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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心 靈 相 遇 Fr Mo

耶穌沿加里肋亞海行走時，看見兩對兄

耶 穌基督用不同的方法與我們相遇，可

弟：伯多祿和安德肋在海裏撒網；載伯德的
兒子雅各伯和若望，在船上修網（瑪 4:3821）耶穌與他們相遇後便召叫了他們成為首
批門徒。一天，耶穌途經撒瑪黎雅，靠近雅
各伯泉 ，一位婦人剛來打水，與耶穌相
遇，由泉水談到活水。最後她竟出去為主作
証。

能透過我們遇上的人或事件，重要有聖經和
彌撒，更珍貴的聖體聖事。我們教徒很幸
福，每次領聖體就是主耶穌來到我們心中，
與我們同行人生路。依士活彌撒中心，由五
月開始，每月的第一個星期日下午便舉行明
供聖體，期望與主有更多機會相遇的朋友，
請來看看吧！

每 個人與耶穌相遇後，都會有不同的經
歷，有些人甚至選擇奉獻自己一生，渡聖召
生活，即成為神父、修女、修士。教宗早定
了 2015 年為獻身生活年，要我們特別為他
們祈禱，也為今日缺乏聖召而祈禱：「仁慈
的聖父，感謝祢恩賜教會常有度獻身生活的
兄弟姊妹！祢召喚他們信守貞潔、貧窮、及
服從聖願，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祢。願他們常
能勤謹地傾聽祢的聖言，忠誠地追隨祢的聖
子，慷慨地與祢的聖神合作；求祢召喚更多
男女青年獻身修道，以聖善的生活建設教
會、服務世界、為天國作証！因主耶穌基督
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經
文節錄自香港教區)

相片提供 http://www.catholic-tc.org.tw

尋找
我在尋找
那一刻的飛翔
放下一切
不執物我
盼望著 … … 生命的自在逍遙
一顆赤裸裸的自在心
在任何的處境中
不管我是誰 … 或 … 你是誰
生命本來就是珍貴的
一定要好好的給予尊重
生命本來是真實的
一定不可使自己變得虛偽

生命本來是美善的
一定不可使自己陷於醜惡中
生命本來是神聖的
一定不可讓罪惡污染自己
使生命變得俗化
因此 … …
人要努力驅逐心中的魔鬼
學習 ——
棄絕自己 放下一切 無所執著
掏空自己 空虛無偽 守神以靜
剝落自己 無我無物 抱一以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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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勳神父

看見橫陳在後院的魁梧 gum

tree，不禁
想起馬神父！一位善渡獻身生活的慈幼會
士。

初到 St

Mary 探神父，他便帶領我們到
小聖堂，原來神父把世人棄而不用的木
材，變成最神聖的祭台，還有供奉聖體櫃
的承托之所！真是化腐朽為神奇，簡直是
把信仰藝術合而為一，佩服、佩服！

當 日悉尼豪雨連場，帶來不少損毀，我
剛身處香港，得悉房屋無恙，真是感謝天
主！豈知以為安枕無憂之際，好鄰居晚上
來電，原來我們後院的大樹，在狂風吹襲
下怒奔他們的房子及後院，非但驚醒他們
的美夢，更嚇破我們的膽子。聽到描述，
心中真是萬分不安，只有飛行萬里，速速
返回以收拾殘局。好鄰居預先為我們稍作
打點，才陪同視察環境，她幽默笑說，尚
有半截晾衣架可用！望看凌亂的後院，內
心納悶不堪，一則感恩於我們兩家房子都
沒倒塌，亦無人受傷，另則苦惱於如何善
後，尤其好鄰居的優雅花園無端遭此一
擊。當時的心情就如那刻天氣：寒風襲
人，陰霾滿佈兼時有陣雨，真不是味兒。
想着想着，悠然看見在天之際，一條雨中
彩虹高掛，呀！多美麗！其實在過去的人
生經驗中，有多次當我心緒不寧至極之
時，偶然舉目一見彩虹，內心憂悶便一掃
而空。當我第一次目睹彩虹出現，便想到
舊約時代，天主以雲中出現的虹霓與人立
約之事，彩虹為我而言，是天主愛的象
徵。所以每次無論甚麼光景下看見彩虹，
都是與主相遇的珍貴時刻。為了留住罕見
的回憶，我用手機拍下「彩虹高掛於天，
大樹倒臥於地」的景像。彩虹出現舒解了
心中鬱結，很奇妙，一個小時內，三次出
現彩虹，翌日又再見彩虹，都是天主給我
煩惱中的安慰了。

