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期 Issue

目錄
望德
Hope
編者的話
2
一剎那的體驗
2
凡事盼望
3
主在等待
4
領洗後感
5
天堂與地獄
5
全心向主
6
怎樣做一個好孩子
7
優秀海外華文教師
7
Editorial
8
God is Love
8
報告版 Notices
9
賞一相 Pictorial
12
青年之聲 Voices of Youth 14
兒童樂園 Childrens’ Corner 16
廣告贊助 Sponsors
18
活動
CCC Activities 20

編者的話
及的「現今存在的有信、望、愛這三樣」
(格前13:13)，不過望德就較為少人提及，所
以今次期刊以望德為題。

為人父母希望子女成龍成鳳；學生希望
成績理想；在職人士希望工作順利；病人
希望得到健康；買了彩票的人希望中獎......
總而言之，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環境與
際遇都令我們產生不同的希望，因此新年
開始或有些人在生日切蛋糕時會許個願。
希望的確能帶給人生命動力，否則那些自
尋短見的人，就不會因感到人生沒有希望
而了結生命。但如果我們只把希望建於人
和事上，很多時客觀環境和種種外在因
素，未必一定使我們的希望成真，那就教
人失望了，而作為基督徒，除了這些俗世
的希望外，我們最大的希望是什麼？

望德是什麼？望德是超性的德行，藉着
望德，我們期盼天國和永生，視之為我們
的幸福。我們信靠的是基督的許諾，所依
賴的不是我們自己的力量，而是聖神恩寵
的助佑(節錄自天主教教理)。耶穌在山中聖
訓的真福八端指出：「神貧的人是有福
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為義而
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瑪5:1-12) 這就是要把我們從俗世的
希望提昇至永恆的希望。當遇上甚麼人和
事令我們的希望受挫，心神肯定不好受，
但基督徒應記着我們生命中有大能慈愛的
天主父、帶給我們永生希望的主耶穌及賜
我們生活力量的聖神與恩寵。「應該堅持
所明認的望德、亳不動搖，因為那應許的
那位是忠信的」(希10:23)。「我的靈魂，你
只安息在天主內，因為我的期望全是由他
而來。」(詠62:6)

聖經中記載耶穌多次施行奇蹟時，都說
句：「你的信德救了你」(路8:48)，祂也曾
讚人「你的信德真大」(路7:9)。耶穌指出最
大的誡命是愛(谷12:48)，也要求跟隨衪的人
要彼此相愛(若14:12)。對每位教徒而言，信
德和愛德是重要的，教宗本篤十六世也將
於今年十月開始訂下「信德年」。其實教
會中有三種超性之德，就是聖保祿宗徒提

之筆
神來

一剎那的體驗

周景勳神父

在逍遙的一剎那

此心不懼不怕亦不貳

人要面對著「生生死死」

惟道是從

若不執著生生而願意死死的人

遵道而貴德

就如麥子落地死了

不失本我的真樸

一定能有新生而再生地長出百倍的子粒

抱一以為天下式

也就說出了「死死生生」的奧妙處

就是隨道而行而活

莊子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更好說在道內生活而與道通—

有著復生的意念

便可「外生死、外物、外天下」

要人能不怕死死地在死死中逍遙自在

進入心靈的朝徹中

再從死死中再生

有如真光照明而見道不棄

新生既不怕死故能悠然自得

生命便能道來道去

可體驗生命大道有難有易

即能安時而處順哀樂不入於心

不管難易

進入超越物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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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盼望

多羅德

午，走進一間專賣宗教書和各種禮品的書
室，地方雖然不大，但書籍充裕，最難得
的是有個清靜的祈禱室，還有擺放舒適沙
發及椅子的空間。我隨手拿本靈修書坐在
這冷氣房子細讀，意外的收穫就是讀到聖
女大德蘭的作品：「希望吧！我的靈魂
啊，希望吧！你不知那日子和那時間。你
要悉心注意，一切會很快地過去，雖然你
的不耐把確實的認為可疑，把短促的當作
長久。請想一想，你越戰鬥，越能對你的
天主証實你的愛，有一天你就越能與你的
「至愛」生活在幸福中，在欣喜若狂中，
永無盡期。」(節錄自聖女大德蘭《靈魂向
天主的呼喊》15.3) 希望這段禱文能加強
她們的望德，更期望在信仰方面或遇上逆
境的朋友，從耶肋米亞先知書中會得到指
引：「誠然，我知道我對你們所懷的計劃
—上主的斷語—是和平而不是災禍的計
劃，令你們有前途，有希望。」(耶29:11)
願我們都能在主耶穌內凡事盼望。天主，
求祢幫助我們能懷着復活的希望而生活，
既已立定以祢為生命的終向，即使失望，
我們也不會絕望，因我們的主基督之名，
亞孟。

