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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門徒說.[""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成為門徒，因丈且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導他們遵守我所啥咐你

們的一切。看我同你們夭夭在一起，直到今世的持站。J (瑪 28:l8·20) 

Jesus said to 血em，站AU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been gjven to me. Go 

therefore and make djscipl·es ofaU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 Fath缸'and 

of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at r h.ave commanded 

you; and 峙， lam with you alway吭 1，0 the dose ofthe age." (Ma說hew28: 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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緝者的話


有一位到厥主哥郁的棚t:-.t M喝利，..

也疇，得見1:.").且 會否因此，義制 a 已

是，圈，導權份子﹒喝利，也總@聖 4擎的訊息

在宜，跟前 ，是有人是享有特權的﹒若真

是有的艙 ，便是神父 7 四島神又是祉

，籃子那姆在台的代義 所以聖母叮囑，龍們

喜愛神父，..種神父﹒

‘民圈.~主 -直"傘"人天主教舍得笨

，但眾同國倒 不同鈔，閉，量的神父關懷

和電動監.在毛是全軍伸長+ 相信大家，時 S色

的會的，再士 P抖，父-定不會陌生 ‘It棍

，鳥..父今年老月入.五十迦牟耘，甸回+

退學. j醉'"建介紹位於禹神父.生地

止'-. 的，，~聖母." 益駒，使有關神父

尊重尊和教衷心，塵 ，再曹大家 11神父的愛

戴均#文字和"蓄所".進!但."例

，包設法神父愛益 t人的..神 在這 m ...
互相愛越 巫徊闡像﹒深信'1;..t.，。乘車!
請1.>;1.-視袍島神父神"獄， 主息靈..﹒

六月+-t l:l :t"~~r: 'n:" 1f ‘使統
~更明白績I: IU:..... 盒 .f，1M C.香港，隨 

U.國據神又總司已有 W r.1Q

回月下旬 攝入，已主教﹒完成的-..槍

，大還﹒酬望島 crc it大家庭風"的兒

，姆總~~!巴主! it光照 使這團體成.， 

e止的先地」仁的壘 ，真-'-下 共U

闕"M JJ . ·lull'l!"建立&智的持國﹒
、J 

酋喜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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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國總﹒本會的國總是 主﹒

袋們的神"禹蝕，命神父已"他hi" ，!b鉤

，苗.，色的t退休 II<怪他在心人3毛主綴

，的神"蝠".述決定~已枷會巴拉喝釘 

eft l& • .ft 神父退休的對自息已刊登，令今朔的

..~縱 徊"各位，想"-II.同..鈍惱﹒

-
R
K

“
你
九

主
教
區 U

般
都
吋

鳥槍父過去+年 -A I:./.神"的身份指導

A
W
ι

本..句..屁. ...位，尋尋1:./. 4fllll基礎之上

H成長 鳥..父的忍耐，電進見今本會得以 it

,..，會員的眾教和學生育福祉

提供京"輿且重復教育及提禹社會"A的

意氣

促進每人團體與澳洲其化m敬之間的.. 

,.

提曲時+又沒文化教育﹒

』向神父4主任期 M 鈍."是們也會外a 均與

祠以外邀請鑄旱，主持各5萬 e勵 他亦會仗

，提 61"們所須注章的事嗎﹒ 

3有爭，又是-位，于...，.﹒他會主動辱'"俺

們對"們恤，足以他的~.盟"會"，鑫他 

在此闕，班時輛，機質量鼠 ..n會員繼續候

"團結令你豆"互助烏克鎮失主..抱

在當-'-鉤，使.'

此外."們已訂，令七月二干二日-，時It 

4.....通向~+迦牟 西區成立十過牟

北區 a~﹒悔之拿起立軍迦牟。處處'f伸入

..閣..越神父4墓，會到2盔，‘無盼望各位 

‘''''''I:./.a''-t月二+二圓的，被瓣醬﹒

今年是~每年，擻，巴拿勿忘研泉，止，學莓

，顧a們﹒ 

2 



每墮妄)=叫U

蜀，三年..‘喝，遍現金高"之擎的 K 址 

-.ft 悔，食也現...-幟.，‘小民村 婦" 
... 蟹，的能圓'lit..f.皂 角企鏈的 U'.縛

，再呵， 三年之後 ，. 't.... ﹒現 "..I到‘ 'T 
t長會饋現II矣。有坐在毋寧也-.越 有些

專<f:-tt..1l了N1~;1t益的思.~伺'It A 
a‘..之 ~j益 ~.t. A區域 ·nIH*M見...﹒且通

!<擎的't h·.a :l:的閉 ，企錢 ，二輛三妞

，已必.. 且蟲五月俊筍，也包含企 "'Ail_*

+，、人的 i 材;0.為是純真可J: • #t-i- ;t !t:(;.t
"星..1Jt.:2ill-/f墅 ..ll...td ‘ a悔之擎的
重地L·...看a側的長ot·

人所共知 ，電們悉，‘.叫~~令員益沒有凰"

~見，宿舍的鰻槍!遇到國實'H'兔的 恤金員
們草木航線 m 從錯頌中學習 

4 1<革..村內多人的構科 f.退位層包會鉤

，增加 1.... '1 則 ...役t?~.們帶+命 

".. 桐望通過理解..". 高齡之家籠起恆心

其他團，噓的鐵槍﹒

今天 盒，‘"望有u有這是的禹齡之首長 在.

﹒萬美主這ft> 另一戶但是車站，.~" 人們從

過且這不分'"訟‘"蟻，紛紛來..，島a悔之家

分拿來主之吾吾之寶安﹒

司這電壘Cdc:=-

5禹盒鐘摯.>l-....‘~.L你的，用，.

~:(~崎.... 他們的 L作包指.，軍...鼠，叉

~Jl·1J鍾.~﹒重修...~...“重地

刊.，， :e"JIf室"....、~"公詞禽"'f.
覽會導﹒

《聖鍾拿刊》 它是-"莓，喝~鍾的祠，每﹒

肉 SCI婪，集包妞，脅性的文章.ItAlf
重鍾圾，、 ‘舍生這 ~t費、~鐘時代的民瓜，

繕 ..畫籠子‘. .巫師割地 也有重糧...‘ 

u 先看學等'''' •
《聖地》 它是-"宵 M~'色的刊....澈

的圓的是.，.績....I!I‘主 U'伊拉伯門統、

台聖先賢的是置.. • a .j長袋，軍人地 7 轉《軍總》

命的 "A ι&tltt:£."拿錢"的縛~ ..
神-

a鰻蠱.，它是 帶幫助績，詞句t' 畫

....生興趣的刊..﹒內$.~;1:濃構 是有"..
"看，會童般..皂的街哩!•

《仿佛吏，時) : ..風.t~. 它是-份幫助"

，在生日‘主史街﹒己的 n..· 作 ....111 1$翔的 
L'﹒俊筒 ot ，時，盒，曾有緝的... •

《聖經拿吋》和《重地}.*:I: 提-可. • 

年圈 M:IIQ{ 聖鍾A I:).... (!JfIIi' t'的) _t ..
月血，‘-次 -年 +;..M·...τ仗...傘，籃鏈
，巴信仰方面，信，喝得益。徒們這織間..-.-A是訂..

《量單處.l 季.. (1I"1.﹒叫﹒

如獸fT.請...~鴨C恥"""("‘I .‘
倍(但) 9659-04忌。亭，是«().IOl) 481 475 * 
L阻1 目甜甜富恤閣....且

問答遊毆 

L期間，已過鈍not名單

就可nnie AndCl'當~(先 III 統月 (ψ ‘)' Irene Ctlm 
(all) 各搏精.."品戶份 j場所有 ....ot存

各縛，嘻品-份﹒所有關品也CIT t'A. Hu..bon
a.、退出的化欽... 

L期間.過 l< 莓u
 

L eec.時，令令等 A ， l!ll It i!村>II.池，身
 

2. CCC 成立主令巳有比J.!.~ 

3, cee 三中“的成立臭汗 h 且e土皇A

喝 ~..aj、徊停車"Jp .T"~主"惱，和

且且益II益 

s ....搗....令特別著重，令....的﹒‘你 

"'''9ft'' 人的 s費用 ux饋，‘為 a
且重重主 

6.	 -tf 4 IS , ~'.暉，時他們錢 7 亡事的比哈!

他們足夠 c ~色11產主全且且且 

7, tl.J& 14 安 As 耶‘金-﹒是啊，巨人 ..
緝拿 φ 冶縛了 -A人 都人』已有 c 1S'且

益 

S.	 '凡 a‘學自己的槍訟It押凡眼神 a 己的也b

省食高，但 J' ilU 分別..."且且-'-'-全昆 IS 

4軒"個‘ fttt 1II1t.	 ,". '0';' .ilUUi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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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山、

朋友到土;有余山朝聖，送來一尊月11 緻的聖

像，聖像看做白玉南韓製而戚，品學可愛，聖母

雙手高舉小耶蟬，項主史在自己頭，上，小耶揖貝IJ

雙手伸展可說傳十字架卸的.聖母雙腳邊站著

那頭長角身長冀的l獸，可見她肩負重大而神聖

的使命。記得我把聖像帶捨神父祝聖的時帳，

他對這揖會了中曲藝綱的作品，散為觀止，我

寺訴這位 i島湖神立，聖母絕不會忘記中國的。

遠在企瓦 1860 年至 1863 年，中國江晶社區

面臨考驗，傳教士為 T 躲避太平天國之缸，掛
紛回到土海時軍區和董家述，由於路主主政 i芋，

教士在向世土和精神土均遭絕不埠，病死的

人不少。耶揖會的胡會長，便在帝山南面建草

房子，作為會士休閑療J龍之戶時“ 

1867 年，一位社社的神父在山上建造了一直

六角亭，內放一尊聖母進教之拈{車，笠年三月

主教輒拉侖山說聖這六角聖母亭，竟有教友三

于人之}參與盛事，這是首次公開的會山聖母

教禮。 

1870 年天津持生報社士、燒教堂等事件，上

海一些不良甘于乘機妖言患旱，誣告教士車推

人眼睛，取小桔也肺製葫嘲載難一觸即晉司教

士也不敢外出 u 當時主教剛巧去 T 雄馬車加梵

蒂岡草-且大告會主義，副主教即召開緊急大

會、提議用江晶栽在名義許息，禍若社區得免 

報 牧，聽- 我

一) rDorothy 1 生日快離! J r 哈哈 !'l馬神父，

謝謝你 !J 神又怎知拉圭臼 ?r啊!記得啦!

