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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耶穌講了一個比喻：「天國好像酵母，

女人取來藏在三斗麫裏，直到全部發了

酵。」（瑪 13:33）意思是指天國初期是由

一個微小的團體開始，日後便會傳遍普世，

這當然是聖神的奇妙化工，但主那穌也透過

那些慷慨、全然獻身服務教會的神父、修

士、修女等，他們如同酵母，把天國的訊息

代代相傳。其實每一個認識了主的信徒，甚

而只要心中存有愛而生活的人，都可成為酵

母，共同建設正義和平友愛的世界，使天國

臨現人間。 

教宗方濟各所訂的獻身生活年（由2014

年將臨期開始至2016年2月2日聖母獻主

節），雖然剩下的日子不多，希望大家繼續

為獻身生活者和聖召祈禱。 

今日社會出現很多歪理，影響人心不自

覺墮入歧途，有違與教會或傳統道德的價值

觀，例如婚姻家庭及倫理問題，凡是種種也

如酵母，正如主耶穌所說：「你們應當謹慎

防備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的酵母。」（瑪 

16:6）意思是壞的酵母。讓我們恆常祈禱，

明辨善惡，能成為純正的酵母。 

教宗早前宣佈，教會將於今年的十二月

八日（聖母無原罪瞻禮）至明年十一月二十

日（基督普世君王節），慶祝慈悲禧年，有

關資料請參閱本刊第7頁專文。 

聖誕節即將來臨，再一次提醒我們，耶

穌基督的誕生，正表現天主對人類的慈悲，

衪願眾人都成為祂的子女。願天主聖三的慈

愛常與我們同在！ 

無價之寶 彌撒聖祭    小天使  

事件發生在多年前歐洲盧森堡一個小

鎮。 

一天正當肉店老闆和他當長官的好友侃

侃而談之際，突然一個貧窮老婦推門而入，

老闆只好終止談話上前招呼。原來這位身無

分文的老婦只是來乞求一點肉。不過老闆與

婦人的對話，卻吸引了長官的好奇。 

老闆問：你只想要些肉嗎？但你可付給

我多少錢？ 

婦人答說：我身上沒有錢，但我可以為

你去參與一台彌撒。 

老闆和長官朋友都是善心人，不過對宗

教這回事都不認同，還心中暗笑婦人，於是

老闆說：好，你現在去望彌撒，回來我給你

等同一台彌撒重量的肉。 

婦人離開肉店便去聖堂參與彌撒。回來

便走到櫃檯，老闆很守信，他拿起一張紙寫

上：「我為你聽了一台彌撒」，然後把這紙

條放在秤盤上，再把一塊骨頭放在另一邊的

秤盤上，結果秤兩邊的盤子都沒變化。於是

老闆把大塊肉代替骨頭，但這寫上彌撒一台

的字條竟比肉重。此時這兩個大男人不好意

思，只好繼續這遊戲，於是把更大的肉放

下，可是仍敵不過紙條的重量，老闆只有拿

起整個秤研究，並沒有發現這秤有任何問

題。「噢！婦人，是否我要把整隻羊腿給你

才行呀！」於是他把大羊腿放在秤盤，但彌

撒紙條依然比羊腿重。 

這令人嘖嘖稱奇的事，令肉店老闆皈

依，成為教徒，並答應從此每日免費供應婦

人適量肉食。至於長官見了這奇妙事件後，

竟然天天虔誠地參與彌撒，後來他的兩名兒

子都成了神父，一位入了耶穌會，另一位入

了耶穌聖心會，亦即是說這故事的神父了。 

相片提供： http://www.dlcatholi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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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醒來，打開手機的whatsapp一看，