多羅德

父修士和修女祈禱，感謝天主當年召叫了
馬神父，在人生路途中，我們有緣與馬神
父相遇，實是天主的恩賜，使我們今時今
日仍有一位慈父在天上代禱。

有 次望著強壯的堅實樹幹和那茂生的枝
葉，由我廿多年前入住以來，都茁壯成
長，曾經歷不少風雨仍屹立不倒，多次豪
雨也沒有把它沖掉。記得那位樹專家也說
它健康無比，連鄰居也讚口不絕，現在却
連根拔起，這倒給我上了一課，想起保祿
宗徒說：凡自以為站得穩的，務要小心，
免得跌倒。（格前 10: 1 2 ）曾經聽過一位
神父講道，印象深刻，他常常提醒我們不
要以為做了教徒，天天參與彌撒，唸很多
經，做很多別人都稱讚你熱心的事，甚至
每日領聖體，就以為「好掂」！不是的！
原來不植根於耶穌基督，任何一個看似熱
心的人，一個發展十分逢勃的團體，遲早
會出現問題！所以我們一定要時刻與主相
遇，否則在生活中遭到暴風雨衝擊，遲早
倒下。

Fr Mo，孩子爸爸拿起那條長樹枝插在地
上說是梅瑟的手杖，就像當年他領導以色
列人用的那枝一樣；我就很快拾起短枝條
橫架其上，剛好是個十字架！你說是天主
藉它行奇蹟的手杖、或是我們目前的十字
架呢？如果你仍活於今天，你會如何處理
和利用這龐大的樹幹和枝條？無論如何，
藉着這倒臥的大樹，有更多機會與 Fr Mo
心靈相遇！
後記：全文完於聖神降臨節，剛巧五月
廿四日是馬神父所屬的慈幼會特別慶祝紀
念的聖母進教之佑瞻禮。

那 刻最重要是聯絡保險公司，但輪候的
個案有六千多宗，天天就是等待調查，要
維修的地方又不得進行，真是苦惱。每天
望見大樹，我便與馬神父閒聊兩句，就如
昔日在電話中一聽他智慧之言般。教宗方
濟各訂了今年為獻身生活年，叫我們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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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提供 www.theology.org.hk

偕主相遇聖體中
與人相遇基督內
一 位熱心服務教會的朋友，有天負責做
搬運物資義工，不慎弄傷右手腕，原來骨
碎了，這年多來，成了醫院常客，但只要
可以活動，她仍盡心盡力服務他人，是位
典型的愛心天使。朋友們曾問她精力何
來，因為要打理家務，還要參與不同的服
務，她的答案是力量來自耶穌聖體。在領
聖體和朝拜聖體中，她真正能與主相遇；
透過耶穌聖體的力量，她在日常服務的人
身上，又再一次與耶穌相遇。她的學識不
高，更沒有唸過什麼神學，然而在她身
上，使我想起傳揚耶穌慈悲的聖傅天娜修
女，她熱愛耶穌聖體，十分謙遜。 1 937
年，耶穌顯現給她說：「我真是難過！人
靈極少在領聖體時與我結合。我等待人
靈，他們卻冷漠對待我。我親切誠摯地愛
着他們，他們卻不信賴我。我願意豐厚地
賜予他們恩寵，他們卻不願接受，他們視
我如死物。」

色辣芬

接納。的確，樹窿是空洞洞的，耶穌聖體
是充滿愛與慈悲，就讓我們在聖體中與主
相遇吧！耶穌說過：「凡勞苦和負重担
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
息。」(瑪 11:28 )

我 這位朋友是個典型熱愛聖體之人，除
了每天參與彌撒和領聖體外、每星期都負
責一段時間在明供聖體時領禱，除了外遊
或健康問題，真是風雨無間。日前她又要
再次入院治療傷手，着我代禱，那天我去
了彌撒，其後聖堂有明供聖體，我特意用
手機拍下明供聖體情景再 whatsapp 她，事
後她叫我細看整個相片正中，不是燈光那
麼簡單，可清晰看見主的臨在。她曾分享
時常在聖體前所得的特恩。天主給人的恩
寵不一樣，最重要是我們相信耶穌就真實
地在聖體內，祂說過：不見而信的人是有
福的。