有一次嚼蠟投 g 神父在聖堂門外笑瞇瞇地

跟教友打招呼，我個常趨前E晨起，開玩笑可

無意間就到自己的生日，豈知他如輛細心

其實這位封牲人，時常都關心他的羊。有

一天神父特意來電向我要 T 一位教友的電

話號碼，因為他說缸久沒有在 ece 見 !'J i畫

家入了，相信不 ~Y 朋ii..也會接過馬神父關

懷的問性 c r 失落的，我要尋找;迷路的，

我要胡田。 J (見 IJ 34: 16)

(二) r DOl ot峙，你只需頭鵲張機早就得啦!食

宿全免! J r 嘩唔唔，你的好意心壩啦!你

一定忘記我是一家之「煮 J '還是好好去欣

賞夏威夷明媚的風光和優美的草揮舞

吧! J 馬神父為使我望梅止渴吧盤渡假時

竟寄來明信片一張，附土幽默風趣的祖祖:

「自從來了夏置在夷，我的道守大使 f更忙了

很多，因為他峙常要蟬道我的雙眼~ J 很

多朋友都說，馬神主已是位充滿賞心的聆聽

者，他曲默而富有智益的語言，往往是我

們心靈的良幕，所.tl.且在論遇上困難或興奮

的事，我便想起這祖先父的化身，與他分

快名也
大難，將在侖山建一座聖母大堂。兩三天蠱，

土海的地方長官至II 訪，不但沒有難為教士，還

客氣非常，甚至責備天津的不法暴行，答允土 

J寄一地不會發生意外。隨後聖堂便興建起章，

稱為中山(半山且要)聖堂~ l!p帝山聖母堂 a 

1942 年，教宗庇護 12 世，特較中山聖母堂

為宗庄乙尊九艘，和法國嘉德聖母堂岡銜，在

進東還是單一直牡封的聖殿呢!以隨每年五

月，不 y熱心教友，都從四方八面車輛聖“可

惜文化大革命期間，聖堂內的學台和聖啤不翼

而嚨，門窗 i直打破，教友們非常喃心，但信仰 

III堅強，現信總有一天，土主的庭院會重現侖

山。

近年中國政府對宗教玟策稱為放嘉，不少-幸生

友出錢出力，自山腳下攝沙拉后.J:.山，艱苦地

把聖堂重建起來何如今聖母月間又有幸愛聖母

的子女不怕路進遙遠難苦，不是外界局勢環境

影哨，尋起登山上聖殿，以表1萬暮之情，期間

聖母也曾顯見持朝聖者，還有不少奇蹟出現 u

:在其申有位聖堂的管理員，是屬量國會所

雄，沒有韋拉信仰，但有一天視眼看見聖母輛I

現'1l.聽道理明洗入教。一位上海神丈說，初

期社會由聖母壩導，現在上海的社會正由帝山

聖母咽導。其實只要我們跟隨聖母，自可步武

基甘，聖母一定會帶暢我們踏上夫鄉之路。

，載的草也茵茵報
 
Dorothy (西區)

享喜與憂。「受悔的，我要包~;高弱的，

我要療養:肥胖和強壯的，我要看守。 J(則 

34:16)

三) r 士提芽，馬神父搞了!」「什麼?他九T

那間I 醫院?我去揖探化! J 其實士拉芽咱

洗兩個月而已! r 土故我個女咕了，也百

忙中都抽空主IJ 醫院，現在... J r 士提芬昨日

帶 T 太太恥于在于來穆院探我啦! ，荷中的

掉 1St蝶雖然轍弱，但掩不住內心的敢擅 b

此堂還賞，人間有惰。自從馬神父皂峙，

教在捍訪絡繹不絕，選為他準備膳食，結

呆 CCC 要向大家宣佈謝絕探病，好~神父

件，皂白這正反喊出教友封神父的愛" r 我言是

識義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J (若 10: ]4)

(四) r神正‘你騙意透過季叫說幾句話嗎?I我

廟意把每日的痛苦為ccc 車拉持天主;我

希望大家互相愛護，且相關懷，尤其息搞

成車司更截至Ij r 閥靚』比-t;7}都重要。』

神:X..'你是我們豆豆祥的父棍，書謝你在搞

中島我們間體的春l缺，品我們每個章見此

上的It塊禮 l r 蹦土主扭，福啦，彈護你;

廟上主的車擷光照骨、，仁挂待你。臨上主

轉晶垂騙你，鷗你平安"J (戶 6:24-26)

·4· 



重J 讀者信


進來有教友問及，既然基督的聖體

已包括了他的聖血，為甚麼彌擻

中還要領聖血?

c!<………以酒作他的體血，以體現他帶給我們

豐富的生命和救息;餅作為她的聖

，以體現他是載的的生命之糧，他犧牲自

己，為數蹟我們，她的愛養活我們;他以酒

作她為我們傾流的研而永久盟的之血，品使

我們頓愛的人，在地內結盟，典天主和軍人

合一相通，以體現他建立的新的。這是基但

救世接獻一體兩面的意義。故此，晶方社

一直到十-、十二世紀，仍如東方教會一揖﹒

每丈彌蝕，主禮和信友都接照社主所願幸

的，兼傾聖體和聖血。雖然大家都相信整個

死而復活的基督，都臨在聖體聖血哀，所以

給家襄病人送共融聖事時，為方便起覓，也

只送「聖體 J '不過，正常地舉行喝撤時

兼積「生命之糧」、「救息之杯」、以分別

現和接受他的「軟贖 J 和「結盟 I ~

西方教會到了十一、十二，世紀左右，耗在

國嚴重罪惡展和缺乏對禮儀教盟的認識，已

很少續受共融聖事。彌揖止中，亦只有主禮司

鐸嘿聖體聖血，而信友只是「望 l 和「朝拜」

實臨在許餅酒形內的基督(於是有舉揚聖

體聖血的儀式) .致使天主社會為，l1;l l if.:. 沌的世

'和 it勵教友咱是共融、聖事，道於-二一

五年規定信友每年至少喝聖體一次，

結果，教友偶然桶受共融聖事時，為了 /J

便也只領「聖體」而不頓「聖血 J ·於是形

成司鐸常緒大(餅) r 聖體 J ·續「聖血.J •

教友偶然積小(餅) r 聖體 J ·不領「聖血」

的異象。與此同時，東正教人士與「胡斯派」

人士看到西方社會這「兵車 J ·道是出強眾

的譴責。西方教會多次辯護，且於一間一五

年公斯當大企會主義和一五六二年脫利睡大企

會議，為維吉荳整個基督(聖體、寶血、靈魂

羊。夫主性)者~鷗在說，聖了的餅酒衷的教義

而聲明教友只禎「聖體」或「聖血 J 是合理

的，也確實壩受了整個『基督」和~恩無眠

全部恩寵。( DS 1l 98-1200、} 726~ 1734 ~但宗
底批准個別地區信在兼胡聖血， DS1760)
於是，西方社會的社走不唱聖血的習慣，使

常被東正敦和改革宗教人士所詬病，

一九六三年梵二大公會議禮儀:在幸55

條，一方面維護整個基督臨在「聖體J :和「聖

血 J 中的教義，另一方面卻積極推廣教友在

某些光景下兼續「聖體J 「聖血」。一九七五

年的彌搬起書絕論(240-242 錯) .史以相當

積極的字句推唐扯皮兼頓「聖體J r 聖血 J t

且容許地方主教固和教區主教自行釐定最頓

「聖體」「聖血 J 的光景;當然要在可「扭 

~1 J 的情況下執行(也可事考主主教法典 925
佈) ;同時清楚解釋「兼胡聖體聖血史清楚

概示主的寶血所訂立的新而永久的盟的，且

表明成恩聖宴與在天父國襄天止是席的關

僻、 J; )t介紹兼迋聖血的可行方法;「直接從

聖爵胡受聖血 J 、「酷聖血」、「哇管 1 或「小

句 I (備搬起書總論) 243~252 梅)。

可見天主教會的音11 導是非常清楚的({天

主教教理) (一九九二) 1390， 1393 峰等)。
一方面教會深信整個復活的基督臨在於「聖

自」「聖血」當中，只禎「聖體 l 扎「聖血」

一可以得到買主恩祭的全部恩寵，尤其在病人

牧草土，因聖血不易保宙旦旦搞人不能沾酒等

理由，只逞「聖體 J 是實際和合理的;但教

會另-方面也同時強調要教導教友兼頓「聖

體 J r 聖血 J '使「主的聖魯」意義更能圓滿

體現出來，尤其是表明在基督向共訂新而永

久的盟的 a 當然以土社會的教導是合情合理

的，需要司峰和教友了解和盡可能運行，包

括教友最好舖受同一彌組中卒酷和祝聖的

「餅 I r 酒 J ·以顯示教友參與基督的學獻

並結合於基督的無獻 'll 主控司擇宜才巴餅分

作多份，致使可把一部分分絡技友領受，以

傳達「擎餅」羊。「舍一」的意義({喝胡L鐘

書總論〉鉤，283 條) "

目前來說，全球各地方教會，包括香港在

內，已在不同程度上執行以上兼領聖體重血

的禮儀更新 e 事實上，只要有足夠的送聖

員﹒足夠的協調和堵育，加上應有的車備和

尊散，還有甚麼障啦，阻止教友按照基督 U

願意的，在彌撤中兼喊聖體聖血呢?

