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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2013 年 3 月 19 日，萬人雲集的義大利

梵蒂岡廣場，隨著冉冉上升空中的白煙， 

如雷灌耳的歡呼聲和熟烈的掌聲響徹雲

霄，為耶穌基督建立的普世天主教會和全

球的教徒而言，這是個多麼令人興奮的時

刻 — 我們有了新教宗。感謝主！ 

南美洲亞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總主教—

貝戈格理奧樞機，當選為第 265 位伯多祿

的繼承人，且是第一位取名方濟各的教

宗。在就職彌撤中，立即勉勵信徒要在上

主的臨在中行走；在基督的寶血中建立教

會，宣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雖然今

日教會面對不同的難題，盼望這位效法亞

西西方濟各的教宗，在他被譽為具直正誠

懇、作風隨和親民、生活簡樸和熱衷傳教 

的特質，能面臨這俗化和充斥大自然及各

種人為問題的世界，帶來和平與希望。 

1182 年聖方濟各生於義大利亞西西。這

位創立方濟會的聖人，不但充滿愛主愛人

愛大自然萬物之情，更是一位信德超著的

表 表 者 ， 願 我 們 「 偕 同 方 濟 ， 步 武 基

督」，作主的和平工具，做個愛的使者，

當中一定遇到困難，但主耶穌說：「看！

我 同 你 們 天 天 在 一 起 ， 直 到 今 世 的 終

結。」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留給我們信徒

的禮物，就是今年仍繼續的信德年，讓我

們懷著信德，為教宗也與他一同為世界和

平祈禱。願主的平安常與我們同在。 

聖方濟各，請為我們祈禱！ 

『天主，使我作你和平的工具。 

在有仇恨的地方，讓我播種仁愛；在有

殘害的地方，讓我播種寬恕；在有猜疑的

地方，讓我播種信任。 

在有絕望的地方，讓我播種希望；在有

黑暗的地方，讓我播種光明；在有憂苦的

地方；讓我播種喜樂。 

我不企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

我不企求他人的諒解，只求諒解他人；我

不企求他人的愛護，只求愛護他人。 

因為在施捨他人時，我們接受施予；因

為在寬恕他人時，我們獲得寬恕；因為在

喪失生命時，我們生於永恒。天主，使我

作你和平的工具。』（節錄自頌恩「方濟

各的祈禱」） 

【為響應教廷呼籲，本刊將以「方濟各」作為

當今教宗 Francis 的中文譯名，以示統一。】 

看到一篇文章，題為「快樂是不買得到

的」，嗚呼，怎麼現在的語文程度如此差

勁，這樣狗屁不通的句子也能登大雅之

堂，編輯該當何罪？邊罵邊看，且看它葫

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幸虧一看，原來是教

人快樂的祖傳秘方，方法非常簡單，就是

「不買」東西。 

此話怎說？就是如果我們不再去追求那

些名牌「潮物」，不再去和友儕或同事或

同學比拼，生活壓力自然減少，悠然自

得，豈不樂哉？反觀時下潮男潮女，男盜

女娼，並非為兩餐一宿的基本生活需求，

而只是為要一身穿名牌，戴「潮物」，好

在朋輩中「騷歌里」，得不到的，便悶悶

不樂，生無可戀，或跳樓﹑或燒炭﹑或自

殘。對於那些「一款未停，一款又起」的

電子產品，什麼「挨瘋」「挨屁」，當還

未弄清楚、用得著那些無謂的功能，便甘

願捱更抵夜，瑟縮街頭，飢寒交迫地去排

隊買新款的，貼錢買難受，快樂嗎﹖ 

常言道：「知足者，貧亦樂」，我相信

不斷的去追求名利金錢是絕不快樂的。猶

記得八十年代我到南亞一些發展中國家公

幹，或許是生活艱苦，或許是缺乏社會保

障，當地人民都是把錢放首位的。無論你

給他們多少小費，他們都不是回以多謝，

而是「麼呀，麼呀」(more, more, 即多些多

些)，沒有感恩之心，只有不滿﹑貪婪﹑怨

恨之情，何來快樂﹖ 

人 到 無 求    綠衣獅 主題 

〔下接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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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同方濟  步武基督    多羅德  主題 