我認識兩對教會朋友夫婦，都是別人眼
中的虔誠教徒、模範夫妻、積極服務教會
等等，如今子女長大，剛正退休之期，本
是重溫二人世界的好日子，可惜却遇到人
生和信仰上的大問題。

甲君向妻子提出分居，並非甚麼失節失
德問題，而是他要自由，要向外闖，甚麼
祭台前的婚姻承諾已成過去。一位從事公
教婚姻輔導工作友人指出，在近年的離婚
個案中出現些退休人士夫婦，離婚理由是
「忍」了對方幾十年，如今好像要逃出生
天似的，「愛是含忍的......」，結婚時許
下要愛對方「終生不渝」已飄渺而逝。離
婚風氣盛行，教人感慨。對於甲君太太的
遭遇，作為朋友，祇有為她祈禱和安慰，
難得是她傷痛一番，仍努力為教會服務，
她告訴我，武器就是對天主永遠懷有希
望。

乙君向妻子道明自己從此不再做天主教
徒，今後不會去彌撒，也質疑教會所說的
信條，他要去研究基督其他教派。乙君太
太聽到這消息，心靈震驚，真不相信這個
與自己在信仰路上同行了幾十年的丈夫，
為何在網上聽了基督教派的道理後，如此
着迷。如今她只有獨自去聖堂參加所有宗
教禮儀和活動，子女也各有各忙，原來能
一家人同去聖堂是莫大福份，她也感謝天
主賞賜自己「曾經擁有」，是否再有這一
天，祇有盼望。

【編者按: 繁盛的鬧市中的一個心靈綠洲，
就是一間名為塔冷通書室。(九龍油麻地地
鐵站B2出口，窩打老道20號金輝大廈 電話
28727027) 假若有機會到香港，購物和飲食
之餘，您可到這間天主教書店一行，或許
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能找到心靈相
通、志同道合的伴侶更是最大福份，不過
世事難料、人心難測。不知是否天意難
違？！原來人和事很多時都令人失望。兩位
朋友都是熱心祈禱之人，難道天主要考驗
她們嗎？她們也為這突然改變感到痛苦，
令人欣慰的是她們仍堅信主，仍懷有望
德。為對她們表示點關懷，或許送張有激
勵性的小咭吧。於是就在一個炎熱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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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等待

後，又因為我們的第一個孩子要出生而沒
有開展。其後看見身邊有幾位朋友領洗，
加入天主的大家庭，心裏面又是羡慕，又
是替自己感到可惜。自己也認為，為什麼
人家能辦到而自己不能。這種若即若離的
感覺一直在我的心裏面產生很多很多的問
號！

每年4月份也很期待復活節假期的來
臨。今年確實有點不一樣，因為我們一家
終於領洗了!

還記得，當初入讀天主教學校是媽媽的
主意。我相信她這個决定的考慮並不是因
為她想我成為教徒，但主要是因為教會辦
的學校一般都校風良好，教學方法比較全
面。更有可能是媽媽覺得我這個頑皮的孩
子需要特別一點的管教方法吧！

我知道，我一直在天主的大家庭外面徘
徊，一直在找入口，一直在外面看，一直
在旁邊想。我知道是有一把很親切的聲音
在告訴我要走的方向，但是怎麼找也找不
到。這個機會一直沒有遇上。

當時，每天上課前要唸天主經，下課回
家前要唸聖母經，神父也會抽空替我們說
些舊約聖經故事。這些事情，對我這個頑
皮小孩來說只是一些兒時故事，當中很多
的教理觀念實在太深奧了。當然同學裏也
有很多來自天主教的家庭，我心裏面覺得
他們跟我也確是很不一樣，不單是因為他
們可以參加其他天主教禮儀，受老師特別
的照顧，也是因為他們好像要比我幸福，
覺得他們臉上常常懷着一份莫名的喜樂！

可是，這麼多年以來，我覺得天主一直
沒有放棄我這迷途的羔羊，反而在我遇到
困難的時候，不斷提醒，給我指引。尤其
在澳洲這幾年，生活上的改變，好使我開
始懂得聆聽，接受，並堅持相信。以往根
植了在心底裏的聖經教誨一一湧現，我慢
慢找到跟天主溝通的方法，學會祈禱。我
確信天主一直在我身邊，只要我們開放心
窗細心聆聽，我們一定能發現天主就在不
遠處等待我們。

我在天主教學校的十三年日子裏，雖然
偶爾也有參加彌撒，但是也只限於作為一
個旁觀者，對聖經裏面很多的道理也沒有
詳細去了解明白，尤其是信仰是怎麼樣的
一回事，確實是不太了解。可是神父嚴厲
的教訓，他們無私奉献的榜樣，我一直銘
記在心。當時也有想過跟其他幾位同學一
起跟神父學道理，但想起每周下課後也要
在學校裏面多留幾個小時，放棄早點回家
玩耍，實在犧牲太大了！最後也就沒有付
諸實行，領洗成為教徒對我來說好像是遙
不可及的一件事。