港社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主任

握國蟬神父解答

{轉載自告社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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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人(中區)~神父 8JJ

中區人:神父，身體怎麼樣?

馬神丈:有進膏，走路輕鬆了，沒有以前那棍

容易截至 IJ 挂乏，每日都吃止痛疇。

:那膺品?是背脊嗎?

馬:不是背脊=而是蛇;這皮膚茄，迫走全身，

痕癢難宮，不小心睡到神鐘，會有企臼蹋電，

劇痛難忌。 u一

中:病是怎撮趣的?

馬:不知道，我四十多年沒品過，沒見過醫生

一面，不料這次一干子 ff~干了。痛楚難忍，

百病叢且，冊、買‘時此都有毛品，脊骨

內普畏，要動千樹刮去骨中的風 o 我想過

去四十年，如去看看醫生，大概不會弄到

缸此地步。

中:人家說起練乳功，把身體弄垮了，對嗎?

馬:不對，我有練氣功，但鹿和比丈痛割無閥，

我已暫停練氣功了“

中:您息得痛嗎?

馬:不太能忍得痛 a 我告訴自己，捕-來就為 

ccc 桶樁，迫使我的痛楚變為有意義 e

中:為 ccc 祈禱，能成輕痛楚嗎?

馬:的確會成輕點，

中:那 it 痛楚自繭，日籠豈不是不會為 CCC

祈禱?

馬:不l 會的，不會的，技怎會忘掉 CCC Q

:神父，您是自小立志做神父的嗎?

馬:不是，我並不是生於企教家庭。

中;小時帳，您的理想是做什麼?

馬;當教師，警察，醫生，都是些為人脆弱的

工作。

中:請吉兌現位入修院的控過 u

馬:我出生於一個商人掌底，有些資本，政權

轉移，丈母把我和兩位堂兄弟 i毛主IJ 香港;

其拉大陸闖闕，我便和丈母 i隔絕 T 。我在

惡的中學讀書，並親就成為天主教徒@我

素來喜愛青年的工作，拉到惡幼會很過 4

我、於是就入 11，學會。

位 J 蛇是小兒息水痘峙的一種過雄性描番，潛伏在 

U 盟內，當人髓的先挂在社出毛搞時，它使出來活

動"馬特丈的晶存在三又神煌的第一叉，時眼部開

始的那一求醫現在馬神父已渡過最痛苦的時期，神

丈現服的不是止，端盤，而是用車壓抑神極不那麼扯

蠱的蟬，馬神父要完全康祖祖當賴他免在能力的提

高，說不足l是一年4半年固吉貴為她l訴禱 q

中:你當神父芳11麼多年，有什麼是印象特別深

剖的。

馬:我是第一批蟑任惡的會 i譽院院長的中

人，也是最年輕的院長也一般任院長的都

是土年紀的，噁高望重。我唸完書，回到

香港L作，不足四年，長J二便叫我當院長，

等年僅 33 晨，挂在香港當院長四年，再

到 i奧門當 T 兩年間

中;當院長時有什麼趣事?

馬;在澳門時，有-天，主教采訪，在正在國

中剪拖悸本，主教問我院長在那l裹，我說

他正忙著，主教聽了，便叫我帶他四處走

走。我也童心未氓，友告訴他我就是他要

找的;我們一面走， -晶晶點江山，主扭

著實稱讀 T 輯院長一番 q 說呆在晚宴土大

家正式見面，主教有點愕然，我對他說我

沒騙帖，我正忙著做園藝. ~主事也可看出，

主教心目申沒料到院長是個小伙子。

中:八年院長，只有這趣事一樁?

馬:我當院長，不論是在香港 ~j奧門，我都把

麻雀和電輛，引進了博院，-~增強智力，

二是高了和世界;，接觸，此外，我也有到

過賭場，全 T 些批坪，其實，我們學校有

不少苦生在那兒工件，去探望他們也沒什

麼不對們

中:我看您的問屋， 1:哇，是支點植調離海門的，

國主持離開哇，並沒有持也安排工作 u 迪和

您的年資和作風與卑不同有關嗎?

馬:我要離開草鞋門，主要是那時港淇有些政治

風鼻，我在某些學會土，說了些人家不要

聽到的話 n 長土高 T 我的安全，下令我離

開|會主IJ 華國讀書。那時，為了安全理由要

離開的持正只我一九 o

中:我發覺妞，姓馬的嘿，人其文拼寫都是 Ma j

但垃的小草 a 的尾巴掉 Tt 變 T Mo t .w
是抄寫土的錯誤嗎?

馬:不是，我是正式申請 tt姓的。到漢訓日寄正

式挂的。自妞，馬神父就不存在了。我回

香港，人家還張冠李載，把我說成了另一

位姓毛的神父:位姓主要是配合政治移民

的要求，

中:神父，您學習持生，最專精的是哪方面?

馬:專家說不土，但我喜歡藝銜，到巴黎當學

美衛自在英國峙曾主持藝衛投資講座" '"

它雖個銅棍，我 4畫畫迫人。回故我退件，

健康好些，我 f且有可能重持畫筆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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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 IJ\ 無
 
的)]年 2 月 16 日生於土海﹒並在上海受教育 

1948 年 2 月 18 日在香港明洗和頓監:ft\ 

18 嵐: 入愕院﹒先使就讀耕澳門、英國、法

、羅馬及台灣 

0 歲: 回香港蝕傳道員，青年導師，扭曲

(教育司暑註冊教員) 

33 歲: 出任香港拯幼修院院

37 歲: 出任淒鬥慧的修院院長 

41 且是: 到 j與大利亞，前往廿多年，曾做美軍

軍司鐸、噁區持丈，復調到墨爾本，

賓士斌社區且作。 

61 Il. :到雪梨，任 ccc 神軒， 

2001 年 (70 歲) :國使康關舔退休

中:人說您是飲食專家，對嗎?

馬:是議會，我在香港很幸福，衣食都有人照

暉，到 i奧淵要從頭串起，有才有不懂敵妞，

不知干*水，有衣服有洗粉，不知如何洗

衣;所以巷成了只要能喝的都喝，能吃的

都吃，完全沒有講究"酒方面也是如此，

意大利喝甜酒，法國喝干色，其國餐酒，

愛闊前昂起士忌，人家喝什麼，我便唱什麼，

中;很多人以為您是外省人，沒想到 1在竟是老

香港。

馬:其管我是老漢祠，在此廿多有午，沒4也會講

中文，混混想到有一天，竟要說』廣東話。

中:您想不到眼睛 ccc 要用蜻束語?

馬:走的，正主真自有安排。在墨爾本，長上

說我是中國人，叫義去為那些說廣東話的

人服務，我那峙丰句廣東話也不說的，連

忙要求長上不要強人所難=其使我起息長

上向香港要人，結果派來 T 曾神父，當我

攝千稱慶的時惜，長上調我到雪梨。

中:是應 ccc 的要求喝?

馬:我也不知道;到了雪梨不久，就聽說要一

位中國神丈去為華人服務，若真是天主安

排的，您怎也逃不了。只好迪在請人替我

告買粵音字興，一個一個的字去查司一個

-曲的字去誦，但不苦怎樣努力，還是

“杯" 叫起"不分 a

中:這次唔唔睛，是不是根本開心?

馬:凡事有主的安排，這次得病嘲要住院，離

間親友，很痛苦;但對戰來說很有位瓏，

我這時才告覺裁和耶輯的關舔密切了，以

前雖說是為耶揖工作，但究竟還是我的工

置我的實力，我的表現;現在沒事扯了，

才插進平日和耶歸誰話不多，

中:有晚會f辜會事力。鞋在的祈禱眾會嗎?

馬:會是會的，主要看1~康情況，我不能久生

再加上拉住得壇，來回車程耍一小時此

土，看來不是目前的事@ 

t: 您的轟在技術怎樣?

為:不錯，只是沒對手。

中:好了，謝謝神父，主咕。

馬:主錯，主咕 

J3 ;且使出任{譽院院

長的馬神父‘難怪當

年主社也為之愕然
現居宿舍之音客室

成旭、單竹均為神注冊植冊封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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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迪生中的罵神父 平凡(刊)
 

•.、、、-一…
.-尖見.神父想來已是基本多十年前的，

? 當時過區司1'....剛好成立 7 大的平等有賴

香港赦國已借'"悶啥，也季，又傘，騙你六個月的間

Ji. L作﹒時期-為 闢神父It魯迅港兩局持

又是從墨爾本上司長搶修...人天 Ut 舍的神

峙扭借故氏工作﹒

老賀龍，為神父初司，紛飛的印 t憊不是良好
主要是 a毫不語隨他!加」ι他，略帶有重重」比 ilo

，的緝拿緒不 J;.;'進訓...娘，已咐他的 "it 能
...，飛們~-向織實拿地神通不少從香港到

"..的神父..."們主持-些重修逝，身歸

嘲「過卓越 J 他們看，是前，進 -i，胞的神" 相

此之下 為神父，u讀得失色 T ﹒

甜甜且早犀變色‘民鏈的面包 可能 t 國i11 4&il

場地有-從國子!所以...人牧民 L作方面，
a開始時有些不習慣 "..覺得他與 a們會保

4寧靜 ，也經....漸漸，是發覺到以他的學缸，構

悔，背景(~幼會傳統上是做鋒守的)。他 x 

唔，是，婷的闖過!而且份子......團體農紛

」ι有很大的自由度 車來在他.牟時代 ，是

相當..妮的，處于 "It.色 t.開僵局 位是 m
，峙.設計，祖佑，離不是失主要他像個 Fi虫

人的議...他現今可總已是-，..色的設計

It·不過 他的天酸楚沒有提友的 ""蝕了

持叉，他的4ltHd包.."有用場。不時也會看 

叫他所益的佳作 兩位，令畫'"利~舵思高會有許

中惱的小畫室內的-他-..都是他的精、傑

仰，帶給..後面的-切，這量都是他一手-..從

-I'"酬，會.1且也來的 健計，fJ:.*後!真司令

.L~.f.l.'‘黨水呵， 見過的人必本If激他的總

力 IJ..:; .!， ·tl l.i1 tl.f\漸撕開始，指釗禹神父

那些毒品‘不霉的後，也 而 11他的 'PO 太太仗 

親加.l.迫使年來也 .t 中，隨處因徊處久 7

OIif~給起來 人亦吏't it切.""覺他絕不是 

以氯字計，軒鈍鋒也越鈍..飽含吸引人.，卻是

-位以大智若皂的莓，色。久~久來 兩句銷¥

司"益之語 又..以..，良'"你~-!il tT"壘的尬，世

痕，..