原來是朋友越洋給我的不同色彩鮮花一

束，還有祝福語：早晨啊！願你有美好的

一天。把一切行徑交托上主，衪使每朶花

兒盛開有時，也會使你的每個禱告應允有

時。啊！真好，今天我計劃要做多件不同

的事，朋友的訊息真窩心。順手把這份祝

福傳送遠方的子女，想起一些朋友也會上

班了，又隨手一按，如此一份早晨的祝福

便可如酵母般發諸四海。 

其實每個早上，都會收到一位神父的 

whatsapp，提供每天彌撒讀經中的聖經金

句，全年無休。遇上教會特別節日，他都

會有溫馨提示，人在遠方，都不忘把耶穌

的話語傳至各地，在這獻身生活年，焉能

忘記一些善牧，他們都是建設天國的酵

母，我也應該把這份酵母精神傳開去，所

以遇上教會節日，也會把相關訊息，在

whatsapp中傳給朋友，很開心是收到一些

迴響和回應。 

今年有機會到香港的主教座堂參加聖週

中一項重要禮儀，就是星期四早上的唯一

一台彌撒（因為聖週四早上是沒有彌撒，

只在傍晚有紀念耶穌建立聖體的隆重彌

撒），由樞機祝聖聖油，分派全港各堂區

一年內施行聖事和禮儀所用，場面隆重神

聖而溫馨。彌撒後，百多位神父偕同樞機

和主教等在教友的聖詠歌聲中由祭台步

下，離開聖堂之際，教友都用手機拍下這

動人的時刻，我也不例外，whatsapp給朋

友，他們都很感動。雖然不能親歷其境，

卻分享了教會共融的精神，亦感慨神父們

的 年 紀 問 題 ， 凡 事 總 總 ， 我 們 都 透 過

whatsapp分享。我把這場面 whatsapp給一

位神父，他細看才知原來如此！或許為他

在聖週繁忙工作中增點樂趣吧！後來去安

老院探神父，他們中有些聽覺或視力都不

健全的了，我把手機中的這片段給他們一

看或一聽，希望會勾起他們一些昔日回憶

吧，今日我們所唱的某些歌，原來是出自

其中一位神父的傑作！每次探望這些年紀

老邁的神父，縱使他們坐在輪椅或手扶拐

杖主持或參與彌撒，心中總是敬佩，感激

他們畢生的奉獻，服務教會。每次他們都

說為我祈禱，並給我上主和聖母的祝福，

其實能夠與他們共聚，已經是天主的祝福

了。神父們雖年紀老邁再不能服務教會，

但他們默默的代禱，那份看不見的酵母精

神，為教會和人類，是另一種奉獻！ 

不少次打開whatsapp，一天之內，來自

不同地域的朋友，都傳來同一消息，就是

提防不法之徒那天會利用手機傳播病毒或

欺騙行徑。的確，whatsapp可以成為良好

的酵母去傳遞愛與關懷，方便溝通，同樣

也可被利用滲入荼毒社會或人心的壞酵

母，我們真是要善加利用才好。 

一位朋友笑我開始有whatsapp設施，便

忙碌了很多，似乎說得對，但也增加了生

活情趣，可與不同地域生活的子女有更密

切又快捷的聯繫，甚至迅速分享朋友間的

生活點滴，whatsapp真是一種新酵母，但

宜加善用！ 

現代酵母– whatsapp  多羅德     

聖灰瞻禮 Ash Wednesday 10/2/2016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大小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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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區亦依照以往的慣例﹐寬免在星期五守小齋

規定。但建議教友在每星期五﹐在食物和煙酒

方面作個人克制﹐或協助有需要的人。他們可

減少看電視﹑打牌或其他娛樂的時間﹐作為克

己犧牲的方式。他們也可獻出餘暇﹐為窮人﹑

病者﹑老人或孤獨的人作特殊服務。 

此外﹐在四旬期內﹐他們可作特別努力﹐每天

參與彌撒﹐每天朝拜聖體或拜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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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為朋友遺孀清理亡友遺物，心中無

限感慨。朋友廿多年前來澳，當時買來最名

貴的紅木傢俬、最可靠實用的名牌工具、一

直以來珍而重之，如珠如寶的收藏，現在也

得當賤物，甚至廢物般棄掉。多年來朋友親

力親為，把房子建造得美輪美奐，打造成一

個適合自己的小天地，滿以為能像父親般長

壽，自己倘有三份之一的歲月，準備退休後

做點小生意，享受人生。但三年多前的一次

劇烈腹痛，入醫院檢查後証實患上晚期腸

癌。朋友倒是位樂觀、吃得苦的硬漢子，對

一般常規治療也能安然接受，處之泰然。 

與朋友相識數十載，他是位自信、凡事

講理論和證據的科學人家，對宗教信仰不感

興趣。在治療過程中，一次在周末被送進急

症室，或許是當值醫生經驗不足，或許是誤

診，也許是天主的安排，病情急轉直下，生

命危在旦夕，待至周一由主診醫生送進深切

治療部作了九小時的緊急手術。妻子在外徬

徨驚恐，不知所措，致電給一個他們剛加入

關懷癌病患者的基督徒團體。當日傍晚，縱

使外面雷電交加、狂風暴雨、交通異常混

亂，團體的多位義工下班後從四方八面趕

來，手牽手在病房外為仍在昏迷的朋友禱

告，直至九時多各人準備離去晚膳時，朋友

奇蹟般地睜開眼睛。據他事後覆述，當時他

感覺到有一股力量在承托著他，讓他堅持下

去。從此朋友肯定了天父的存在。不久之後

兩夫婦更齊齊受洗，皈依基督，這實在是天

主巧妙的安排。朋友在這段寬限期裏，既能

安排好後事，也能多點閱讀聖經，哼著聖

詩，鞏固自己的信仰。最後以平安的心、潔

淨的靈，回歸父家。 

天主的奇異化工，人是不可知曉的。朋

友妻子沒有因為失去至愛而意志消沉、怨天

尤人，反而積極加入那個關懷癌病病人的團

體和教會當義工，以愛還愛，薪火相傳，發

揮著酵母的作用，幫助更多的人。以下是她

在「豐盛的生命」一文中一些發人深省的分

享： 

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高考制度的恢
復，我們這些能成功考取到大學學位的「天
之驕子」是很幸運的，國家管吃管住，包分
配工作、住房，捧著鐵飯碗，高薪厚職，過
著養尊處優的生活，追求花前月下、美食佳
餚、美滿婚姻。來到澳洲，和大部分移民一
樣，努力打拼，車子越開越靚，房子越住越
大，孩子要讀精英中學，要他們成為醫師、
律師、或工程師。真是隨波逐流，不會知
足。   … 