有一段聖經我一直覺得對我給予莫大的
支持，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 你 們什麼也不要掛慮，只在一切事
上，以懇求和祈禱，懷着感謝之心，向天
主呈上你們的請求；這樣，天主那超乎各
種意想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內，固守你
們的心思念慮。』(斐 4:6-7)

這段聖經教會了我要有信德，也就是我
們信仰的基礎。

在香港也有好幾次機會要報讀慕道班。

最後很想再一次感謝華人天主教會裏的

頭一次剛結婚，搬到一個新區，看到慕道
班招生。我們倆夫婦也很想參加，後來報
名表格也填好了，最後也就沒有落實，每
周末也總是有些原因或借口推說太忙而放
棄。第二次打過電話去問明白開班日期
【上接右面第5頁】

Eric

每一位成員對我們一家人的支持和幫忙。
希望各位繼續替其他像我一樣的迷途羔羊
指引方向，引領他們找到走進天主這個大
家庭的鑰匙。

天堂與地獄

稍不合便心懷敵意，或口角，或動武，或
排斥…，這便是地獄。

獄，謹此致歉，如能相告，定必作補贖並
為閣下祈禱。

若有朋友因上期拙作而急不及待投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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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洗後感

靜下心來讓自己想些問題、接受一些對自
己有用的道理。有時候可以在慕道班裏分
享自己的生活感受、對於社會的想法等
等，讓我們在看似的閒聊中體會到不一樣
的心境。甚至，會突然間在大家的分享中
想通一個糾纏自己很久的問題。

今 年四月的復活節，我們在Strathfield
Santa Sabina的教堂裏進行了聖洗聖事。在儀
式之中，神父在我們的頭上用聖水進行了
洗禮（這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步驟）。就這
樣，我便成為一個天主教徒，被神聖的接
受進了天主教。領洗，洗去的是身上携帶
的罪惡，然後，天主給予我們更多的愛去
關愛別人。

在接受了一年的慕道班學習之後，我被
收錄進了天主教。在往後的半年深入學習
中，我很幸運地接受了聖洗聖事，正式加
入了天主教。現在的我，作為一名天主教
徒，更多的不是坐在那裏死讀聖經，而是
要把聖經裏面的那種精神實踐在我的現實
生活當中。我已經作為一名天主教徒，受
洗的我不應該只是我的身體，還有心靈、
靈魂和精神。我要在不斷的學習中，提升
自己。

其實，剛去教會的時候是我初來澳大利
亞的時候，那時的我不懂得什麼是天主
教，他又和其他的宗教有什麼區別？初來
悉尼的我，心裏面對宗教還是有種畏懼
感。有可能國內沒有國外這麼開放的宗教
政策，再加上一切政治原因，國內的人們
對宗教都有種偏見。後來，我堅持每個周
末和阿姨去教會聽課和學習聖經。在這個
過程中，我可以放下一周不愉快的情緒，

泯
一笑

憂愁

Holly

天堂與地獄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一位一生行善無數的基督徒，臨終前有

綠衣獅

到了天堂，同樣的情景，同樣的滿桌佳
餚，同樣拿著十幾尺長筷子，但圍著餐桌
的卻是一群洋溢著歡笑，長得肥肥白白，
十分可愛的天使。他們同樣用筷子夾菜，
不同的是，他們是餵給對面的天使吃，而
對方也餵給他吃，大家既有得睇，又有得
食，愉快非常。

天使特地來接他上天堂，還答應給他完成
一個他最想完成的願望。善人心想，我信
奉主一生，卻從來沒見過天堂與地獄究竟
是什麼樣子，何不在死之前，先到這兩個
地方參觀參觀？

這 個故事告訴我們，天堂與地獄的分

天使一諾千金，既然總站是天堂，為了

別，在於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態度。

省路，便先帶他到地獄去。甫進第一層地
獄，但見一張很大的餐桌，桌上擺滿豐盛
佳餚。善人心想，地獄的生活倒不錯，沒
有想像中的悲慘，我一生克己行善，莫非
被搵笨？正在懊悔，用餐的時間到了，只
見一群骨瘦如柴的餓鬼魚貫入座。每個手
上拿著一雙十幾尺長的筷子，用盡各種方
法嘗試去夾菜吃，但筷子實在太長，最後
還是不得要領，齊齊空著肚子回去。善人
始終是善人，死性不改，悲天憫人更憫
鬼，總覺得他們很悲慘，有得睇，冇得
食。「悲慘嗎？讓我帶你到天堂去看
看。」天使說。