企年命 為神父攝制了 這-誡 他好像後

重建的，打腳踢.......地摸得 4星地.l.多次!他

竟也-個殺"鍵塌，到且有精力瞥，速度 ·t酬的強

者!摳"If.-\-但..“可憐的老人家 ·it記得

會他.-..也使回家的曉止 ，是去總~"他

眼前見，使頌饋的他 簡直處 7 一個浩浩的那縣

*"鼠，那-，.日子.""，受到他般巫了人生是

。苦的時刻 會主，徊近耶餘的十字線 國 4 JJ1l 
不只是肉，賣主的“..普 !t.&益是精神重性主 

也是可個很大的"松﹒的雄. -向 t是那層有
..h合幫助別人的他 食總變得那月，無能 而

要微處地值人照徊 tAo相會，受. ，是他 U 中

彼得知他 t 多次掙扎，拉越甚至想改舞，但封

，看來!車的，緝令他向主完舍的/t il 他'"飽

學雷到在主前真正的犧.. 服從!這位卻@給

他無窮的..，品 從他身止，這種會制幢大的"..

，想管Jl﹒

10. f, J;...~神父已在有精力企J鳥飛們團體臘
"但其實?他忽略..斜，在a"們悶..計醬

他將 -J且以拿符久馨的肉體J匕吾爾奇f".取你身

袋們倒也的精~ 所以他欲Jti接受.u，你 

且有神文，你這精神.l.的文特.，直是..彤的眼

紛 否則三個i'.，;;- r千失去了神師又豈能運
作..變令你旅 ilVl們也令敏愛的神"益處!

報刊沙回附庸
、也""/ ~ ...3 m芯 ，處使柯西區)

他是個雕刻".在飽皂禹神父宿舍..， 有 突兩 S忠來的自現織，時-個....神)(i(J 舞少

-個兩本."而成的精晨~，也 胡作..獵峭的 雙手4個來慮地 1 緝.....跳得比其他辱，人

窒息﹒他舍利用繪畫樹，李萬變成圾，平天主的， 更動. .他的影響 ，牟們更加投入 俊勁地

辦L其 真令人.'J ﹒

他"'.-等。't吏 tt l:﹒記得有-次6~間做治
動. ，鳥.-倒塌因是峙，電設計噶廈. j醉品，看火 

，是女性，覺是 ..給 U.主楊樹是個神秘主

t·....&-人....紛紛之間接 主益，專借過來 女

企們揖息等待盼望眼前出現-但何蟬，婪

，紅齒白 '11 r ::l:位」的遁入女郎... !風

的來，回貝爾-鈕，每神父 是真的嗎 9 當局神父

第~時鄉地竭地他曾在法l!hUt~，也設計. .,
們彼時 T .
總是個老有 t· ·(Ut逾于講+i1-."上

iUU. (l拿...佇除夕院 t 。但風tT很多殺

沒有 4怪有的﹒青年們會.If..少不 7 的金為會劍"

-脊It.皂，辱的舞步!是誰當然只是，也在旁觀

1前 模集吃喝 跳舞嘗不"他們份兒﹒可是吏

It，有神父 -il研俊踏入停地 大家都驚訝神父 

時音樂盒，會鈍II ，

他;l，: _ft*· ...使友也It渴神瓦迪金的..."
... . .t益成 ii:iIJ.!t t 受過不少壓抑和迫害﹒值

持且已倌仲整定不移!苔，賣不後，絕不..悔 棍 

兒如..'這種飄士精神亦表現 4且對抗身.." ..
的時備 忍看全身的著樹 接受長時輛面臨街晨

治療，堅守信仰 l 典主耶穌-悶，負+字祭﹒

也是個.1."佬﹒神又是個不4持不抖的.l."

人講E止 i' 1:1會以前時t-.lt t也上海人的. ,.
由<，作風 往往令人覺鋒所有止海人都是如此

的瓜f:可是在回貝爾的...神瓦學過肩縛 

絕不口淳續從地番，砸自己的學擋。他.;，.' .!，.倒

似 洞織人、 ~夭倒入 絕不是那些吟大海

旬的人."對上海人的看法也因神父.，從此改變-

，總他還是"們的神"‘導師朋友

z 



石牛(西區)魚雷馬神父
要寫馬神父，話題可真的豐富u 與這個看相

簡單的入輛接觸得越多，趙品被他那深純的油

與獨特的個性所掛朧。其實本人對於藝術

裝不過，但偶遇機埠，曾一時馬神父部分作品

的照丹·'至今難忘的印象促使我J主個門外漢也

動筆，建設馬神丈的藝街。

馬持正啤詩}小報一樣，從小說喜歡對著花

本人物圭臨萃，皓育出一種觀察人事天地的心

神。二十多歲在意大利謂神學時，豆豆措朋友的

推麗和長土的特詐，也到了法國巴黎一所根本

不由外收生的 Arts Studio l 主聾略特別的文選課

程，錯研化所心儀的抽象畫創作藝街。在導師

反對棋仿、鼓勵J個人風格的車間下，神父得以盡

情地特展個人的直IJ件:空間;只可惜身高峰生，能

興時出的時間始持有限。回港捶當神職，更是無

暇繪畫 D 直到在淇瀾的 Exmouth 揖任隨軍司錚

峙，他才能夠大量又大型地創作， "'i千多作品也

賣到美國，曾有一套+二峙的作品，賣得二萬五

千塊美金。畫金全用許助人解困在供修會主用昀

看過神父若干幅抽象室，大多雄{崇明朗、用

色大暐緝啊，每幅也括如海科著許多幸:金 1 等

持與當畫的知心人分享。這與~!J高辭之二家籌

故活動時晝的回幅清波的魚，是兩種九異其趣

的畫風 e 神父表示，不管什庸風格，他的每一

幅作品也有主趟，但她只會點至IJ f! r1 止地來一個

提示，留有太大的思考空間，讓賞畫人自行明

悟追現於作品中的幽默、現刺或意念。藝術去

見，待人接物何嘗不是?他在畢生迪 ccc 和輔導

報走峙，不是同樣蛤與社們根大的自由空間嗎?

圭 IJ訪過馬神父家的朋友，可有學觀過由他策

劃佈置的庭 l寬?建院有池、池中有水、水中有

魚且在魚沌，的一旁，矗立著 -.t4~ 青竹，生機盎

麓，在黑人都怕竹子的根蜻插和淤塞去水道

時，馬神父卻獨愛青竹的堅強不屈-t守只會向

土直生，過l迫嘴峙，寧 $r不腎 e 前院呢 it' 在体

巷期間，用輸拾得車的五條是姐不一的藏柱，

輛做了-個「我行我幸+有何不可」的作品一

四峙蛾柱垂直地面、一宇平排的立苦，前面斜

掛地擺著另一條鐵挂。為神父說:其實苛多人

都不敢發表意見，不敢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卻人云春云:就像挂揖的錯柱，絕對一盟;兢

耐，前面的戰柱正代表那些敢於堅持自我的

人。其實馬持其正是那些什于車，前排的織拉;

若認定是對的，他晶，會堅持;所以在某些事情

上"縱使未能取得與長上或其他神又一盟的意

見，他仍會去瓣。在出任龜幼會f譽會院長疇，

他堅持要給與修士適度的自由和活動 q 他看見

略士在幌期中百無聊輯，便為他們海置電視

，有時還讓他們握轟峙。其他神父反對現唾

士接觸如此世俗的事，但馬神父要培育的卻是

體諒世情的神父。回顧前亭，馬神丈從無挂峙，

因為站出 T 奸的呆子一由他訓練出來的神丈，

不主居於喃導教會職諧的人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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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院的另一旁，矗立著一座誼..M政府晶節省

開支，而令社會建設梓j帶的作品一在一眾多高

粗大的塑料圓柱上，插著一支短的的小木峰，

回過還生了野草，這是諷刺政府眼高手4昆、虎

頭蛇尾，最佳讓建設屠宜的可笑。由此你看到

馬神父的一些什麼性格特質嗎?

山處?可JlI不言不唔，人卻往往因其咕啃培瀚

的氣勢而思念遺物主的偉大;但一棵樹地的樹

究竟又能引起多少人去~~端上主呢?在七、九

年前的某一天，馬神丈看見一是罩在人家|見千中

倒下的樹;那棵樹從一大雄主幹中伸出三枝支

幹'它震織有力地言表馬神父仿佛看到了三位一

盟的聖三。神丈冒昧向這戶陌生人請求，得T

詰倒樹，告f學士等四五人乏力，租車把樹運回

家 a 花了不少時間去構思、錯本、打磨扣上光

油，持於一揮會被輯們素而不用的1fJJ樹，卻成

了哥拉耶聶華皇皇聖體的聖質量植、聖體世擊、言

且無、幸台唱以是一座讓人看見聖母、聖輯、

聖神，引發人默想的藝街雕塑，一投入能見己

之所見，卻未必能見人之所見;能見人之所見2

卻丰必能見人之所未見。藝騎車的時實成正是

能見人之所未見，才能.ft.)噶朽~神奇。

化腐朽為神奇?我有幸成為-份子“三年多

前，馬神父辦了一個「在聖神內更生」的學習

班，他令社「這樺信神踐樹」重見由聖丈、聖

于所共特的聖神，使我在愛與平安的滋養中，

讓聖神重新塑造成軾的、有活力的藝街品。在

馬神父:是長的社職生涯中，這種與聖神共創的

蠱罰手藝術傑蚱，又豈可盡數?又豈能用價值車衡

量?為神丈，我據說什麼F 才能道出心中的謝意?