有 人曾提議，如果有心事而沒人聆聽，
可以找個「樹窿」講出來，那就會內心舒
服些了，不知這是否心理治療法，不過我
曾經在一間聖堂門外看過這麼動人的話：
世上沒有任何地方，比在聖體台前你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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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雜感
二 〇一五年耶穌基督復活節前閻德龍神
父在百忙中抽空到雪梨，聯同梁加恩神父主
持聖週各項禮儀，又為華人天主教會教友做
避靜。是日到聖堂來參加的教友很多，他曾
談及死亡問題，引用諺語作比喻，教訓在座
教友不要害怕死亡，因生、老、病、死是人
生必經路，若在有生之時多做愛德善工、能
彼此相愛、愛主愛人，世界便變得更美好，
人人同過喜樂的生活。又教訓我們勿太重視
世上財富，因我們都只是過客，死後不能帶
走任何東西；正是空手來，空手去，如能登
上天國才是最完美無缺的極樂世界。況且我
們的生命全交托在主手中，一切均聽從主的
安排。「我曾死過，可是，看，我如今卻活
着，一直到萬世萬代；我持有死亡和陰府的
鑰匙。」(默 1:18 )

仍 活在世上時多做愛德善工或公益事，
依士活中心每月第一主日下午舉行明供聖體

家居維修
Dennis Cheung
Mobile: 0416 205 209
內外油漆，更換門鎖、燈飾，
修補圍欄、瓷磚、牆壁裂縫，
修整浴室、龍頭、水箱漏水，
泳池清潔保養，Gutter 清理保

養，貨 van 搬運，一切家居什
項維修。
經驗豐富，保証質量，
大小工程，無任歡迎，
服務教友，可靠忠誠。

免費報價，歡迎電話查詢
My Service is Your Guarante e

正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勿吝嗇個人的金
錢及時間，盡力為教會作出貢獻。香港明愛
天主教大學現正籌建，尚欠二億多元，希望
教友們能踴躍捐獻，好讓它能早日落成，給
香港莘莘學子有更多深造機會，做福社會，
發揮「彼此相愛」的精神，為教會爭光！

瑪加利大

看見別人遇到困難，或苦惱時，應互相支持
和代禱，並效法耶穌能堅守信心，背起自己
生活的十字架，更留心他人的需要，分享他
們的痛苦和喜樂，多做克己之事。

華 人天主教會各會員均能彼此相愛，常
主動去幫助有需要的教友，讓他們能參與主
日彌撒聖祭及其他宗教活動。北區中心最近
進行改建裝修工程，要借用鄰校禮堂做飯
堂，加上昔日提供餸菜的廚師又退休，改由
一班教友輪流煮食，常有不同款式的美味家
常「愛心」菜給彌撒後同來午膳的教友分
享，真有口福了。午膳後又分工合作去清潔
禮堂。他們那為教會服務的精神，都是主所
恩賜及眷顧，更深深地體驗到各人在信仰內
是主的好兒女，都是真正的兄弟姊妹，並穩
定了「愛」的基礎，因為「天主是愛」，亦
相信冥冥中有個主宰，祂常引領一班充滿愛
心的信徒，同心合力地為教會服務，又是華
人團體之福。好讓我們一同感謝主，讚美
主！「要為一切人懇求、祈禱、轉求和謝
恩。」(弟前 2: 1 )

主佑各位！

此 外希望教友 們都 有二憶， 首先是記
憶，各人心中只記過去開心的往事，令心情
常開朗、樂觀、勇敢地走畢人生路。其次是
失憶，盡力忘記以前一切悲哀、沮喪、痛苦
的事，做個堅強、喜樂、能「愛主愛人」的
好教友。當日避靜的時間雖短，但「語重深
長」、「發人心省」、「獲益良多」且點滴
在心頭，對日後做人處事有了方向及目標，
不再執著，並能放開胸懷，對世上一切不快
事能處之泰然，一笑置之，天天開開心心地
生活，過美好的生活年，是最佳的神修日。

其 實死何足懼，每日都有人離世，其中
也有知名人士，無論他生前多麼風光、出類
拔萃；死後便結束一切，有罪無罪，好人壞
人都是同樣結局，唯有主才能主宰世人的一
切。