苦難中我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愛，苦難
中我們知道有新天新地，有永生的盼望，苦
難中我們仍然有平安喜樂！每當止痛藥也止
不住癌痛的衝擊，我就讀聖經給丈夫聽，讀
到口乾唇燥，才停下來。義工知道後送來了
電子讀本，我們將它放在床頭，隨時聆聽主
的話語。      … 

因著丈夫的病，我們認識了這位至高無尚
的唯一真神，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
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著
祂，我們才可以回到祂那裏，得著永生！我
們以往因為不認識主，我們的人生方向和路
線都錯了。    …         

(成為義工後) 我有更多機會去接觸病友和
他們的家人，同走抗癌路，感覺到生命更加
豐盛更有意義。在和一位患癌症的姊妹相伴
的最後一段日子裏，我們常常促膝談心，分
享主恩，互相鼓勵，當她打開衣櫃告訴我那
套衣服是她準備穿著去見主面的時候，我們
沒有悲哀，而是充滿著盼望和喜樂，我們知
道有一天會在天家相見。   … 

我雖然失去了至親至愛的伴侶，但我得著
了主的救贖。 … 我們知道死亡是人生必經
之路，對基督徒來說，更是打開永生的一扇
門。  …  人世間的一切都可以在瞬間消

今夜就要收回你的靈魂  綠衣獅    

耶穌對他們設了一個比喻說：「有一個富人，他的田地出產豐富。他心裏想道：我可怎麼辦

呢？因為我已經沒有地方收藏我的物產。他遂說：我要這樣做：我要拆毀我的倉房，另建更

大的，好在那裏收藏一切榖類及財物。以後，我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 你存有大量的財

物，足夠多年之用，你休息罷！吃喝宴樂罷！天主卻給他說：糊塗人哪！今夜就要收回你的

靈魂，你所儲備的，將歸誰呢？(路 12:16-20) 

〔下接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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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唯有主的國度永恆。我知道往後的日子
要向著祢的標竿，追隨敬虔的十架。我們要
得着豐盛的生命，就必須住在基督裏面，過
得勝的生活。 

在替亡友清理遺物時，也想起了馬神

父。當年他入住護老院時，他畢生的珍藏、

書畫、創作等等，何嘗不是要棄掉。所以我

現在的購物規條是買一掉一， 即不添置新的

東西，買的只是用來替換那己損壞了的。

「你看，智者死去，愚昧者也同樣沉淪，他

們都將自己的財產遺留給別人。. . .因為他死

時什麼也不能帶走，他的財產也不能隨着他

同去。」(詠 49:11,18) 「因為我們沒有帶什

麼到世界上，同樣也不能帶走什麼，只要我

們有吃有穿，就當知足。」(弟前 6:7-8) 

其實，除了那些身外物，我們的才智，

也是天主所賜，因此也可以隨時被收回。像

那位我尊敬的老師、校長、教授、諾貝爾獎

得主的光纖之父，在發揮過天主賜給他的

「塔冷通」，改變了這個世界後，天主就收

回了他的才智。〔按： 1 高錕教授晚年患上腦退化

証。2「塔 冷 通」( 瑪 25:15)，古 代 錢 幣，拉 丁 文

talentum，英文 talent，解作才華、能力。〕 

女兒決意要到外面闖一闖，獲天主應

允，妥善為她在香港安排了一份稱心滿意的

工作，女兒也自覺「很幸運」。我提醒她，

香港是一個光怪陸離、金錢掛帥、紙醉金迷

的花花世界，很容易令人迷失信仰，特別是

在事事看似順境之時。她爸爸當年也是一朝

得志，便自以為是， 一度淪為無「主」孤

魂、遊魂野鬼。要知道我們現在擁有的一

切，是好是壞，都是天主所賜，所以也可以

隨時失去。趁我們的龍體還健在時，便得好

好利用天主賜了給我們的塔冷通，做好自己

的工作，使成為地上的鹽，世界的光，像酵

母一樣，把天父的愛和真理傳遍天涯海角。 

今夜就要收回你的靈魂  〔上接第 4 頁〕 

十 年 寒 窗    吳景亮  
(中文學校老師)  

2015年紐省民族社區語言學校教育廳長

獎頒獎大會，於9月28日晚在新南維爾斯大

學舉行，紐省多個民族語言學校，超過36個

語種的學生參加了評選。有152人獲嘉許獎

Commended Awards，114人獲高度嘉許獎

Highly Commended Awards。其中的十名優

秀 學 生 獲 得 了 最 高 榮 譽 的 M i n i s t e r’s 

Awards，當中包括俄語，日語，意大利語，

越語，匈牙利語，泰語和中文等語種。華人

天主教會中文學校的陸嘉妍（高級組）獲得

了這個最高榮譽的嘉獎，是唯一一名獲獎的

中文語種的學生；本校另一位澳中混血兒

（Holly Cusack）凱妍獲得了初級組的

Highly Commended. 