麟酪馬祖父祖明)
五十年一一足足半個世缸，正是馬神父獻身

天主的日子 a

馬神父蛤 ccc 救車的印象是一位仁惡的長

者‘有高深靈性皓巷的神帥，而且還有活潑有

趣的一面包

馬神采的是術造詣深厚，曾經在歐洲揉造。

他能“從-Itdt.觀賞世界" ，無站一單一木，都

可以察覺民主的化二r.. ~在神父的居處，有一座

+分特別的吾吾台，是他利用枯樹根剖製而成 e 

i也利用世俗看輕的事物l 來 2贊美先主，從而更彰

輯先主的大攏。

但最令我是主動的是馬神文的寬容，忍耐和仁

堂，他身體力行地表現如何作為一個叫善社"，

正如耶穌基督一樣可即使他明如別人是利用她

的畢心，件自欺騙的行品，的是毫無捍、留地付

出 E 縱使現在她在藏品痛苦中，你是記掛看 ccc

的社友而將自己的痛苦作為社友們奉獻也

馬l神父曾開玩笑地說自己是「有」神父，事

實上，在世峙的尺度而宮，馬神吐真是身無一

物，但是他在天國的財富是何等的富裕! 



川訂學 要濃的人 有 a街9 w川hmn叫n 
u先』區)

很高興地區今年有三位朋友在役，舌節領洗，加入主的家庭; 意和天父接近，誠心禱告=凡事聽恩，端端地

他們是 Wimlie， Michael 和 Cin旬，我們非常歡迎他們，晃 就會接收到一些很強熱而清晰的訊息，一次又 
Tinnie透過以于文章，與我們分享她的最受。

一次地非常真實，而我每每跟隨這些訊息去做

我是一個剛剛在役活節受洗的新社友，學習 事，所得到的結果，都比我原來所期望的更好。

了一年要理，對主的認識還很膚淺，不過，我 令我無法不去f承認，原來天父在回應我的，

很想和大家分享-些風受。在這一年妾，聖神 告，祂給我訊，皂，是如此的真霄，祂真的無所

在我內心工作，使我在忠、吉、行為上也改變 不在，並不是虛幻的，且時常在我們附近u 祂

良多。成謝天主並沒有捨彙我這個固孰患昧的 是和此的寬大，原諒了裁這個罪人，因為我現

人，祂依然是長顧義"當我第一次在教堂內龍于 在明白到，明知主的存在而不去承認，是何等

祈禱，顧急放下自我，敞開心靈去接納主的時 罪過 D 祂愛我們，把我這個遠離社的人，一冉

、，還未開口已成到一且是暖流在心內迴盪，且 拉近，祂不但沒有放幸我，還時常保信我，一

到無比的報，切，我突然覺得在這世1:..唯一最了 再給予我所求的，使我每天活在成恩中。現在

解我的人在聽我心聲，以往所遇到的困難、要 我完全明白保韓宗徒在羅馬書所講:r心捏相

屈、拉憂和一胡的苦衷，她是如此的明白和鴨 信，可使人成義;口控承認，可使人獲特拉息。

囊，我E主動持流于國民渡來，很多時就是自己的 的道理，人實在輕鬆了很多，因品我知道凡....
丈夫和父母，也不能將是 Jt 全都告訴化們，因 都可椅靠天主，拉會烏拉 ill 曲一切對我最好

為怕他們拉心正義補於事;但今天我得到的安 的，我內心 ~jlJ從來未有的平安。若然我的折
慰是前所未有的，因為我從鐘土知道『是可以 求，主沒有答應，也不會帶徨，因為我相信夫

等一切掛處都交託蛤牠，因祂必關照我。」內 父會有祂的話意，而粒的安拼會更適合我。若

心的激動與喜樂無法形容，當我再站起束的時 我生病 T' 也不會懼怕，因為主若要醫治我

候，身心同時是直到的平靜與祥和，非筆墨可以 祂一定可以蝕得到;若牠要我回到祂身邊，我

表達。 也知道我的去處。這些都是我接納了天主之

我小學的時候也是就讀教會學校，在內心法 後，蛤我的重大改變，更難得的是，以往別人

處是知道有天主的存在，只是沒有承話，也沒 對我不好，我拉到很不公平，根本開心;但現

有敞開心靈去接納-從來認為命還是掌握在自 在可以處之泰然，更還品他們祈禱吧!因為聖

己手捏，只是沒有自信的人，才需要依靠信仰; 鍾上教導技:Ii'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你們

看見別人口中時常提到耶穌，只覺符﹒是一種述 是乎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甚麼賞報

信盼但當成;輛瀚長九可見到很多息重病的人， 呢? .!I所以我覺得這或許是主主給我的考驗，

因為信主的樣挂，一方面能勇敢的面對晶晶， 我有機會遇到對我如此不堪的人，是我的‘

而另-方面內心的能得到平安;而一些攝入 s吐 氣，是主給我 1盟會在天土輸車財富自我驚訝於

途，把錯很深的人，也能因主的原故而改邪歸 自己的改變，內心更是處恩和 1贊美 o 原來生命

正;使我碩悟到這些事，除了土主的力量外、 不是掌 J且在自己手扭，是愛找們的天又主宰一
人的能力又怎能敵得到呢?我意識封有需要重 切，只要戰們信輔祂﹒生命一定活得更豐盛。

新去認識這位耶穌基督，我要敞開心靈去學習 在此，更多謝聶皓女這一年來持在傳授福音，

福音，學習都何圭和上主溝通，原來當我們廠 改變了我的人生觀看感謝天主的安排。

也 牢固盤羞羞(調寄鳳陽版) 
fl - fl:均百:lEI- J;-4 .-\ Es伽(北區)

親愛的阿爸天父 韻，響微天邊讀:;.~真神是愛，讚嗔歡唱響不

謝謝妳賜拉主，使我生命可以扭轉，十年叮
停，歌聲笑聲，住美共聲唱，歌唱永遠大

野路是柏:挽手陪伴，賴以此曲成為我悲脅時的
愛，歌唱永遠善美，歌唱戲笑，歡笑聲i

力量。因林是我的聲石，我的高堂，在的拯救，
遠共享﹒我要快樂唱。

全因為林，我 i噎住的成月將會過告，暐蝴的將 (主)快樂神是愛，待我恩典犀﹒鷗在祝福借

來充滿盼望，因材;親自應詩: r 上主，請俯聽 愛，我要伸手來共舞，跳舞擊誰來頌揚，

我，憐憫我;土主， .;j主柏:前來助估我 a 持把裁 恩典犀息，給我是真愛，親切引哺互勉，

的哀痛，蛤我變成了舞蹈，脫去了我的苦衣給 其愛永遠晶裁，心靈歌唱，歌頌主永遠共

我技土喜樂:為此，我的心靈歌頌掉，水平止 卒，我要怯興奮舞。

息;上主，我的天主，我要永遠稱謝甜、~ J <詠 (三)接納神大愛，在每天跨峙，基督蛤我是剛

30: 11~13) 甜、是喜愛公義，假惡罪惡‘拍:是我 強，會見堅守神話語，愛祖不+自信心膽壯，

的主，必會用喜樂油膏我勝過膏我的向伴，我 堅守信心主是方向，傾心獻出主是真正里，

一生稱謝拌，愛掠，吉贊美﹒株，亟孟! 真理永進善美 2 真摯永遠大愛量單民從真理，

(一)~贊頌神善美，愉快添生氣，我要歌唱無聲 深信真理怯怯活出到永遠萬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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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rom the ~bito
 
Ou凹r	 叩 us tim e d 且咕皂副ntωo~ 血 s 油 y. gh 眩 no 盯 b1叮 Lady ha.;; called upon 洞咐 .~胡1Jt吋1 t Comn】au Altho日皂 .e	 rhi沾 unit甘 he longe

pray 叫th旭e Rosary. Praying the Rosary is not oniy a pbysica1Jy with us唔 his act of giving
can

sti II continues. 
devotiun to our Lady but is ve叮 much As ment~one.d in the artick "Father Mo ‘ in this 
Christ-oentred. 'Through the Joyful , SonowJul 祖d issue, he has pledged to ‘ o能r all the pains and 
GlorIous mysteries of the Rosary, we are sufferings (he undergoes) to God and pray品 for the 
m叫itating on the Hfe. death and resuITect10n of families in Chinese Catholi(,; Community'. In 
Our Sa\1叫 ur Jesus Christ, which is in fact the other words. father Mo is supporting the Chinese 
foun d.ation of Godls free gift: of SaJvation to us. Catholic Communi可 and us Wilh his prayers and r 
In this month of May, the month of our Lady, we believe that his gifts are invaluah]e. 
should make 811 effort to pray the Rosary、 as， our Father Mo i~ 'celebrating his fortieth Ordination
仔句，r has requested in the April message from .A.nniversary this year. Forty years of priesthood 
lYl e句 ugorJe. Can you in時ine? Let us aJI p吋 for him and ask 

In th.is issue, we are also remembering OUT dear God to guide h i. m and bless him in every way , 

Father Mo‘ who has gi yen so much to so many in .. 