上期「一笑泯憂愁」裏拙作「不要為明
天憂慮」，說在地獄會見到很多朋友，有打
邊爐及啤啤嬌…(故事當然純屬虛構)。這雖
看似與天堂無異，但這些酒肉朋友總是死
性不改，習慣了大難臨頭各自飛，現在大
餓臨頭肯定各自食，那會餵給對方吃？

現實生活中，正如有讀者對上期拙作指
出，因本刊接觸面廣，縱使是笑話及虛
構，也可能會帶給一些尚未信主或信仰根
基不深的讀者錯誤訊息﹔這些善意的提
醒，關愛別人，就是天堂。相反，若意見
【下接左面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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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向主

瑪加利大

女聯同四位教友帶領下，頌唸慈悲串經。
要旨是求永生之父，接納信眾們以耶穌基
督的聖體、聖血、靈魂及天主性奉獻天
父，以賠補我們及普世的罪過，並求祂垂
憐我們及普世，並全心全意信賴主在萬有
之上。

的榮耀。從他那謙卑的請求，可見他對天
意的順服及展現出他那豁達崇高的胸襟與
節操！果然他得到主的眷顧沒有病死。由
於他的意志堅強，對主存有信念及希望，
得以生存！經歷這場巨大遭遇後，他更能
體會及憐憫癌症病人的心情！他那忘我的
精神不愧是一位善牧，且令人敬佩！

以 上祈求除了加強信眾們對主的依靠

為何奇蹟少落在普通人身上，而多發生

外，並希望藉著主的全能保佑世人。試看
現今世界似乎不大太平，有些地方發生人
為的槍殺案件，弄致人心惶惶。甚至有些
國家為了爭權奪利而互相仇殺。早前印尼
發生了8.5級大地震，幸好傷亡不大慘重！
美國又發生多次龍捲風，雪梨也曾因連場
豪雨，引致某些地區水浸、塌樹和停電等
不幸事故，幸好當時學校放假，交通才不
致太混亂。

在神職人員身上呢？可能是他們對主的信
心夠強，加上全心全意地終生為主服務，
沒有任何私心且能忘我吧！何況生、老、
病、死都是自然現象，同時生命是極可
貴，就算不幸患上頑疾或面對死亡，亦應
安然接受，妥善去處理並以樂觀態度地渡
日，勇敢去接受一切困難險阻，不可作任
何逃避或自取滅亡，甚或了結生命的愚蠢
行為！應多珍惜及加以運用，積極地面對
人生，說不定會有奇蹟出現呢！

復活期第二主日彌撒後，教友們在羅修

２ ０１２年才過了數月，未夠半年便接

身為教友的我們，既然已受洗成為天主

二連三地發生天災人禍，莫非是真的世界
末日將至？但人定勝天，加上天意莫測，
唯有從今以後本著「愛主愛人」的精神去
待人處事好了。況且做人應知有所能，有
所不能，同時力量有限，能夠改進的應努
力去嘗試；若不能改變者應學習多包容並
開懷去接受，從中學習，培養珍貴的經驗
和智慧。

的兒女，就要盡教友本份，除主日往望彌
撒外，亦應常祈禱。聖經中耶穌常提醒我
們要多祈禱，聖母亦常將耶穌的話默存心
中，為光榮天主以反覆思索。五月是聖母
月要特別恭敬聖母，故彌撒後教友們多留
下來唸玫瑰經同讚頌聖母，望透過它來默
想基督的救贖奇蹟，效法聖母，邁向基
督，聖化我們的生命歷程，作為我們信仰
生活的指南。

正如單國靈樞機主教曾患肺腺癌，初時
醫生說他生存機會甚微，但他並沒有因此
沮喪抱怨而浪費時間，反而更積極地作巡
迴講座，教友們都替他擔心並為他祈禱。
但他卻處之泰然，不把病情記於心中，只
求上主賜他力量；以背負病痛的十字架，
完全承行天主的聖意，不需別人以祈禱勉
強天主顯奇蹟使他霍然病癒！他唯一的希
望是完全承行天主的旨意，無論生或死都
把他自己獻給天主。若不能以牧靈光榮天
主，至少可用他的病痛及死亡來彰顯天主

最後盼望主內的弟兄姊妹們，在日常忙
碌的生活中，盡量撥出時間來為主多做善
工。若能忘我地團結一致，彼此和衷共濟
的熱心為教會服務，不但可彰顯基督對人
類無條件的愛，且能顯示出各人皆是「愛
主愛人」的好信眾，亦可以此作福傳引領
仍未信主的外教人加入主的大家庭！

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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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學校

怎樣做一個好孩子

曾穎蓉

好多時候，爸爸媽媽會跟我們說：

怎樣做一個真正的好孩子呢？沒有人可

「唉，為什麼你們不能像陳太的孩子一
樣？他們很乖，考什麼都是第一名的！」
聽到這番話我們都會很生氣地回答：「這
並不代表他們是好孩子啊！」我認為做一
個好孩子最重要的是懂得怎麼去愛。