一位在美國亞拉斯加服務的神父來信告

訴我，新教宗上任不久，他的堂區多了些

青年教友回來，他們很喜歡這位取名方濟

各的教宗。原是來自南美洲亞根廷布宜諾

斯艾利斯的樞機，當上伯多祿繼位者時間

尚淺，有甚麼吸引力？方濟各又是何許

人？ 

天主教會有兩位稱為方濟各的聖人，一

位是被稱為傳教主保的耶穌會士聖方濟各

沙勿略，他的宏願是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

遍普世，包括中國。另一位就是聖五傷方

濟各或通稱為亞西西方濟各，亦即當今教

宗所師法的聖人。1182年方濟各生於意大

利亞西西，父親是布商，家庭環境富裕。

1202年亞西西城發生戰役，他被俘擄入

獄，後來獲釋放。他曾回應當時教宗的號

召，加入十字軍，惜未能前行，於是便與

朋友過著享樂歡宴生活，一派富家子行

為。 

1205年尾方濟各在聖達勉堂聽到聲音：

「方濟各，你去修理我的屋宇吧！這屋宇

一如你所見的整個坍塌了。」他便把父親

鋪中的布匹賣掉，把錢捐給神父。其實天

主要方濟各做的，不是衹修建聖堂，而是

重整當時有問題的教會。於是方濟各全心

回應主的召叫，關懷弱小和窮人，因此也

與父親發生衝突。其父更走到主教前理

論，結果方濟各脫掉衣服，表示赤貧離家

而去，完全改變過往奢華的生活方式。 

1206年，方濟各開始在達勉堂和尊寶

地，開始傳福音，身上祇有一件長衣，並

以帶子代替腰間皮帶，過著清貧生活，同

時也吸引一些跟隨者。1209年他寫下會

規，獲教宗批准，成立小兄弟會，也就是

今日的方濟修會。他熱愛基督，1224年9月

17日，天主賜他特恩，身上印上耶穌的五

傷，因此也被稱為聖五傷方濟各。其實每

年聖誕我們都見有牛和馬槽的佈置，這也

源於方濟各向教宗請求下而做成的，為要

紀念耶穌的降生和聖家的清貧。另方面他

又要與窮人甚至動物分享聖誕的喜樂，希

望富有者為饑餓者提供美食；為雀鳥多撒

穀物。方濟各具有愛人及愛一切生物和大

自然的特質皆因源自愛主之情。 

方濟各雖然不斷為福音作証，但也如普

通人般經歷病苦。他曾患眼疾，並多次求

醫，可惜無效，縱使祈禱，眼疾依然惡

化，幾乎全盲。在極大痛苦中他接受天主

的旨意，而天主也保証他永獲救援。此時

方濟各寫下著名的太陽歌，後又加多一

節，促成市長與主教和好，他就是身體力

行，實踐了今日我們熟悉的方濟各禱詞：

天主，使我作你和平的工具！ 

1226年，方濟各意識到返回天鄉日期將

至，堅持要人帶他回寶尊堂，就在10月3日

逝世。直至1930年，他的遺體才移至以他

為名的新建大教堂。教會每年10月4日紀念

這位聖人，有些地區的聖堂，還會在紀念

方濟各的慶日，為教友祝福動物，以效法

和表揚方濟各愛護一切天主所創造的動物

之心。 

方濟各生前著重神貧，他自己也和同會

兄弟過箸貧窮和勞動生活，非常簡樸，務

求追隨基督。當今教宗方濟各原來也有一

段如此小軼事：當他仍服務當地教會時，

每主日清早他便到報攤取報紙，平日有人

派送。每月最後一個主日，他便帶回報攤

老闆三十條用來紮報紙的橡筋圈，十年如

一日，用今天術語就是環保，其實也反映

出他簡約生活方式，正如他日常祗以公共

交通工具代步。今年三月教宗即位後，便

即在陽台出現，更謙虛地請所有人與他一

起祈禱。主耶穌受難前的聖週四，還特為

囚犯洗腳，他的愛心令不少人感動。 

自新教宗上任，不少教徒都希望他能如

方濟各般更新教會，的確教會近年來面對

多方的內外問題；也有不少教外人士，期

盼這位親民隨和、勤懇儉樸和熱衷傳教的

教宗，能為這個著重功利和俗化的社會、

充斥暴力及不義的世界，帶來希望。願我

們在教宗方濟各引領下，在人群中發揚仁

愛和平的精神，做個真正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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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主塵   瑪加利大 主題 