P.~C! trl~ntKeDort\ f (.II'、rreSloelJL • ~'-I.t' 且 L (((I月 

It is my du吋 to report wi由 regret that Fr. we needed to be aware 0 1'. 
Matthias rvl0 SOB has informed the Parramatta He is a 串ood shepherd; qUl巴 tly he always looks 
Diocese and askcd his provincial Fr. ina Murdoch, out for L的 amll 叩liles to u拭目is body language 
that he would retired from the minis甘y ofChincsc always appears thal he 1S happy to see 山. Father、 
Catholic Community Inc chaplain. His retirement piease keep smj1ing and w巳 wish you welt We 
ha.;; been published in the c t1nenl 日1叫問問 

ewspaper. 
pray th叫 you \ovill be well enough soon to be with 
us from time to time if not all tlle time. 

\Ve all know Fe Mo has been g: uidin甚 the 0\\,' that Fr , Mo has retired, cee has to look 
Community fo J' the Jast 10 years , During Ills tor a new chaplain very tlrgently.τhe communit 
chapJaincy. the communjty continues to grow on has already been carried on whhout a chaplain for 

ery strong fOlmdation , His patj叩ce 叩d foresight 9 months , Let us pray together 品r a new chaplain. 
have enabled ce亡 's goals and objectivcs to be Hong Kong Dioc:ese cannot pmvid巳 one and most 
achieved. of {he reIigio u.s 0τder~ have said NO to our 

The objoctives of the or，串anisa(jon arc: request. 

•	 to promote the religious and educationa Lthi~ critical lime, I ask for coop明°aLi c..m and 
welfare of the me1U bers~ unity amongst us to share 叩d to love for the glory 

.,	 to provid己 religi Ol必 instruction ， moral of God and His Holy Church. 
叫 uι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wa.reness~ In addition to praying to God for a chaplain, we 

•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bern-reen Chincse do not forget to pray for t~e combined cdebratio~ 
and odlcr Australian c01Ul1IlUnities; and of CCC towards hs 20th anniversary. the 10伽 

•	 to pmvide Chinese ia時間ge and culture hirthday of St. Mnni t:a's C巴 ntre and Sill birthday of 
education. L1 ndfield Centre and CCC Homes，丁he bi且 day 1s 

Du叫』扭r亂詛g his terms 伍lee Fr. Mo not only 22110 July 200 I. FrιKhong and Fr. Yim wi山H be，阻伽盯 昀 of offi 吭， 

encouraged invite from c∞oml g .0 J()ln 付 悅】祂 出剖Iebτat Ospeake臼	 叫吋】吋 )r th 討i叩us to	 outside 叮In呵 (，蚓 凶 1"0 ece 曲叫位叫 印n 

ustra!ia and outside the churdl to provide 口】00 】河 hi吋 0I noL 品for唔莒巴It吭 ;:.>1也:s Lhe vi巴且叫r 叫['Our Lady守 pra 
knowledge and informatjon for us, but also to her Ilx looking after us alL 
provided soft and practical hints on things which 

./A IfI.' I' I IIII 'l ..繭~. II ~JJ J I 1 .-1 " .,/1· •utU 叫山盯lVU~(f;JU叫 1巳IWoo~ 

PeopJc arc often unreasona恤. illogkaJ and destroy ovemight~ Build anyway.
 
self-centred; Forgive them an~，ray. If you lind serenily and happint:J可峙， they may he
 
If you a問 kind ， people may accuse )'oU of sd fishτ}ealous; Be h叩 py n呵rway.
 

ulterior motives~ Be lund anyway. The good you d.o tod吋， p閩中le will 0自 en forget
 
If you are successfuJ. you will \1l,'in some fi叫 se to惘。ITO\\'; Dn g帥 od. nnyw9y.
 
friends and some true enemies~ Succeed any,",'ay. Gi ve the world youτbeSl and it may never be
 
If you are honest and frank, peopJe may cheat on enough~ Give the ~worldyoul' best anyway.
 
yomBe honest and frank amyway-, you s間lin the final anal ysis, it is hel ween you and
 
What you spend years building‘ some:one could Gnd; It was never betw閥n yo且 and them any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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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了『 一 ----可 Jo盟ph La i
、 〈二三 A Vision COlnes T，祖EE- J三) (臼C 110m自

~一--------- --~t三三江~叫叫crson) 
U甘自 y臼rs a章。、 when I strolled along the Singapore to be e陀 cted in the premises. What a 

desert吋 site of CCC Homes premis的~ a bless1n且! 

vision carne to me. A
now

village full of sereni可 and severγone knows, most of the committee
 
h叮mony. weU-白 cared g叮den with flowers blossom, rnem bers do not have experi阻ce in rumimg a
 
healthY seniors with self-confident smiles \!.'ere hostel especiaHy for elderly people. Having
 
revealing in front of me. Tbree years later, this problems 1S to be expect叫. All ofus learn through
 
vision comes imo rea1]ty. Now on the same spot mistakes
 
can t時叮 people shares their secret of gardeni峙， To foster a be前er managed home for the benefit
 
and can see elderly sitting leisurely on the wooden of aU residents, some guidelines and regulations
 
couches under the evergreen trees. What a 且 ift flJre recendy add叫 to the residen Hal 呵呵 ement
 

from God! fhe changes wiH be explained to 也.e existing 個d
 
Through the power of people who contribule new res1dents. Hopefully; through 也e leami且E 祖d
 

lots of effo肘， tirne and money in this not-too refi.nement process , CCC Homes can be a model
 
問旬， not-too-promising project., CCC Homes is for other fl1ture C OlillllU血 ty proje-ets.
 
heading towards i'l: s h缸ves t. The s巳eond stage is Today when I watch the new fae巳 s of CCC
 
finaUy ·completed.. In May, lour more ladies have Homes that God has made, ] can see another
 
j。因ed the vi.Uage making the population to vision. People from close and. far away , of
 
eighteen. To oelebrate this event, Fat11cr Lionel different ages and rdces; rome to CCC Homes to
 
Goh has senta statue of virgin Mary from share our lady's grave.
 

JofAfiIERNO
 
“ Are you interested in attending a talk about Cantonese h a.~ the pronunciation as
 

fasmon by Father Mo this aftemoonT "\Vithouf'. In a way, i'l: is a ve
same

ry appropriate name
 
叫What'? Father Mo is giving a ta1k on fashion'! sim:e be doesn 't ca時 about the worldly
 

You must be kidding!'~ possessions. On some occasio肘 l even ifthere may
 
'his was the first surprise I got Irom Father be a risk of being cheated, Father Mo never
 

Mo , You don't usually connect a clergyman with hesita輯s to he]p and 回ve vAlat he can. By doing
 
an 訂tist However, Father Mo himself]s a gifted lh1s l he lives the example of Jesus, to share and
 
artist and uses his artistic ability to praise God. love 祖ld 且ve. He has demonstrated to 曲 what a
 
Whoever has been to Don Bosco 詛缸. Mary must true Christian should do. To help t1...-; beconle
 
E吋m虹e the beautiful altar made from a tree root by spirirually mature , he h晶晶 m阻d a pra)<er group to
 
Father Mo. He shows us that ev前ything is n1 ce in learn about "'Inner Healing" ~O that we can learn to
 
dle eyes of God and even a tree root aboul to be work with the Holy Spirit 如 becom巴拉 be吐:er tool
 
thrown into t.he dump can be turned into in God's hand.
 
something b開uri fu1. So, no matter how His life is so eventful th剖 someri mes you do
 
insignificant are~ we are still loved and 'onder how he c祖 manage to have such strong
 
treasured by God..

we
faith in God after going through all these
 

Since th間包 1; m ]ucky enough to have the experiences. During his re閉口 t illness, he has
 
opportunity to know lllrn be甘er and he sure has a suffered gre前 pai~. [nstead 0 f b1amlng God and
 
lot of surprise in store for us. Although Cantonese mrning away from Him, he offers all the pains and
 
is not his mother tongue, he h且 mastered it ve叮 sa叮erings to God and prays for the families in the
 
wen throughout the yea蹈， However , sometimes he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A Good Shepherd
 
stiU jok臼咖l1 t his a，心ent 叫 calls himself cares about his sheep" and Father Mo shows us
 
“Father Without" since h1s surname “Mo" iI> wl抽.t a good shepherd is司
 

A間哪怕m伽闕 'Mes'sages to Carvel叫伽 Ames' p叫。
 
The Mother of J闊的 is such a sp凹iaJ mother、 ma1l1 kind before her and unlike 31ly of mankind 

S';l/叫 t Mother, who devoted all her hfe to God , since. Mary, My Mother, so innocent. so pure, so 
sweet Mother who gave an to God. My Mother, by free from sin. The act of giving b廿出 to 也e SOil of 
giving birth to the Son of God, placed herself God lifts My Mother above all others. r-he act of 
above all others 哩 When God chose t rary. He chose nurturi峙，凶ring for and giving herself completely 
her before she was bar宜， He chose her to be to Me 臨 I grew [ifts Mary; My Mother, abov·e aU 
immacula缸， He chose her to be the new Eve, He . others. Ihe act of walking the way of the cross 
chose her becaus巳 she was pure. ",ith Me without begging for My &e edo血， without if 

Mary, who w的 free from sin unlike 組y ofωrnplainjng and without blaming God for My' 



Van Kye110wαO$~ 們re We To 11im ? 
r phoned. up my good friend in Hong Kong the 

other day to Ii I可 d out how things were gOil祖﹒的 Not 

good at am" was the answer. She was tied lIP with 
all sorts of things she had to do; on top of a busy 
job, for thosewho depended on her. including her 
oon, her mother-in-law and members of her own 
fa.mBy. She is a good Christian and she made a 
remark that got me into doing some soul searching 
about my OVVTI fa i 咐， for she said，品 T can'. pass 
away for [ have still got lots to do for them" which 
no one el祖 wo u]d do. Howev~r. I oerlal n1y wo uld 
welcome it if the Lord says that tomo甘ow would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dOll't 也ink I am prepared at all to hear the 
Lord say tl1at tomo叮ow wouid be the 凹d of the 
world, not that [ have lots of wealth and other 
thin阱。f this world to hang on 帕. I struggle with a 
nine to five job, ] don 't watch the tele or have any 
nigbt ]i re or luxuηto bO<L.-:;t of. Tam not wealthy 
by ,any standard. Move importantly , I would like 帖 

think that ] arn dose to God. I go to church 
services on Sundays, [ read tb~ B~ble occasionally 
and I accept Jesus as my persomd Saviour , 