身 為基督耶穌的主內弟兄姊妹們，在現
世所作的抉擇，決定個人的永恆，因世人死
後都要接受主的審判。平日多關心他人，當
-5-

CCC 成 人 排 舞 班
CCC Adult Line Dance class
由專業導師 Anna Pi 教授
Venue 地點： St. Kevin's Parish Hall 禮堂
Time 時間：星期日 Sunday 2:00 – 4:00
pm
Fee 收費：每次@$5.00
Enquiry 查詢： 0490 026 379
Email ： linedance@ccc-inc.org.au
此活動目的：
1. 讓主內兄弟姊妹彼此認識，加強凝聚力
2. 排舞有益身心健康，鍛鍊身體之餘，更
有助防止腦退化
3. 藉此邀請教會以外，尤其是從未接觸過
天主教信仰的朋友前來參與，共享福音

Please Support Our Sponsors

請支持本刊贊助教友

Fr Chong Retreat
Through the sessions of Fr Chong in his retreat and talk, I think I learnt quite a few lessons from him. He is a good and humble priest
with calmness, peacefulness and deep faith in
Jesus. From his way of preaching, speaking
and his actions I can see and feel the existence
of Jesus in him. For me he shows living signs of
the presence of the Risen Lord. After the sessions, I have tried to put his preaching into
practice in my daily life. I have changed my
daily routine prayer with another version of
the humble sinner prayer. I love the simple
shorter prayer that Fr Chong taught us that I
can say wherever I go, whatever I see and
hear both in bad and in good situations. Also,
through that prayer I can connect with more
people spiritually in my surrounding or in oth-

er parts of the world. For example, by reading
newspapers or watching television we see so
many wars between Christians and within the
People of God. We see wars of envy and jealousy in the workplace. With that prayer that
Fr Chong taught us, we can say it with the intentions mentioned earlier. May our Lord Jesus bring peace, love and forgiveness in people’s hearts. This is the same line of Pope
Francis’ intention too. So let everyone pray for
the unity and harmony in our family, community so a more beautiful and better world will
be seen, and the teaching of Jesus to love one
another as true 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be
created. Let’s start saying that short prayer
today and tomorrow will be a better world.

Bereavement Talk
I

attended the bereavement talk in Eastwood centre presented by Wai, Maria and
Imelda and really appreciated their efforts and
their precious time taken to prepare such a
thorough and thoughtful talk. From listening
to the talk I gained knowledge that I never
knew before. They taught us about the variety
of services that the person with the deceased
can choose from, such as the type of services
(the requiem Mass or funeral liturgy), different churches and even the different type of
booklets. Through the speakers’ actions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church including this
bereavement talk, I feel the teaching of Jesus
come alive in them. This made me realise that
this is also our mission, the mission of every
Christian to make the Gospel come to life and
to continue spreading the good news to the
world.

Lucy

L Leung

During the talk, my mind wandered and I
imagined that if it was my funeral, how grateful and thankful my family would be if they
knew that the bereavement group could provide ideas and the different services,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who to contact etc. I am
sure my family would be very appreciative especially if this is their first time to approach
this kind of situation. I am sure this type of
presentation and services will be very helpful
for the people going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Actually

the bereavement talk reminded
me of a quote from Mother Teresa, “Today
somebody is sad, suffering, today somebody is
in the street, today somebody is hungry. ...
We have only today to make Jesus known,
loved, served, fed, clothed, sheltered. Do not
wait for tomorrow. Tomorrow we will not
have them if we do not feed them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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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相

Pictorial

(更多相片在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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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週四禮儀 - 最後晚餐及濯足禮
受難節拜苦路
閻德龍神父主持成人組避靜
苦難禮儀, 朝拜十字聖架
聖週六 - 主復活前夕彌撒暨聖洗聖事, 由閻德龍
神父、梁加恩神父及莊宗澤神父主禮
26-27 復活主日 - 閻德龍神父及 Fr Gerard Kelly 在依
士活中心舉行感恩祭及共晉午餐
28
北區中心歡迎新教友

10

11

12

13

14

18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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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Thursday - The Last Supper & Washing of the Feet
Good Friday - Station of the Cross
Adult retreat led by Fr Joseph Yim
Passion, Veneration of the Cross
Easter Vigil Mass with Baptism, celebrated by Fr Joseph
Yim, Fr Lucas Leung and Fr Giles Chong
Easter Sunday - Fr Joseph Yim and Fr Gerard Kelly celebrating Mass in Eastwood centre followed by lunch
Lindfield centre welcome the newly baptised

上及左：莊宗澤神父在依士活
中心講座，本堂神父鼎力支持
右：莊神父探訪高齡之家
Above & left : Fr Chong’s talk in
Eastwood centre, with support
from parish priest Fr Martin
Right : Fr Chong visit to CCC
Homes
-9-