主耶穌基督以尊貴之軀誕生在馬槽中，

其後在納匝肋木匠家過平凡的生活。祂自

甘貧窮，放棄物質享受，更將自己所有與

有需要的人分享，並要求我們能照著去

做。「現在我們是天主的子女，但我們將

來如何﹖還沒有顯明﹔可是我們知道:一顯

明了，我們必要相似祂，因為我們要看見

祂實在怎樣。」（若3︰2） 

現任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正步向

主的後塵。據說他仍是主教時愛過低調而

簡樸的生活，處於現今科技發達的繁華世

界裏，日常的衣、食、住、行均我行我

素，不理會他人的看法，一切均以節儉為

原則。直至當選為教宗，亦不想住在設備

豪華的府邸，而改住普通民房。教會極力

反對他那過於低調作風，因他身為教宗，

責任重大，由於保安問題不接納他所求，

為了顧全大局，亦從善如流接受歷任教宗

所過的生活方式。自上任後，不但勤於職

務，且常以親善態度待人，尤其眷顧那些

弱勢社群，並認為憐恤和照顧窮人是我們

基督徒的一個重要使命。日前教宗方濟各

首次就金錢危機發表重要講話說，世界各

國的領導人們應該制止「金錢至上」，為

窮人謀求更大福利，把人們從金錢的暴政

下解救出來。他那處事態度及方式有耶穌

的肖像，甚受信眾們愛戴，可作世人愛德

與真理的榜樣，值得學習，此乃教友們之

福，更是教會之光﹗ 

去年尾堂區神父感謝北區教友能嚮應呼

籲，踴躍慷概捐獻，除可支付神父日常生

活的費用外，又有餘額用作儲備金，以備

日後作為神父退休、保健或患病時的支

出。堂區神父是區內教友的善牧，他們不

但要守神貧且終身為教會服務。聖教四規

內提醒教友們該盡力幫助聖教會的經費。

「天主是愛」祂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應聽

從上主的教訓學習愛主愛人。堂區神父是

教友的善牧，為教會服務，我們除了接

受，也要給予，彼此才能保持良好的關

係。若能時刻視天主為唯一的主宰，以極

大的信、望、愛三德去堅持自己的信仰亦

是愛天父的表現。同時主內的弟兄姊妹已

加入天主的大家庭，對堂區團體應有歸屬

感及責任感，大家要互助互愛，彼此共

融，才可保持教會內和諧合一，感謝主賜

給各人一切恩典。 

基督曾說:「神貧的人是有福的﹗」這正

好顯示基督要求我們過儉樸的生活，實踐

祂的教訓，給予需要幫助的人分享自己的

一切，使自己不會變成物質享受的奴隸。

故我們應常靜思一下自己的生活，有否將

金錢揮霍在享受上，抑或願意用來幫助有

需要的人，更何況幫助聖教會的經費是教

友之責呢! 

總言之人天生有著善的本性，有仁愛之

心，必能捨己為人，多作金錢或物質的布

施，勿使自己的生活「物化」，而成為金

錢、物質…等的奴隸，在真理中生活，使

自己活得更真實，更有正確的目標。故對

堂區的奉獻不論多少，積聚起來也可發揮

其作用。「團結就是力量」，若主內的弟

兄姊妹們能盡力幫助教會，正是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為教會服務，不自私自利

只求自己的益處或方便，能常顧及整體的

需要，各人均能付出無私的愛、時間、金

錢和幫助，增強對團體的歸屬感，以熱誠

的心互相幫助及扶持，一起學習天主能

「愛人如己」步向真實的愛的世界，人生

活在世上才有價值及意義，亦不枉此生呢! 