However, all tl1ese could not avert a sinking 
feeling when I tri吋 to picture "tomorrow" being 
the end of the worJ d ，巴【 forgot what 1 mrnnbl吋 to 

my frJend in a vain attempt to console her. 
\'Vh.at is missing in my faitb? Jesus said , "Gird 

your loi肘 and light your lamps and be lik 
servants who await thei r master' s rerum from a 
wcdding~ ready to open immediately when he 

and knocks. Blessed are those serv臼ltS 

'hom
comes

the master finds vigilant on hi~ arrival.. 
(Luke 12, 35-37). Quite obviously, I was not ready 
for the retum of也eLm甘， ] often pray and read 也e 

Bible. How 'come] was sc,med ofthe Lord coming 
again?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my faith is not active in 
my life. It manifests itself wben 1 attend clmrd> 

services but I haven't tried to build a person.al 

y叩Eeri伽叮叫 

act of Jay抖'ln】z 恥My body 1n the 岫mb and tm叫sting in 
God t 缸 I would rletum I1 fls My Mother above all 出.hat 前時-宅叫 內 

0:曲叮酬'S. τhe act of comforting and strengthening 
My disciples 扭曲叮 waited uncertain of 吐lelr 

futm'e after] as閃nd吋 to Heaven lifted My Mother 
aboveall others. 

Vlhen Tassumed My M叫 her into H間V帥. this 
lifted My Mother above aU others. V明旭n My 
Mother is ignored it hurts Me as it would hurt man 
if his mother was ignored. Imagine a friend was 
visiting and your mo也er welcomed him into your 
house but he totally ignored heT and came straight 
to y凹， wouldn't you he 0叮ended? lmagine if your 
mother offer'ed your friends gifts but they turned 

• 13 

re1aJtionsrnp with the Lord. The Lord loves me and 
embr那es me but I am paying lip serviceωhim. 1 
revere tI:】巳 Lord \vhen I go to chur-ch. 甘1at is all 
right. I remember the Lord when I pr叮 or 甜甜 the 

Bible. That is ve可 good. too , but [IS someone said 
to me, '<The Christian faith is a way of life." 
Buildin且 a personal r巴 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means f need to find hin..., Lalk <o him, hear and 
fee1 his presen峙. ask him for 直uidan:ce every 
moment of my life. When th旭gs are going good. I 
thank him and share the joy with hi血. but when 
things 帥 aVlful. I need to keep my faith 祖d thank. 
himall th巴 same. know血g that he is in charge and 
lowe my ve月，f existence to him. The Lord h.as 
promised th剖 he will be with us to the end ofthe 

or]d. The Lord has 副so promis.ed 1岫 eternal Hfe 
if we have faith in him. My personal problem is 
that the Lord is in the Bible 也at ] read. he is 
prese口 t in the church s叮vices. Al l 也IS lS 叮峙. of 
COUI腎， but the Lord is with me every moment of 
my life, too. and it is I who have failed seek the 
Lord. It is not difficu]t 切 find the Lord. We just 
have to listen more a且d see all things in OUF Iiyes 
in the light of God and look at them as the Lord's 
soft prompting. We need to do these as p前t of our 
everyday Christian life and; thereby, build lIP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im even over trivial 
ma甘C自 of our everyday life. Otherwi凹. our faith 
is empty and the Lord is a stranger to us. We will 
lhen be like the persoll who cries "Lord; Lord" in 
Matthew 7; 21': “Not eve可one who 阻ys to me, 
"Lord, Lord: will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 
but only the one who does the will ofmy Father in 
heaven." And the Father' s wi!] is d開r to everyone 
who 11 到，ens. He wants us to have eternal life by 
accepting His SOIl Jesus Christ our persona] 
Savim;汀，仇For God so loved the wort

as
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so that everyone who believes in 
him might not perish but might havc etern.allife!' 
(1 0恤13:16 

their backs on her, wouldn't you be offended? 
lm啤ine if your friends came to your house injured 
and your mother offered them 個時 andωmfOli 

but they igl>ored her and only aske~ for your help, 
woul曲 't you be offended? 

Jt lS the same with My Mother; when she is 
19no自:d[amo且~'ended. \Vhe日 she is mmed away , I 
am offended , When she is spurned. I 則no缸ended . 
•1y Mother was chosen by God and My Mother is 

favoured by God, so show her the re叩ect she 
deserves; the respect the Mother of God deserves. 
When you pray through My Mother you pray to 
a~k for her help, her intercession , her asking God 
to help you. God, who asked so much from Mary 
longs to give so much through her; Mary, a 
favoured hwnan. n.ot God、 bUl oh so special! 



慶祝馬神父70大壽 Celebrating Fr Mo 70th birthday.

高齡之家禧年籌款晚宴上，眾司儀及青年組落力演出，所得款項超乎理想。 

The fund raised in the CCC Home Fund Raising Dinner was abovεexpectation. 

thanks to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the MCs and youths.

聖週內的各項禮儀。 Various activities in the Holv \凡lee k.

復活節在 Santa Sabina Colle伊領洗的教友與代父母們合照。
 

Group photo of the newly baptised and their god-parents in Santa Sabina College this 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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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你是否It聞"過它 也能用心地盛受一 以和訟，嘴設單

次上主在"們身d·
你下軍區開到~( 倒好像你還俑，等多的口

軍鬼們是舍，骨肉!'It亡海、害怕妥呵，也不
，也lo' tt· ，也 f織件，後你訂閱電棍

上主來的一封信 

下﹒或許你覺得4他人回國闕"'''說叫il_短女﹒上主東的封仿﹒復，有玩

側愴的閉率也閱讀到~..詣，."人，留的

a

.t:險所以你也設有位讀向訣，前飯..

ι
E
L
F
l
r
a
-
E

-
z

冒 

n
U
怕
的
甘g
t
3
.
n
a

e
x
η
3
b
h
o
o
s
h

、 

足"凶來 ，常常忽略7制止社酸甜，已勻

，農然"們是如此的軟弱但L主卻一直

與設們向在深賣著錢們並且圓圓霍爾

e
n 

..寬容的心等待"們阿次的..風馳

觀實的朋友

μ

﹒
的
能
 

也好."覺傳他寫得..倚重量".享受們是 然你的朋友在進食桐簡紹槽flit租7$

e 一直 ~.BC 1-.盒的存殺及到錢們間關 句撞倒是你還楚，看法做到﹒

心9 波特地錢還7lU1女教.希望無泊 沒闖係反正遍有的Ill!• U:希望你可

零食不知道你是苦奮，獸不".., 你 *·tfll 

.11 個個頻道不斷地to勘﹒你每芙佑

他多時間坐在電.，11酌"袋金令毫無

恩現實 只魁軟貧薯，瞬間﹒戰酒是很何耐

心地等你，有完電最吃完晚，醫但是你

露，睡不理.，萬﹒止床的時閥割{• "姐，

m
w
h
h 

命失學II: • af1;趣味缸"字候 l 發IE夢，

咱阱，‘你鍾且希望你艇和技投鼠即

使是過句姐麗的字伺!詢問我的章，這或

是 Jor昨天發生的一聲，略目前頭﹒但建

設置，擾你一起床成須從惟有'"適宜

的衣服，丘上JI!﹒

說l'J-~等僅要 

...C1iff房子，軍東胸悶跑忙著團體.，如

鬥陽鐵知道你何購外.可以停 F來和

竣 IJ個詔'I'但 l 你擅自l:.t:tL y· 後

賀龍你何+起分鐘，呆坐在椅手上什

麼都投做."後你突然結越來鈕，你

"個要 ftftot~ 沒您到你竟熱跑到• 

•品攤兒學 r.".命財 k闕，，{ ~﹒ 

你大概'"權了﹒你向家人也吸食後一

般圈兒地躲這種講種鐘時個國訟，由

那也設關係凶請你可能被發現"旭

峙。:你旁邊守候著你我有的耐咚~JM

組趟你所思所憊的 l 發 ~""le億哩，你如

何針"他人也要有耐心﹒"非常的愛

你，以至於 1越傳笑哼，要你向跤，隨伯領

晶，各想到錢司長看1"內心深處流血。恥

fJI史的愿割草甸的..品實事.11 ﹒

的……﹒

咆你交鎧床7 。你次""也u>

頭﹒-..用費等候，盼南軍今天你能給彼

一點品時間﹒

耐團 b個il

﹒t


Mark 9:23
'''1司，你去土 m ' ;[楚 ，直"耐 U 袍"
著你﹒從你一天的甜勵"細咀你真的

伯的，食品〈 上主

訟，但和訟w-.·
'"明白~r...

結果午，區的時候你 V特別Il 'H 

,.



、 t川心叫、 i山山圖

一個山山的分專

記得到小時候 iii討厭 嚴重竟不能把通個答案混得

的明們 atE去有~1t﹒那時 明白!因為連個答黨是設umrm 
政燭媽且贖姆億個'If乎 陶(，. !If!受 111來的﹒如果你

也 ~~·tt回去背殼，昌 對:a傲的經Jll 你一定會

e
G
d

••••••••••••••••••••dM4ernrnrnGU
f
-
n

巾
的
吧


說命踐覺得像受刑﹒先 通覺到喜愛 直想費遠的近

JOKES'

The
 

Plan
 

One cvenin皂. , 
young woman 

不總值不明臼目的神父前逍 紛感覺﹒如果你感受不
came home 

(那是可紀實在太 I)') 在主 到或盡力周百 8萬阱，軍 
from a date, 

口 !11l"叉經偉績其他 'J、m F 叫月2史深們主活&政
r'J.lher sad. She 

k欺負!所以每個種 In!tt
-
M
M

told her 
也憬著抱怨的心情樂電

mother, 
重﹒

"Anthony 

為什麼'II!削靶，

叫副 

ef
-
w
u
e
 

proposed to me
胡 hour ago." 