以給一個正確的答案，因為「好孩子」這
一句對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意思。有些人
會覺得是考一百分給媽媽爸爸看，有些人
覺得是給父母一個很《貴》重的禮物，可
是對我來說，懂得去愛已經足夠了。

做父母當然愛惜自己的孩子，做孩子的

【編者按：本文是本校學生曾穎蓉參加
2010年度中文教育理事會主辦中文作文比
賽十三至十四歲組二等獎作品。以下是評
判史雙元博士的評語（節錄自星島日報）:

也一樣愛他們的父母，但是每一個人愛的
方法是十分不同的。為什麼我們小時候說
一聲「我愛你！」那麼容易，到我們長大
後那麼困難？我覺的(得)一個好孩子應該學
會不同表達的方式，如過(果)不跟家人表達
自己的愛，誤會就會開始。

作 者 思 路 比 較 特 別，即 沒 有 表 達 努 力 學
習，光宗耀祖的大眾目標，也沒有故作驚
人之語，表達獨立特行，標新立異的新青
年理想，而是強調：愛護自己，不讓父母
擔憂就是好孩子。初看，覺得不成章法，
細想，實在是有道理。從小就知道能從父
母心底出發，讓父母免去憂愁，這種實心
眼長大也一定是知冷知熱，愛護父母的好
兒女，由此看來，就是孩子的文章，也不
見得是一碟清水，清而淺，也許需要我們
回味再三。】

我自己認為不但是要愛家人，一個好孩
子也要懂得去愛自己。做父母最傷心的是
看到自己的子女不尊重他們的身體，尤其
是女孩子。我們生病的時候，誰是第一個
看我們，為我們擔心煩勞(惱)？我還記得六
歲那年，我發高燒，媽媽害怕到哭出來。
這就能正(證)明我們不管發生什麼事—生
病、受傷、跌倒—他們都會擔心。孩子們
應該非常感謝父母和更加愛惜自己。

中文

學校

優秀海外華文教師

節錄自
新快報

異國他鄉勤奮耕耘 華文教育姹紫嫣紅
39 園丁獲優秀海外華文教師殊榮
段 傑龍總領事在講話中高度讚揚獲獎教

日 前榮獲從事華文教育30年以上「終身

師如同辛勤耕耘的園丁，幾十年如一日，在
異國他鄉為弘揚中華文化殫精竭慮，為引導
海外華裔青少年認同華夏文明之根而嘔心瀝
血，為華人社區培育大量品學兼優的雙語人
才作出了出色貢獻。這次為39位中文教師頒
獎，正是為了勉勵所有海外華文教職員工，
學習獲獎教師的無私奉獻精神，進一步推動
海外華文教育事業蓬勃發展。段傑龍總領事
並鄭重承諾：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今後將進
一步加強與海外中文教師們的溝通與交流，
給予海外中文學校以更具體、更強有力的支
持。

成就獎」的為悉尼中文學校的王和春老師；
榮獲從事華文教育20年以上「傑出貢獻獎」
的九人為：張晉、張學豐、陳楓、尹力、梁
國基、劉燕芳、劉燕珍、鄧少貞、阮玉絲；
榮獲從事華文教育10年以上「優秀獎」的29
人為：扈麗萍、熊昭瑩、範潤蓮、于連洋、
徐立、苗惠萍、常鵑、趙娜、羅麗珠、林綺
萍、張鶯、榮軍、陳霧、嚴敬萍、許易、李
金蔚、范雪華、陳婉嫻、譚彩鳳、李盈盈、
肖靜、黃楚琴、唐燕嬌、何慧伶、陶俊齡、
李靜儀、藍芳芳、時秀美、吳景亮。
【按：以上劃有底線的老師為本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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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Hope is what keeps every human being living,
there is no point to go on if there was no hope for
tomorrow. This is why Mother Teresa set up her
mission in Calcutta to help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to give them the hope for a better tomorrow so
they had the will to live and fight for another day.
As followers of Christ, we have the hope for
the Kingdom of God, just as the farmer planting
his seeds and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plants to
grow (Mark 4:26-33). The seed of the Kingdom of
God is planted within our hearts, with the hope

that one day we will resurrect in body and soul to
join this Kingdom.
However, by faith alone is not sufficient to
enter the Kingdom. Faith is empty if it is not
matched by deeds. Look at the Pharisees in Jesus'
time, didn't they get condemned by Jesus because
of their apathy to the needy ? We have to live our
faith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s of Jesus, to love
God by loving one another with a humble heart, so
as to fulfil our longing to meet the glory of our
Lord one day in the Kingdom.