25

賞一相

(更多相片在本會網頁)

神父主日講道（可在網上版直接點擊下列連結)

高齡之家慶祝母親節
CCC Homes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中區中心生日會
Camperdown centre birthday party

依士活中心善別禮儀講座
Eastwood centre bereavement talk

梁達材神父

http://www.frpeterleung.com/blog/ 徐錦堯神父

http://jesus.cirs.org.hk/audio_mass.asp

關傑棠神父

http://www.ccc-inc.org.au/?
page_id=1901&lang=zh-hk

關俊棠神父

http://www.livingfaith.org.hk/index.php?
option=com_wrapper&Itemid=44

閻德龍神父

http://www.myaudiocast.com/
fatheryim/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
public/liyi/index.htm

陳德雄神父

http://office.hkdavc.com/video/
livemass140914.html

趙必成神父

http://catholicworld.info/abcofm/

羅國輝神父

http://thomaskflaw.blogspot.com

聖體聖血節在聖瑪利主教座堂舉行「與基督同行」
Walk with Christ on the Feast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in St Mary’s Cathedral

大青年組在司徒修女家中聚會
Young adult group gathering in Sr Seeto’s home

其他資訊（ 可 在 網 上 版 直 接 點 擊 下 列 連 結 )
梵蒂岡網站

http://w2.vatican.va/content/
vatican/it.html

梵蒂岡電台 http://en.radiovaticana.va/

梵蒂岡電台
(中文)

http://zh.radiovaticana.va/

公教報

生命恩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香港教區視 http://hkdavc.com/
-s8XWeNPj3s&feature=youtu.be
聽中心

天主教華人
靈修中心

http://www.catholicworld.info/
ccsc/ccscright.htm

每日聖言

天主教教理

http://www.dolf.org.hk/
websiteinfo.htm#g

祈禱經文

方濟會思高讀 http://www.ccreadbible.org/
經推廣中心

http://kkp.org.hk/

http://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http://www.catholicworld.info/
prayerchinese/index.html

公教進行社 http://www.catholiccentre.org.hk/

Youth group activities in Eastwood Centre
十一位中文學校老師獲紐省社區語言學校協會頒發長期服務獎狀, 其中三位出席頒獎晚宴
11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received long service awards from NSW Federation of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Youth group gathering will be held from 10:45 am in
the Parish Meeting room on every Sunday. We aim
to help the youths to live our faith. Any youth from
year 7 to 25 years old are welcome to join. Please
contact Catherine Wong for details.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Bible, a
Bible study session led by Fr. Lito and organised by
our young adult group will be held on every 2nd Sunday at 1:30 pm in the hall. Please contact Harold
Pon for details.

2015 全澳中文朗誦比賽：(左) 校內積極練習，(中) 賽前最後衝刺，(右) 比賽榮獲佳績
2015 Chinese Eisteddfod : (L) Working hard at school; (M) Last minute practice; (R) performed with excellent results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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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售賣
聖經(繁體橫排大字本)
聖經(直排簡體字版)
祈禱手冊
正視人生的信仰
天主教教理簡編

$
$
$
$
$

35.00
25.00
3.00
10.00
11.00

2015 年度家庭營
日期： 26/12 – 28/12
地點： 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
成人組：麥英健神父，北角聖猶達堂助理司鐸
Rev. Aloysius Mak Ying Kin, Asst. P.P. St. Jude's Church

主題：《我是教友：如何藉修德成聖、勤領

聖事，成為一位積極熱心的基督徒》
詳情稍後公佈
Free Youth BBQ at Eastwood parish hall
after mass, 1:00-4:00 pm 12 July 2015
Praise and Worship, games
Theme: “Finding God in Everything”
It will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meet new friends and catch up with old ones.
All youths are welcome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Timothy Fong 0403 782 271 or Catherine Chan 0433 935 828.