主口，拉克結之後!設有

"Then盯 肘
 why are好鰻年被有兩去聖依直

you so sad?'至有 fi.. l~ ，c.，怕很不

her mOlher
p
h u 

好，蠟燭"好叉來，自"'1J1 

H僅宜 反正傳聞嘿嘿
asked 

。但也A她去 i "Because he 

們每個人心中﹒他總會仇

lJ1們有固蟬的時候帶領彼

Ell再lJ，j 們渡過，軍胡，線，然也地 also told me he 
JlII天之後 乎又得倒轉拜

在背後支持到們﹒ I"記得 is :m atheist 

Mom, he(ove is 
也自動10可宜 4、I!I別

人'll'間我去f ﹒ flit麼9 凶

一位崩友fjl建設遍地忌。

鑽在這世上是作在~J ﹒ M doesn't( even
為那天神父的"'ill 把錢

娃敘們背本，守舍 *12 .撥 believe there'seterna . ，風還 7的 L'燒變得寧靜
受祠的們國政非常同 a Hell." 

好自缺乏扎的降趨室，設斗

機﹒同時神父鼓遁的世界
a

大， 令錢覺得自己的煩

Her mother 
亦不要凶陶次的挫 replied. "Marry 

1'sa[ms 

HJ6: 1

惱 E那懼的微不足道。那

夫我感受釗很久都沒有

遁的快樂 是內心的快

樂

回答lJ1剛才的聞組詩

(十幢要f.呃，叫司椅也那

天快到j苔寒﹒可楚jf常抱 

".

敗而去償提甚至賈偉于

是否在校們回過﹒以要全 

'L 相信主l<l可以了﹒ i 傲

的1<一定有她的理 It] •

做主rt騙你們抖的

u.鴨 re llZll Lau 

him anyway 

Iktwccn the 
two of us, we'll 

show him just 
how wrong he 

is." 



•••••••••••••••••••••••••••• 

•••••••••••••••••••••••••••• 

•••••

••

•••

L 

i恥 C呵間岫枷ES i 
:rl to tlte nO'[Y 6aytisea : 
zf ‘學 W4ll 清算啥，成的，fl.!. :
.一
: Conpllulll棚-""值制服岫論 "81 
2 山槽"企蝴個1.« b Ibm llIlηb&z

:學~"-"繭tlAtf"T之~ :•

蠱昱，. 

3 afE
n，﹒目臼bolk Commu肘Iy I.e
 

R叭 enuc .t Expendi!叫它~吼叫 111101 

J IIlIOI (nel ..de Ch mesoe School)


.人 A.UttlJI縛 I ..31 llJO1 tl:..l.A
{司'U量，叉，包〉 

自、'CO\I[ U 主盟且
"""'.過_. A 事 E二 .. 

•
............•.....................•........................
 
is.，心"‘主國均有革遍推騎車嘎已蚓值 a 
i 彎，包苟唷盲宮... 

: 包且!!!!.!!!且正控益。四s-ay.alJ ...茵茵

色空型生蠱 主-豆豆且已 單草包"'"'且 
時局 T" lCHIOll圈，.....圓的
..，珊﹒向 ‘穆女 句後，會 u* • 

sf Sll:lb sf SMO 51' 1.0

.，，，“"“".詣'"。地 "ω" • ........................................................,

而富有可五百 

';11~17

"搞自幻賊.， 
'o51·Q

是J. )1 I
".帕叫 Ilo.IIU : lJ . 17')9I'.." f~ ; 6=9 醉如«I n: 1 之

山，"是 12 lo( 

11 ..,9-“"‘1 j!I<~~ 
j 

l悔毆ted"_t9; Bol"恤‘‘"岫帽.. 伽幟 2 .14 0 1S-D槍恥 to 12-11

R旬..."申明!lLlfJl一章，
泣加旬 ，斗割+，心 a肺叫"'"呵，祖 ..f‘側

伶會組u.M 

:t-r.是有

..﹒+吉

他m(ll Tl白宮局. t 肉

l掃而7旬1M'醉.+老 ...叫臼國 

少，肘 ，可制 i八

仙。缸。 I.~-" +丸 
1~IlI-Olll1句開 +
"隔離，二 I 

2;(19- (1 1 III 學研 +
旭岫 ﹒，.三可r-;::.

d缸，....
血 ..


岫叫a血


""""'" ....一白白
。島國 

T些坐坐哩E 
UI'f~'D1間阻

-唔... ..‘ a﹒甸回
祖白 ..啊，女失... 

白，也值闡 
en簣......h ..."'"
- ..司P 興趣.，、

M咱 ••"."-間". 
R暉，

H" .l.~"‘ 
"f.輪會，‘a_d) 

...",.....
 
SlniitI ItJl‘.t.'T嘲劍"

....晦.."oo" 
T'"缸，國貨
‘URP I.U崎 

'AU區，鳥籠.. ....en."ii

.位

豆竺 

..ftt'"

呵
呵
呵
叫
叫
的
血 

呵
呵
呵
叫
叫
叫
叫
叫
叫
叫


叫
叫
叫

m
M
m
m

m.u..




••••••••••••••••••••••••••••••••••••••••••••••••••••••••• 

••••••••••••••••••••••••••••••••••••••••••••••••••••••••••• 

--何一句叫. ~，酬。tCttIo<..間 -'l~.. 藹，叫

.人人，..可是 .A A:.L1t﹒禹.之馳電二«嗯， 年四月叫“ OhO室，大， 分別重凶 loll ". 

Cbi姐me請M人b。天lie Commll恤 ilV 10ε

C岫.文..學M位州
小 

CP崎Mγa心…，‘叫削自-圓-"
RvM".n.m
eu
 fz 

間 Ad_l.b....';，.. C__inn 

…。. 
h呻呵 

hS9M0 JM一 ，叫』帥個自，~…側向…"，H

+傀……儡，，…叫阿"叫叫iatW-HU{~Ew 重 

v‘呵團回 
電~ T，一h阿‘ 嗯盟，"包，.舊.金•••叫R"A開P耐M軒"MK僧 
So. Mm... S.. \001叫 

a 

恥.，I\ 'e CommJnn of u.h冊 '.r 1<1«1«1 by叫} 

盡量

嗎霍z 重重

道盔E
旦旦旦1

且更璽且空空 …
豆豆豆豆豆一且空空全重 
...Uooa.-.a
-。國叫'--'......., v.

_，...v..-(~ 

~...n...
白白

血一~
血~-陶 

1一…M
---叫
-'....酌~
一叫叫

一.…-一~

OMC.U人岫 •••••恥乏，HR-m.MA主』投.. 

_.0程Z叫d 勘闕，

S呵M前m…，.呵..-…hh a一』h…叫阻~出自M明 』

4‘

~，..帽"酬 C.-m-w可聶聶哥哥爾7
 
'4'1I~1I.


基且

墨畫孟旦

擺著

• 01 AMt 加 A固 四叫岫.叫伺耐 臼四嗯震.“. : ;mmu 'B'川，'\t erri : AI I~~ A_nu.l ~n~...1 M«llng Df
 
Chin國 Catholic Co...叫削'，"R棚es Ltd. : : Chin圖 C叫“ it Con,munil)·lnt. :
 
ihcM個 mhAmlmg i MMrm2期h ....pri12ωl: ，
 

:nMMbw ng amMEMmenuhakMa to 甜- : The folio叫啥叫咖酬""""岫盼恥 C叫叫曲"咐:

: Con削叫的吶鴨官司emsad : :".封“: 
o • 

:OFFTCE BEARERS TEe 昕肘故Mm: : I o)·I"IC r. Of-ARERS T干稽 。ff1<;e.bearen ti吋 other : 
imd 岫前甜四怯的 of : rMmbef$ of 臨 A師叫mi，·t Comminee and Ctlll"" : 
: Committee ",.11 Ix elecled 

the MllI1allemenl :
I Iy fl the :bi-ann 揖 : ""胸ve CO側lm ，M曾祖""時間d bi-annullly II 1hc : 

: Annual GCIlef1I IMeeting. : : ....nn叫 G開叫 M咽 ing. : 
o • o • 

'"人天主教會呵，隨之家於 2001 年4月 29 
2. 'fh:"l 1M lerm of pre川師II be IinUIN 10 I 阻im岫:

• 。，一自由呻-恥 v~ 1eml5 of I帽"間，此n. In rbe c.enl :
i
o

日週年大會中通過修改下列車位 i
:

。 00'"“恤It being Iv.,labk for !he positio:風阻 lerm of :
:「管理安員會」內有權定，獨處"纏足. 間曲間 <;an be t甜甜dblmualw i 

• 

i
o

駿壘，之成員..兩年經自團等大會邁出 - .人人主，奧會於 2001年4月"目詞也巨大.'"通過修改 
•
i 

i 草，J.te內容切以英交mmi F列車位 : 
o •
o 0.... . I '行教瓜分盔，此行，員﹒ 內有信定.脅，使非種定a:


緒之成員每間學組E訂單等大﹒還'"﹒ :
 

‘﹒命之草率‘學.紋，毛.神化竭，克 ,,. : 2, .:fI是每憫之任"'l'I兩符 越多可連任三晶 石，壞人 i
 
~位的慷慨支持 i• maE-t是 .'Iti任.要之任姆吋延續但仍須匈兩 i 

•
 

n，恥lilknium Fund Raisin!! f， eee . 年還ill-次﹒ :
ωr 
Homes had raised o"c, $70.000. thank you : 本通間內容一切以妻女筒， i 
for )'our gcnc r(lu, aup p<Jrt

o 
o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