紐省民族社區語言學校教育廳長獎，是

每年舉行的一次民族語言頒獎的最高榮譽

獎，目的是鼓勵紐省各民族語言學校的學

生，努力學習本民族的語言。這也是澳洲推

廣多元文化政策的一項重要活動之一。 

目前，紐省有超過250個社區管理機構和

語言學校，提供了各類語種的教學。全省現

在有超過31800名學生在學習各個民族語

言。其中，有接近8500名學生在學習廣東

話和國語，超過6500名學生學習阿拉伯

語，超過3300名學生學習越南語，而學習

希臘語和韓文的學生，分別接近2500人和

2000人。學習日語的也接近800名學生。 

獲獎的陸嘉妍同學，在華人天主教會中

文學校已經學習了12年的中文，她能熟練地

運用廣東話和國語，多年來參加全澳中文朗

誦比賽，並有良好的讀寫能力。另外，她在

民族舞蹈和音樂方面也很出色，並參加學

校、社區和各種嘉年華的文藝表演。凱妍也

在本校國語組就讀了5年，由於媽媽是廣東

人，所以凱妍也能說粵語和國語。她對中樂

有濃厚的興趣，從4歲開始學習古箏到今

天，亦常參與各社區的公開表演，每年定為

華人天主教會舉辦的中秋慶典獻技，亦積極

為中文學校的結業典禮作古箏表演。 

來自香港的陸嘉妍獲獎後表示，很感謝

父母多年來一直的鼓勵和支持，使自己能夠

堅持學習中文。同時，也感謝所有教過自己

的老師的教導和培養。至於凱妍領獎後表示

要更努力讀好中文，勤練古箏。 

〔按：這是本校四年內三度獲此最高榮譽獎項，計有

2012年的黃潔雯、2014年的庄瑩及今年的陸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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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北區中心有位善長捐出一筆巨款

作改建裝修聖堂費用，但得先要通過政府

有關部門審批圖則及其結構才可。因堂區

聖堂已有八十年歷史，且工程浩大，除加

裝電梯，又更改室內間格作本堂神父辦公

室。這一大喜訊令教友們雀躍，常誠心默

禱，祈求天父賜予它可早日動工。祈禱的

效用很大，不但能帶領教友們接近天主，

進入天主，藉著這奇妙恩寵，把我們擁入

祂的懷抱，像慈母般把我們緊緊的抱著，

使我們感到無限的溫暖。況且日常生活中

多事與願違，只靠個人力量很難去解決，

能得到仁慈的天父撫慰我們苦澀的內心，

讓我們傾吐苦水、埋怨，為我們闖開出

路，心中苦惱得到消除，人也可輕鬆開

懷，接受生活中的一切考驗。 

今年是奉獻生活年，令北區教友們感到

興奮的是數月前傳來好消息，堂區聖堂加

建工程已獲批，不久可正式動工。多謝主

的眷顧及堂區教友們多年的祈禱，我們的

願望快可實現。雖然裝修期間有些地方不

能用，飯堂借用鄰校禮堂，泊車車位減

少，甚至連廁所也要男女共用…等，帶來

諸多不便，各教友亦樂意接受沒有任何怨

言。 

裝修工程進行數月後，今年九月初整座

聖堂，煥然一新。地毡改用地板，以便清

潔，設有電梯代步，方便有需要者，破舊

窗戶及屋頂換上新的，室內裝上冷暖氣，

日後神父接見訪客、教友及工作，亦較前

舒適。不過耗資很大，那位善心人捐出的

仍不夠支付，呼籲教友們捐獻以補不足。

身為堂區一份子的我們應慷慨解囊，齊心

合力共襄善舉，造福教會及社群，不但是

美德，也是對主感恩和謝恩之意。何況有

能力賺取財富作公美事，是回饋社會，表

示愛主愛人，能悅樂天主，因「天主是

愛」。聖教四規也要我們該盡力幫助教會

的經費。「因為辦這種供應的事，不但補

助了聖徒的貧乏，而還可叫許多人多多感

謝天主。藉着這次供應的證明，他們必要

因你們而明認和服從基督的福音，和你們

對他們以及眾人的慷慨捐助，而光榮天

主。」(格後9 : 12-13) 