God Is Love
The first thing I learnt from the Bible is that
‘God is love’.
The love of the Lord is tender, since He created mankind and also granted us freedom to
make choices as we wish but not by force. Even
though we might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our merciful Lord will never abandon us but wait
for us to come back to Him.
The Lord created the world and filled it with
love. Love can be found in the form of a delicious
meal, good weather, a strong body, nice friends…
Love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as long as we
keep a pure and sensitive heart.
We are told to be the prophet, the king and
the priest since our baptism.
Thus, we are given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inform others that the kingdom is coming, to love
each other and to engage in maintaining social
justice.
I kept all these words in my mind and tried to
fulfill my responsibilities, however, it was not the
case as I have expected.
I feel sad when I witnessed the prejudici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vulnerable groups, when I saw
people who hurt others but without any compunction, when I saw people who are in need became
more helpless… I am deeply sad, not only because of what had happened but also because of
my limited power that I could hardly help.
‘Where has my happiness gone? Why am I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nsitive and emo-

Josie Xie

tional? What can I do?’ I asked a priest. But Father told me what happened on me was definitely
good because my heart had been soften. And
what I need to do is to pray for those who are in
need.
Later, I participated in an activity as a volunteer which aimed to help blind people to be better
integrated into the society through outdoor activities which help them to connect and to experience
the world through other means. I tried to describe
sceneries with my words, put leaves in their
hands in order to let them feel shapes of various
leaves, friendly remind them when there is an obstacle ahead of them and pray for them. It is the
voluntary activity that made me realize that I
could still help some people with my limited
power.
That is true! Prayer has the power!

Love

can be delivered through many ways,
care, kindness, practices and prayer.
Thus, I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we have done
could subtly influence the world as how butterfly
effect works. There must be a day that the world
could be more beautiful because of our consistent
effort.
My dear father, I have to say, I do love you.

You purified my heart so that I came to know
how beautiful it is to be a part of your creature.
Similarly, I love the world that you have created. Although it is imperfect since mankind is
not perfect, I will still do my part to make it better
under your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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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頌讚夜
八月廿五日星期六﹐歡迎任何年齡人士攜同親友參加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
Revenue & Expenditure account
(Excluding Chinese School)
For the period 1/7/11 to 31/3/12
華人天主教會收支表 1/7/11 至 31/3/12
(中文學校除外)
收入

INCOME
CCC Collections

主日奉獻

21,643.45

Donations

其他捐款

3,269.00

Religious Book Sales

售賣書籍

2,070.48

Audio Sales
Advertising Income

CD 銷售
廣告收入

54.54
1,372.73

Interest Income

銀行利息

11,086.26

Lunch Money

午餐收入

9,704.35

Praise & Worship Night

詩歌頌讚夜

Religious Dinner
Family/Youth Camps

739.00
1,651.00
20,192.50

家庭營

Fr Mosses

葉保勝神父避靜

Retreat-

避靜

Fr Simon Wong
Miscelleneous Income
Total Income

其他收入

1,314.40
579.00

總收入

962.00
495.90
75,1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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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SES
Advertising
Auditors Remuneration
Religious Activities
Family/Youth Camp Expenses
Religious Books
Audio Productions
Donations
Function & Activities Expenses
Praise & Worship Night
Gift
Insurance
Lunch
Printing & Stationery
Postage
Radio Preaching
Fr Mosses
Fr Simon Wong
Stipend Priest
Stipend-Sister
Subscription
Sundries
Telephone
Tools
STS Assets < $1,000
Total Expense
Net Profit (Loss)

支出
廣告支出
核數費用
家庭營
購買書籍
CD 製作
捐款
活動支出
詩歌頌讚夜
禮品
保險費
午餐
印刷費用
郵費
電台節目
葉保勝神父避靜
神父酬金
修女酬金
刊物訂購
什項支出
電話費用
器具用品
設備
總支出
盈餘/(虧損)

2,138.42
4,700.00
538.00
15,469.65
1,252.92
1,474.36
4,346.00
1,297.98
1,337.76
1,439.00
3,555.46
7,694.99
5,773.05
1,433.53
1,162.50
536.80
144.60
6,300.00
11,800.00
291.81
363.49
24.30
163.63
563.64
73,801.89
1,332.72

2012 年度家庭營
陳永超神父主持成人組
日期﹕ 26/12 – 28/12
地點﹕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

中秋節聯歡晚會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s
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
4-6 Portia Rd. Toongabbie
23/9 星期日 下午五時至九時

『風中傳愛』 『愛在永恆』
CCC 製作電台節目『風中傳愛』及『愛在永
恆』，現可以在本會網頁 www.ccc-inc.org.au
下載收聽。

節目：聚餐，歌唱，燈謎，遊戲，抽獎等
Dinner, Singing, Riddle, games and lucky draw
Ticket 餐券 @$5.00
Please bring a plate of dessert
請帶同一份甜品一同分享
可在中區，北區中心或中文學校購買餐券
聯絡： 0413 726 213

