼稚園至小五
下午 1:45-4:15 pm
小六至中學各年級
下午 1:45-4:45 pm
普通話: 星期日 幼稚園﹐小一至中學各年級
下午 1:45-4:15 pm
推廣中文教育﹐保存母語；延續中華文化及其優良傳統。除注重學業
外﹐同時關注學生之品德修養﹐以及人格之全面發展。
(1)粵語班： 採用本地及台灣出版之課本。小六開始加入普通話課
程。以繁體字教學，同時介紹簡體字。
(2)普通話班： 採用本地及中國出版之課本，輔以漢語拼音，並介紹
繁體字。
(3)中國舞蹈班：為學生及家長開設之課餘活動
學生組 下午 12:45-1:30 pm 及 4:15-4:45 pm
家長組 下午 3:15-4:00 pm
本校以教授聽﹑說﹑讀﹑寫為主﹐同時介紹中國文化。鼓勵學生參
加各類活動﹐活學活用中文。
星期日： 本校 下午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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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詳情稍後公佈) COMING EVENTS (details to be announced)
年中避靜
周景勳神父
Mid-year retreat
Fr. Edward Chau

敬拜讚美夜
Praise and Worship Night
Unite 2013

2013 家庭營
蔡惠民神父主持成人組
Family Camp
日期 Dates ﹕26/12 – 28/12

丙年主日讀經 Sunday Readings Year C
每日聖言 http://www.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Daily reading: http://www.usccb.org/nab/index.htm
10/3/13 四旬期四
Jos 蘇 5:9-12
詠 34 2 Cor 格後 5:17-21
Lk 路 15:1-3,11-32
17/3/13 四旬期五
Isa 依 43:16-21
詠 126 Phil 斐 3:8-14
Jn 若 8:1-11
24/3/13 聖枝主日
Isa 依 50:4-7
詠 22 Phil 斐 2:6-11
Lk 路 22:14 - 23:56
31/3/13 復活主日
Acts 宗 10:34,37-43
詠 118 Col 歌 3:1-4
Jn 若 20:1-9
7/4/13 復活主日二 Acts 宗 5:12-16
詠 118 Rev 默 1:9-13,17-19
Jn 若 20:19-31
14/4/13 復活主日三 Acts 宗 5:27-32,40-41
詠 30 Rev 默 5:11-14
Jn 若 21:1-19
21/4/13 復活主日四 Acts 宗 13:14,43-52
詠 100 Rev 默 7:9,14-17
Jn 若 10:27-30
28/4/13 復活主日五 Acts 宗 14:21-27
詠 145 Rev 默 21:1-5
Jn 若 13:31-35
5/5/13 復活主日六 Acts 宗 15:1-2,22-29
詠 67 Rev 默 21:10-14,22-23 Jn 若 14:23-29
12/5/13 耶穌升天節 Acts 宗 1:1-11
詠 47 Heb 希 9:24-28,10:19-23 Lk 路 24:46-53
19/5/13 五旬節
Acts 宗 2:1-11
詠 104 Rom 羅 8:8-17
Jn 若 14:15-16,23-26
26/5/13 聖三主日
Prov 箴 8:22-31
詠8
Rom 羅 5:1-5
Jn 若 16:12-15
2/6/13 聖體聖血節 Gen 創 14:18-20
詠 110 1 Cor 格前 11:23-26
Lk 路 9:11-17
9/6/13
常年期十
1Kg 列上 17:17-24
詠 30 Gal 迦 1:11-19
Lk 路 7:11-17
16/6/13 常年期十一 2 Sam 12:7-10,13
詠 32 Gal 迦 2:16,19-21
Lk 路 7:36-8﹕3
23/6/13 常年期十二 Zech 匝 12:10-11,13:1
詠 63 Gal 迦 3:26-29
Lk 路 9:18-24
30/6/13 常年期十三 1 Kg 列上 19:16,19-21 詠 16 Gal 迦 5:1,13-18
Lk 路 9:51-62
7/7/13 常年期十四 Isa 依 66:10-14
詠 66 Gal 迦 6:14-18
Lk 路 10:1-12, 17-20
14/7/13 常年期十五 Deut 申 30:10-14
詠 69 Col 哥 1:15-20
Lk 路 10: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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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 what Jesus did as he prepared at Lent then
Easter. Every time you see chocolate eggs, think about
Jesus’ act of kindness and grace that gave us another
chance to live in true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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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someone like mum or dad to help your read the bible story below.
When you’ve read it, all you need to do is find all the words in bold- AFTER, MOUNTAIN…
Then once all the words have been circled or coloured in, the letters left need to be written one
letter per line in a left to right, top to bottom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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