目前雪梨華人天主教會有：高齡之家、

中文學校、北區中心及依士活中心，像酵

母般擴展，教友們多是海外移民，分別來

自不同地方，有緣聚首一堂是主的恩賜！

週日到各區聖堂來參與彌撒、主日學、慕

道班者若增多，有新血來補充，多些人手

也好辦事。主內的弟兄姊妹們既已加入主

的大家庭，是教會內一份子，應主動及積

極參與教會的工作，多鼓勵其他教友在堂

區內做義工，學習服務他人，如同酵母般

感染更多人齊來履行教友本份，增加歸屬

感，不吝嗇個人的時間或金錢，共同合作

去推動會務。 

在雪梨已加入華人天主教會內的會員，

因所住地區各異而來自不同中心，實屬同

一教會團體，教友如同酵母般擴散開全是

主的恩賜，都是主的女兒，有機會為教會

做事也是一種福氣！有能力為社群服務，

不給自己留下任何遺憾，生活才有意義！

現在教會內有不同類別的工作給教友選

擇，若能分工合作多做「愛德」善工，共

同推進會務，不但可增進教友成員間的共

融，亦可和諧地頌唱聖詩，一起光榮主！

讚美主！感謝主！ 

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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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酵母   瑪加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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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宗 家 庭 文 告   英：梵蒂岡網站 

中：編輯組翻譯 

There is no perfect family. We have no per-
fect parents, we are not perfect, do not get mar-
ried to a perfect person, neither do we have 
perfect children. 

We have complaints about each other. We 
are disappointed by one another. Therefore, 
there is no healthy marriage or healthy family 
without the exercise of forgiveness. 

Forgiveness is vital to our emotional health 
and spiritual survival. Without forgiveness the 
family becomes a theater of conflict and a bas-
tion of grievances. Without forgiveness the 
family becomes sick. 

Forgiveness is the sterilization of the soul, 
cleansing the mind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heart. 

Anyone who does not forgive has no peace 
of soul and communion with God. Pain is a 
poison that intoxicates and kills. Maintaining a 
wound of the heart is a self-destructive action. 
It is an autophagy. 

He who does not forgive sickens physical-
ly, emotionally and spiritually. That is why the 
family must be a place of life and not of death; 
an enclave of cure not of disease; a stage of 
forgiveness and not of guilt. 

Forgiveness brings joy where sorrow pro-
duced pain; and healing, where pain caused 
disease." 

世上沒有完美的家庭。我們沒有完美的

父母，我們並不完美，也不能與一個完美

的人結婚，我們也沒有完美的孩子。 

夫婦彼此投訴，亦會使對方失望。因

此，沒有寬恕，便沒有健康的婚姻，也不

會有健康的家庭。 

寬恕對我們情緒的健康和靈性的成長十

分重要。沒有寬恕，家庭會變為衝突的舞

台和衍生不滿的溫床。沒有寬恕的家庭是

生病的家庭。 

寬恕能夠潔淨靈魂、更新心思、釋放心

靈。 

任何不會原諒他人的人都得不到靈魂的

安寧和與主的相交。痛苦是麻醉和殺人的

毒藥，讓內心的痛苦持續是自我毀滅、自

我蠶食的行為。 

不肯原諒他人只會令自己的肉體、情志

和心靈生病。因此家庭必須是一個令人生

活而不是步向死亡的地方；讓人得到治癒

的樂土；一個寬恕而不是責罵的舞台。 

當哀傷令人痛苦，寬恕卻帶來喜樂；當

痛苦令人生病，寬恕卻帶來治療。 

慈悲面容   
耶穌基督是天父慈悲的面容。這話可綜

合基督信仰的奧蹟。在納匝肋人耶穌身

上，慈悲成為活生生的、可見的，且在祂

內達到高峰。富於慈悲的天父（弗2:4），

向梅瑟啟示了自己的聖名：慈悲寬仁，緩

於發怒，富於慈愛信實（出34:6），從此祂

就不斷在歷史中，以不同方式，給我們顯

示祂的神性。「時期一滿」（迦4:4），當

一切已按天主的計劃準備就緒，天主就派

遣了自己的獨生子來，生於童貞瑪利亞，

為決定性地啟示祂對我們的愛。誰看見了

耶穌，就是看見了父（參若14:9）。納匝肋

人耶穌，以祂的言行和祂整個人來啟示天

主的慈悲。  

我們需要時刻默觀慈悲這奧蹟。那是喜

樂、安寧及和平之泉。我們的救恩依靠這

奧蹟。慈悲一詞，揭示至聖天主聖三的莫

大奧蹟。慈悲，是天主到來與我們相偕的

終極和至高行動。慈悲，是存在每人心底

的基本定律，能使我們誠摯地看待生命中

遇到的每位兄弟姊妹。慈悲，是把天與人

連結起來的橋樑，它打開我們的心，朝向

一個永遠都會被愛的希望，縱使我們有罪

在身。有時，我們被召叫去更用心注視慈

悲，好使我們更能成為天主在我們生命中

行動的有效標記。為此，我宣佈了慈悲特

殊禧年，作為教會的特別時刻，讓信徒加

強見證，使之更有成果。  

節錄自教宗慈悲

特殊禧年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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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Notice on Camperdown Centre 
The CCC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has had to 