季刊 / 期刊電子版
近年出版的季刊/期刊，現可以在本會網頁
www.ccc-inc.org.au 下載。本刊已出版近三十
年﹐以往各期將會陸續製作成電子版本放
在網上供各位閱讀/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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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 使 搵 阿 季』
由 2012 年開始，季刊將改在每年的
三、七及十一月出版三次，並暫名為
期刊。期望能集中更佳資源，令本刊
物 更 加 充 實。一 切 如 舊，五 十 期 不
變。多謝各位愛戴，敬請繼續支持。

Changes to the Quarterly
From 2012, the Quarterly will be renamed
‘CCC Bulletin’, distributed 3 times annually
in March, July & November. Thus giving us
more resources to produce a even better publication. Everything is unchanged. Thank you
and please continue your support.

2012 全澳中文朗誦比賽結果
Results of National Chinese Eisteddfod 2012
團體 Group
st

個人 Individual

1 冠軍 2 亞軍 3 季軍 1 冠軍 2nd 亞軍 3rd 季軍
粵語及國語
Cantonese & Mandarin

方濟會葉保勝神父(Fr. Moses Yap, ofm)
2011 雪梨講座錄音

nd

2

rd

-

st

-

2

關傑棠神父(Fr. John Kwan)
2011 雪梨講座錄音

1 如何在痛苦中了解生老病死
2 如何面對人生的嚴冬

1 2011 家庭營
如何加強家庭成員的溝通

3 如何祈禱

MP3 制式﹕一隻 CD ($2)

4 信仰上看中年危機之 有危必有機

普通音樂 CD 制式﹕共九隻 CD ($20)

5 彌撒的意義

2 泛澳華人天主教信友團體論壇雪
梨 2011 : 在基督內的培育與事奉

MP3 制式﹕以上全部一隻 CD ($2)

MP3 制式﹕一隻 CD ($2)

普通音樂 CD 制式﹕以上全部共九隻 CD
($20)

普通音樂 CD 制式﹕共九隻 C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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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2 年第三學期各級新生(7 月 22 日開課)

CC
C
請為馬神父健康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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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教
友作定期探訪﹐歡迎各位加
入﹐可以是定期或不定期﹐
詳情請與下列任何一位聯絡:
Wai Pon 0416 243 302
Fred Luk 0425 224 079
Catherine Wong 0407 249 389

時間

宗旨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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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班 小一至小五
9:00-11:30 am
小六至中學各年級
9:00-12:00 pm
下午班 學前班﹐幼稚園至小五 1:45-4:15 pm
小六至中學各年級
1:45-4:45 pm
普通話: 星期日 幼稚園﹐小一至中學各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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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及香港出版之課本。中﹑高年級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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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及中國出版之課本﹐輔以漢語拼音。
用簡體字課本，並介紹繁體字。
* 中三及以上仍用繁體字課本，兼介紹簡體字。
(3)普通話會話班﹕以英語為輔助教學語言，以學習日常會話為主，
無需寫字 (中學或以上程度，無需中文背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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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00 am - 下午 2:30 pm
電話報名: 0432 450 652 黃太 或 瀏覽本會網頁 www.ccc-inc.org.au 下
載報名表

This project is funded by the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本校 由 教育培訓部長撥款支持 及 由教育培訓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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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cb.org/nab/index.htm
15/07/12
22/07/12
29/07/12
05/08/12
12/08/12
19/08/12
26/08/12
02/09/12
09/09/12
16/09/12
23/09/12
30/09/12
07/10/12
14/10/12
21/10/12
28/10/12
04/11/12
11/11/12
1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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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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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三十一
常年期三十二
常年期三十三

Amos 亞 7:12-15
Jer 耶 23:1-6
2 Kg 列下 4:42-44
Ex 出 16:2-4,12-15
1 Kg 列上 19:4-8
Prov 箴 9:1-6
Jos 蘇 24:1-2,15-17,18
Deut 申 4: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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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ut 申 6:2-6
1 Kg 列上 17:10-16
Dan 達 12:1-3

詠 85
詠 23
詠 145
詠 78
詠 34
詠 34
詠 34
詠 15
詠 146
詠 115
詠 54
詠 19
詠 128
詠 90
詠 33
詠 126
詠 18
詠 146
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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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雅 1:17-18,21-22,27
James 雅 2:1-5
James 雅 2:14-18
James 雅 3:16-4:3
James 雅 5:1-6
Heb 希 2:9-11
Heb 希 4:12-13
Heb 希 4:14-16
Heb 希 5:1-6
Heb 希 7:23-28
Heb 希 9:24-28
Heb 希 10:11-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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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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 谷 12:28-34
Mk 谷 12:38-44
Mk 谷 13:24-32