伊士活中心青年組舉辦免費燒烤
日期：七月十二日星期日彌撒之後下午一時至四時
午餐燒烤外, 並有歌聲讚頌和遊戲。
這將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結識新朋友，並與舊友相敘。
歡迎教徒或非教友青年朋友參加。

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5 下半學年各級新生

CC
C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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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士活中心 上午 11:00am
聯絡： 0490 026 379

時間

宗旨
課程

中區中心國語會話班
逢主日上午十時(學校假期除外)
費用全免﹐歡迎參加

明愛賓館/白英奇賓館/明愛張
奧偉賓館網上訂房服務
http://www.caritas-chs.org.hk/
歡迎長居或短住, 教友特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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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字課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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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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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由教育培訓部長撥款支持及由教育培訓部管理

乙年主日讀經 Sunday Readings Year B
每日聖言 http://www.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Daily reading: http://www.lectionary.com/

依士活中心信仰發展小組活動
 主日彌撒前誦經祈禱：
2/8 ， 9/8 聖瑪利麥琪樂禱文
十月玫瑰月: 每主日-玫瑰經
十一月煉靈月: 每主日-煉靈禱文
 每月第一主日 2:00-3:00 pm 明供聖體

12/07/15
19/07/15
26/07/15
02/08/15
09/08/15
16/08/15
23/08/15

慶祝中秋節聯歡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s
華人天主教會依士活中心
St. Kevin’s Church hall
36 Hillview Rd Eastwood

27/9 星期日 下午一時半至四時半
Sunday 1:30 - 4: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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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帶同一份甜品一同分享
Please bring a plate of dessert
大量泊車位 Ample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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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十五
常年期十六
常年期十七
常年期十八
常年期十九
常年期二十
常年期廿一

Amos 亞 7:12-15
詠 85
Jer 耶 23:1-6
詠 23
2 Kg 列下 4:42-44
詠 145
Ex 出 16:2-4,12-15
詠 78
1 Kg 列上 19:4-8
詠 34
Prov 箴 9:1-6
詠 34
Jos 蘇 24:1-2,15-17,18 詠 34

30/08/15 常年期廿二 Deut 申 4:1-2,6-8

詠 15

06/09/15
13/09/15
20/09/15
27/09/15
04/10/15
11/10/15
18/10/15
25/10/15
01/11/15
08/11/15
15/11/15

詠 146
詠 115
詠 54
詠 19
詠 128
詠 90
詠 33
詠 126
詠 24
詠 146
詠 16

常年期廿三
常年期廿四
常年期廿五
常年期廿六
常年期廿七
常年期廿八
常年期廿九
常年期三十
諸聖節
常年期卅二
常年期卅三

Is 依 35:4-7
Is 依 50:5-9
Wis 智 2:12,17-21
Num 戶 11:25-29
Gen 創 2:18-24
Wis 智 7:7-11
Is 依 53:10-11
Jer 耶 31:7-9
Rv 默 7:2-4, 9-14
1 Kg 列上 17:10-16
Dan 達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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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h 弗 1:3-14
Eph 弗 2:13-18
Eph 弗 4:1-6
Eph 弗 4:17,20-24
Eph 弗 4:30,5:2
Eph 弗 5:15-20
Eph 弗 5:21-32
Jm 雅 1:17-18,2122,27
Jm 雅 2:1-5
Jm 雅 2:14-18
Jm 雅 3:16-4:3
Jm 雅 5:1-6
Heb 希 2:9-11
Heb 希 4:12-13
Heb 希 4:14-16
Heb 希 5:1-6
1Jn 若一 3:1-3
Heb 希 9:24-28
Heb 希 10:11-14,18

Mk 谷 6:7-13
Mk 谷 6:30-34
Jn 若 6:1-15
Jn 若 6:24-35
Jn 若 6:41-51
Jn 若 6:51-58
Jn 若 6:60-68
Mk 谷 7:1-8,14-15,21-23
Mk 谷 7:31-37
Mk 谷 8:27-35
Mk 谷 9:30-37
Mk 谷 9:38-43,45,47-48
Mk 谷 10:2-16
Mk 谷 10:17-30
Mk 谷 10:35-45
Mk 谷 10:46-52
Mt 瑪 5:1-12
Mk 谷 12:38-44
Mk 谷 13:24-32

Write down a few things that you have done this year that you feel has been a good choice…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thel
Gilgal
multiply
transgression
bring
sacrifices
morning
tithes
three
thanksgiving
leaven
proclaim
publish
offerings
children
Israel
God
woe
desire
to
end
you
is
not
as
if
met
him
into
house
ser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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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
darkness
light
even
no
brightness
despise
smell
solemn
assemblies
burnt
meat
accept
neither
regard
of
beasts
me
noise
songs
for
melody
thy
but
judgement
run
waters
righteousnes
s
mighty
stream

Try to find the words that are listed on the left hand side of this page.
All these words are from Amos 4:4, 5; 5:18-24. The main message in
this passage is a call for equal treatment and to make good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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