respond to an impending lack of leadership at the 
Camperdown centre in August (see AGM minutes 
2014). The then Chairperson of the Camperdown 
centre indicat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that she would not seek another term as Chair of 
Camperdown centre (the Vice chairperson’s position 
has already been vacant for 1.5 years). Despite one 
and half years of continuous searching and inviting, 
no other CCC members at Camperdown had indicat-
ed a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role and to support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This led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to conclude 
that the community would like to function inde-
pendently of CCC and had to make the unwilling 
recommendation that Camperdown centre become 
an independent body.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began to look for 
a suitable way to bring about this outcome, to the 
satisfaction and benefit of all parties. Hudson took 
this recommendation to a meeting with Bishop Terry 
Brady and some members of the CCC Administra-
tion Committee were also present. Before Hudson 
proposed the change, Bishop Brady suggested that 
the Group at Camperdown has been there long 
enough and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St. Joseph’s 
parish under the parish priest Fr. Anthony Bernard. 

After that meeting Hudson Chen, our President, 
met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to inform 
them of the Bishop’s suggestion. He also recom-

mended that it would not be suitable or fair for the 
group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parish because of its 
culture and size. It should still have its own mass 
and activities as it always has been bu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Parish Priest at Camperdown.  

The recommendation to the administration was 
moved and accepted by the committe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Fr. Anthony and endorsement at the 
CCC AGM on 4th October 2015. 

A meeting was then held with Fr. Anthony to 
explain to him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proposal was that CCC Camperdown Centre should 
cease to exist and its members should operate as a 
special group under St Joseph’s Camperdown Par-
ish. Fr Bernard has accepted the proposal. The pro-
posal was tabled at CCC Camperdown’s Manage-
ment committee meeting on 23rd August. After the 
meeting, the “New Camperdown group” informed 
Administration that they would cease operating as a 
CCC centre on 1st September 2015 which was before 
AGM. Later they changed it to be effective on 1st 
October 2015. 

This decision was endorsed at the Chinese Cath-
olic Community AGM 2015 to become effective on 
1 October 2105.   

The management of CCC Administration and all 
members wish the new group well as it sets out on 
this new pathway, and assures them of continued 
prayers for their journey. 

華人天主教會有關中區中心通告 
今年八月華人天主教會中區中心正面臨無人

領導的問題，行政委員會不得不作出回應。當時

在任的主席已表明不會繼任，副主席的職位亦已

經空缺了一年半。而經歷一年半的不斷尋找和邀

請，仍沒有其他中區會員願意承擔與行政會充分

合作，以能有效地管理中區中心的任務。行政委

員會得出的結論是中區中心的教友傾向脫離華人

天主教會獨立運作，所以行政委員會建議中區中

心成為獨立團體。 

行政委員會開始尋找一個對各方都有裨益的

可行方法。陳會長及數位委員面見Terry Brady主

教，尋求方法推行這建議。在會長提出建議之

前，Brady主教認為中區中心已運作很久，提議

中區會員融入St Joseph’s堂區，直屬堂區神父Fr. 

Anthony Bernard監管。 

與主教面談後，會長向行政委員會匯報主教

的提議，更指出鑒於中區會員數目及其活動範

疇，不適合融入堂區，提議中區中心應該在堂區

神父監管下，繼續已舉行多年的中文彌撒及其他

一貫活動。提議在必須獲得Fr. Anthony同意及於

二零一五年週年會員大會通過的大前提下通過。 

之後會長與St Joseph’s堂區神父會面，將行政

委員會的決定告知。行政委員會的提案是華人天

主教會中區中心將停止運作，成為St Joseph’s堂

區監管的團體，Fr. Anthony接納提案，更會主持

每個主日的雙語彌撒，亦會提供其他有關服務。 

會長在八月二十三日中區中心委員會上提出有

關議案，而會後行政委員會收到中區委員通知，

「新中區」決定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脫離華人天

主教會，後來改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一日生效。 

華人天主教會二零一五年週年會員大會通

過，中區中心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一日脫離華人天

主教會，獨立成為St Joseph’s堂區監管的團體，

而堂區神父會確保每個主日的雙語彌撒照常舉

行，亦會提供其他有關服務。 

華人天主教會所有會員祝願新團體踏進新里

程，並會一直以祈禱陪伴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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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group - Eastwood Centre    依士活中心--青年組  

To bring more young people closer together, Eastwood youth group has recently created a special name, 

SKYE, which represents St. Kevin's Youth/Young adult Eastwood.  Hope you can continue to support 

SKYE." 