賞一相

在 Santa Sabina College 舉行的聖週六及聖週四(右下圖)禮儀
Holy Saturday and Holy Thursday (bottom right) ceremonies held at Santa Sabina College

復活主日北區中心歡迎新領洗教友
Lindfield centre welcomed newly baptised on Easter Sunday

中區中心在復活主日舉行戶外旅行
Picnic held by Camperdown centre on Easter Sunday

中區中心慶祝聖神降臨節
Camperdown centre celebrate Pentecost

縱使大雨滂沱﹐寒風刺骨﹐仍不減教友們在聖體聖血節與基督同行的決心
Despite pouring rain and cold weather, thousands of Catholics walked with Christ on the Feast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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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orial

北區中心(上)﹐中區中心(下左)及高齡之家分別慶祝母親節
Mothers’ day celebrations in Lindfield centre (top), Camperdown centre (lower left) & CCC Homes

北區中心慶祝成立十五週年感恩祭
Lindfield centre celebrating the 15th anniversary

北區中心舉辦中醫保健講座
Health talk in Lindfield centre

中文學校一年一度在鮑思高青年中心舉辦家長師生同樂日
Chinese School annual fun day in Don Bosco youth centre

全澳中文朗誦比賽兩隊冠軍隊伍

The 2 teams that came first in the National Chinese Eisteddf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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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for most of us is a part of our everyday
life. We hope for many things; not being late
for work, having good weather, getting good
grades at university etc. But there is also a
spiritual side of hope which many of us do not
pay as much attention to, this being the
theological virtue of hope that bears common
traits with faith, as both form basis for the
belief in God.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hope is not only limited on an individual
level. Just as we pray for others, we can also
hope for others, such as hoping (and/or
praying) for others to be able to receive
eternal life after their passing.

"For we are saved by hope.
But hope that is seen, is not
hope. For what a man seeth,
why doth he hope for?"
(Romans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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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re-teens, we may have hoped to grow taller so that we could go on rides
at theme parks. Maybe during high school we hoped or currently hoping to
get good marks to attain a good UAI (yes I know I’m old) or ATAR. After
going through university, we may then hope to find a vocation that would
make us happy and take us into our twilight years. Though simplified and a
little clichéd, it seems obvious that hope and will hope for many things over
our life time. However, at the end of the day, as Christians we all ultimately
hope for one thing; to be reunited with God in heaven.
I think that as youths, we often place our hope in things that would never
really satisfy us and this usually leads us to be disappointed and even bitterness. This bitterness, in turn, affects how we treat people and lead to selfishness and sadness. However, if we pray for the desire to be more open to God
and be able to place our trust more readily in God rather than our own
strengths, we may receive the virtue of hope; a hope that does not disappoint.

Have Trust in God’s Will,
Open Heart for the Lord,
Peace in His Real Presences,
Ever Grateful in His Blessings.

Let Our VOICES
ROAR!

May the Lord bring Hope to all the young
youths of thi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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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work out the message?
MESSAGE:
iheillioiboiyiisanidgiirils,iIhiavieainieixic
iitiiinigiaicitivitiyfoiriyiourialiltioihiaviei
aigoiait.Firsitiyiouinieeidtioiwriiitieidoiw
iniwhiaititihemeisisaigei.Seiehioiwweilil
yoiuciaindioithis!Goioidliucki!
(Clue: Take out the letter that is at the
beginning of ice-cream and work out the
words)
_____ ____ ___ _____,_ __
__ __ ________ _______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___ ___ ____

__ _____ _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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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begins with a man whose name is Zaccheus, or Zack for short. Zack was a
rich tax collector and was quite greedy, taking money from the people in his village.
One day, Zack hears about a man named Jesus who would come to his village to share
and preach good news about God. Now Zack wanted very much to see this man, so he
went to the village square hoping to see Jesus.
When Zack arrived, he found almost everyone waiting to see Jesus. There was no
room left for him. So, Zack climbed up a strong tree and was then able to see Jesus.
Below is a picture of what I imagine Zack and Jesus to be like.
word
ords in the
Use the w
ture.
bel this pic
bank to la
ack?
s? Who is Z
u
s
e
J
is
o
h
W
ey?
Where are th

WORD BANK
Jesus
Zaccheus
crowd
village square

… As for Zacch
eus, Jesus asks to
share a meal with
Zaccheus’s hous
him. The meal is
e.
to be held at
In the end, Zacch
eus realises that
he should not ha
and decides to re
ve taken money fr
pay the people m
om the villagers
uch more than he
had taken from th
em.

The meaning of the story?
The compassion that Jesus shows those who have sinned gives us hope that we can also do
the same for others. God’s love is for everyone and those of us who seek God’s love needs
to find compassion for those around them. I hope we will try our best fo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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