為了更有代表性，青年組創造了一個新名  - SKYE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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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contact 

Catherine Wong for details.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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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期間活動時間表   Christmas Timetable    

3/12 星期四 Thursday 

 上午 11:30 am 

高齡之家 

聖誕聯歡會 

CCC Homes 

Christmas Party 

詳情稍後通告 

Details to be advised 

北區中心禮堂 

聖誕聯歡會 

Lindfield Centre 

Christmas Party 

24/12 星期四 Thursday 

晚上 8:30 pm  

依士活中心  

聖誕前夕彌撒﹐隨後舉行茶點聚會 

(請帶一碟甜品)及報佳音 

Eastwood Centre 

Christmas Eve Mass﹐followed by sup-

per (please bring a dessert) & Christ-

mas carols 

26-28/12 星期六–一 

  Saturday - Monday 
家庭營  (必須預先報名) 
詳情請參閱 CCC 網頁  

Family Camp (pre-registration required) 

Please refer to CCC website 

28/12 星期一 Monday 

 晚上 6:00 pm 

與麥英健神父晚宴 

詳情稍後通告 

Dinner with Fr Aloysius Mak  

Details to be advised 

30/12 星期三 Wednesday 

 晚上 8:00 pm 

依士活中心  

麥英健神父主禮除夕感恩祭 

隨後舉行茶點聚會 (請帶一碟甜品) 

Eastwood Centre 

New Year Eve Thanksgiving Mass by 

Fr Aloysius Mak , followed by supper 

(please bring a des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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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1/15 常年期卅二 1 Kg 列上 17:10-16 詠 146 Heb 希 9:24-28 Mk 谷 12:38-44 

15/11/15 常年期卅三 Dan 達 12:1-3 詠 16 Heb 希 10:11-14,18 Mk 谷 13:24-32 

22/11/15 基督君王節 Dan 達 7:13-14 詠 93 Apoc 默 1:5-8 Jn 若 18:33-37 

             丙年讀經              Year C       

29/11/15 將臨期一 Jer 耶 33:14-16 詠 25 1 Thess 得前 3:12-4:2 Lk 路 21:25-28, 34-36 

06/12/15 將臨期二 Bar 巴 5:1-9 詠 126 Phil 斐 1:4-6﹐8-11 Lk 路 3:1-6 

13/12/15 將臨期三 Zeph 索 3:14-18 依 12 Phil 斐 4:4-7 Lk 路 3:10-18 

20/12/15 將臨期四 Mi 米 5:1-4 詠 80 Heb 希 10:5-10 Lk 路 1:39-45 

27/12/15 聖家節 Ecc 訓 3:2-6, 12-14 詠 128 Col 哥 3:12-21 Lk 路 2:22-40 

03/01/16 主顯節 Isa 依 60:1-6 詠 72 Eph 弗 3:2-3, 5-6 Mt 瑪 2:1-12 

10/01/16 主受洗節 Isa 依 42:1-4, 6-7 詠 29 Acts 宗 10:34-38 Lk 路 3:15-16, 21-22 

17/01/16 常年期二 Isa 依 62:1-5 詠 96 1 Cor 格前 12:4-11 Jn 若 2:1-11 

24/01/16 常年期三 Neh 乃 8:2-6, 8-10 詠 19 1 Cor 格前 12:12-30 Lk 路 1:1-4, 4:14-21 

31/01/16 常年期四 Jer 耶 1:4-5, 17-19 詠 71 1 Cor 格前 12:31-13:13 Lk 路 4:21-30 

07/02/16 常年期五 Isa 依 6:1-8 詠 138 1 Cor 格前 15:1-11 Lk 路 5:1-11 

10/02/16 聖灰占禮    Ash Wednesday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14/02/16 四旬期一 Dent 申 26:4-10 詠 91 Rom 羅 10:8-13 Lk 路 4:1-13 

21/02/16 四旬期二 Gen 創 15:5-12,17-18 詠 27 Phil 斐 3:17-4:1 Lk 路 9:28-36 

28/02/16 四旬期三 Ex 出 3:1-8, 13-15 詠 103 1 Cor 格前 10:1-6,10-12 Lk 路 13:1-9 

06/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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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16 四旬期五 Isa 依 43:16-21 詠 126 Phil 斐 3:8-14 Jn 若 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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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6 上半學年各級新生 (1 月 31 日開課) 
Northmead High School, 28 Campbell St., Northmead 

P.O.BOX 517 Eastwood NSW 2122 
Email: school@ccc-inc.org.au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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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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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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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星期日：  本校 下午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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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C

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及華人天主教會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四日假依士活中心禮堂舉行。週

年大會已選出新一屆委員會。 

CCC Homes & CCC Inc. held their AGMs on 4/10/2015 in Eastwood Centre, with new committees  

Chinese School  

中文學校 
School Board 

appointed by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由行政委員會委任 
Hudson Chen(Chairperson) 

Joe Kwan, Henry Choi 
Allen Tang, Barry Wong, 

School principal, School  

Coordinator, Admin Treasurer 

Principal : Wai Pon   
appointed by School Board 

中文學校校長 
由校董會委任 

CCC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行政委員會 
      President  會長         Hudson Chen  

      Vice Presidents 副會長    Barry Wong*, Joe Kwan*  

      Admin Secretary 秘書      Elizabeth Hong         

      Admin Treasurer 財政      Mary Lee*              

      Admin Co-ordinator 行政總務  Wai Pon  

      School Coordinator 學校總務   Marita Cheung* 

Office Bear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rom each centre comprises 

Chairperson, Vice Chairperson, Secretary, Treasurer & Co-ordinator 

各中心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秘書﹐財政及總務  

Pastoral Sister 牧職修女      Sr. Teresia Seeto RSJ 
St. Paul Sisters 聖保祿修女    Sr. Anne Lo SPC 

CCC Homes Ltd 高齡之家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局 (8 Directors) 

Hudson Chen (President), 

Sr. Teresia Seeto (also Secretary), 

Barry Wong, Joseph Lai, Wai Pon, Henry 

Choi, Marita Cheung, Mary Lee 

Board  of Trustee 信託管理局 

( Elected in AGM annually) 
Ruby Chan (Secretary), Richard Leung, Kelvin 

Wong, Henry Cheung, Allen Tang 

Centre Executive Committee (elected in AGM )    

各中心執行委員會  
 Lindfield 北區  Eastwood 依士活 
Chairperson 主席 Gloria Cheung Andy Lee 

Vice Chairperson 副主席 Henry Choi* Lucy Leung 

Secretary 秘書 Katherine Tam Judy Fung 

Treasurer 財政 Kitty Lo* Becky Chan 

Co-ordinator 總務 Helen Shek David Wong 

Management Committee  
( Elected in AGM for 2015-2016) 

管理委員會  
Chairperson 主席  Joseph Lai* 
Vice chairperson 副主席  Gloria Cheung 
Secretary 秘書 Eve Chen* 
Treasurer 財政 Andy Lee 
Co-ordinator 總務 Joe Kwan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 華人天主教會  

(Spiritual Director 神師 Fr Gerard Kelly) 

*  Newly elected 新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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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 Gerard Kelly 主持青年組 

報名﹕CCC 網頁，北區，依士活中

心，中文學校，Kingsgrove 華人

組，Carlingford 慈愛樂園 

12 月 1 日截止報名﹐先到先得 

Registration close on 1/12 

Contact 聯絡： 0490 026 379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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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一 相  (更多相片在本會網頁) 

中秋節在依士活中心舉行感恩祭後聚餐聯歡，精彩表演包括中西舞蹈、中西樂器及歌唱，壓軸好戲更有 Fr Ruben 高歌

多首中文歌曲 

Moon festival celebration in Eastwood centre, in the lunch gathering after Mass were folk dances, instruments and singing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with Fr Ruben singing in Chinese as the finale  

依士活青年組主辦燒烤午餐及聚會，並得到堂區神父鼎力支持 

Eastwood Centre youth group hosting BBQ lunch and gathering, with full support of the parish priest 

北區教友與主教慶祝堂區中心重建開幕 

Opening of Lindfield Shirley Wallace Parish 

centre with Bishop Peter Comensoli 

北區中心慶祝父親節 

Lindfield centre celebrate Father’s Day 

Fr Gerard 祝福今屆會考生 

Fr Gerard blessing the HSC students 

依士活中心慶祝 Fr Gerard Kelly 生日 

Eastwood centre celebrate Fr Gerard 

Kelly birthday 

響應關傑棠神父捐贈英文書活動，書本

收集後寄往香港 

Shipping English books to Fr John Kwan 

in Hong Kong for the poor students 

依士活中心第一位慕道者接受收錄禮 

Rite of acceptance for the 1st catechu-

men in Eastwood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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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c t o r i a l  (More photos on CCC website) 

中文學校舉行一年

一度的師生同樂日 

Annual activity day 

in Chinese school 

中文學校學生陸嘉妍(左二圖)及凱妍(右二圖)分別獲得紐省民族社區語言學校教育廳長獎及高度嘉許獎 

2 students from Chinese school were awarded the Minister’s Award (highest honour, left 2 photos) and Highly 

Commended Award (right 2 photos) by the NSW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Community Languages Schools 

週年大會選出新一屆的華人天主教會委員(左)和高齡之家委員(中)，感謝多年來幫助高齡之家的核數師(右) 
New CCC committee (left) and CCC Homes committee (middle) elected in the AGM, thank you to CCC Homes auditor (right) 

（左）約廿位教友參加由雪梨教區舉辦的非常務送聖體員訓練班，（右）其後在依士活中心接受派遣禮 
(L) about 20 people attended the extraordinary minister training held by Sydney Diocese, (R) Rite of Commission in Eastwood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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