「天主是愛，那存留在愛內的，就有留在

主內，天主也存留在他內。」（若4︰16） 

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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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底健康法之父 
吳若石神父探訪之旅    

 Mary Leung 

(Kingsgrove)   

相信很多人聽過足底按摩，廿多年前在

電視上聽過電影紅人周潤發介紹有位瑞士

人神父名吳若石(Fr. Josef Eugster)為他做足

底按摩治療，功效很好。近幾年閱讀公教

報有一專欄講足部健康法，也是來自吳神

父。五年前有位教友癌症末期，吃不下任

何東西，我便提議試足底按摩，果然有

效，能吃少量流質而不吐，我們的小團體

都對這方法有了興趣。 

因緣際遇，就在那時吳神父到墨爾本教

授足部健康法，立刻請他順道先停雪梨，

有幸神父就在舍下住了幾天。就此與他結

下了緣。 

神父說一口流利普通話，掛在口邊是我

們中國人，我們的老祖宗給我們留的寶

貝，我們要保存它。這中國人的寶物就

由吳神父這位瑞士人把它不但保存，且不

斷研究，推廣，並發揚光大。他希望每一

家庭，至少有一位成員懂得這方法，為家

裏的人保持健康。初見神父被他的和譪親

善所吸引，看著他謙遜地捧著人家的腳，

親切地詢問他人身體狀況，為人做按摩，

給予鼓勵，真的很溫暖。他上課時風趣幽

默，耐心教導，天主把他像從天降下給我

們一樣。從此，與神父有電郵來往，常想

著要到台灣走一趟探望一下他。 

今年五月十三日決心趁著到默主哥耶朝

聖之前先到台灣幾天看看吳神父，這位大

忙人原來逢星期一都到台東教書並為殘疾

人做冶療，星期二早上為痙攣病人在水裏

做冶療，下午才回山上長濱他居住的教

堂。所以我們祗有一天半時間與他相聚。 

長濱是台灣東部山上的一個村莊，出發

前我從沒有做任何資料搜集，祇依從神父

指示從台北乘五小時火車到玉里然後他的

秘書Sophie小姐來接，再坐大半小時車才到

達，算算那天清晨六時上了機場巴士到把

行李放低在民宿時已是晚上六時多。自己

心裏祇想長濱是山上一鄉下地方，目的是

來見見吳神父已足夠，但天主給了我一份

很大的禮物，包括長濱的Sophie，早餐店的

老闆娘，民宿及豬肉檔的老闆娘，那些純

樸開心的阿美族原居民。那裏的美麗景色

簡直是意外驚喜。 

吳神父不但在台灣是個大人物，在國際

上也有盛名，但他從不覺得是這樣，他那

簡陋的家連辦公室，就是一張單人床加蚊

帳及一張寫字枱，一部電腦給自己及Sophie 

共用。我們看見五月十四日神父下午從台

東回來，跟著花蓮主教帶著二位神父，幾

位青年領袖來訪，他搬枱搬椅，倒茶遞

水，買生菓招呼客人，走出走入，笑容滿

面，開開心心的解釋足部健康法，帶主教

神父看他們的孩子—這些孩子大部份都是

孤兒，學校放了學便來到聖堂後面的課室

溫習、吃飯、休息一會便讀書至晚上八畤

回家；下雨天住在山上的，Sophie媽媽都會

用車把他們送回去，她說不放心。神父這

晚上還要為由政府舉辦、為新移民婦女教

授足部健康法，我們也乘機上了一課。然

後第二天早上五時半為北部教友開彌撒。

看官們，你們聽著也頭痛呢！這樣的日

程。不要忘記神父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但

他卻精力充沛。走在街上，他跟每個人親

切的招呼，像慈父一般，讓我們藉他看見

了慈愛的天父。神父生活極樸素簡單，晚

餐與我們一起吃，他祇吃一些鹹菜及細塊

豬肉。 

說到Sophie，這溫柔斯文的中年女士，

遇見她也是我們的福氣。她是堂區及吳神

父的秘書，神父要照顧七個部族教區，

（他們的主日彌撒要由星期五開始輪流

的），什麼事也要找Sophie，一星期五天她

與另二位女士弄飯給孩子，然後與神父一

齊吃。這些孩子有些是問題孩子不肯上

學，大部份是沒有父母或父母不在身邊，

Sophie跟她的義工們就這樣照顧他們，很多

孩子長大後到了城市工作，大時節都回

來，聖堂永遠是太擁擠的。有些孩子每月

寄食物回來幫助神父的開支，很感動的一

份份情。 

〔下接第 7 頁〕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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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學校三十週年後感 中文學校 

 
「真係唔講都唔知，華人天主教會中文

學校已經開咗三十年啦！」 

「係呀，所以今年慶祝三十週年囉。」 

相信不單是以上一對家長，很多人都沒

察覺學校已悄悄地踏入第三十年了。一九八

三年，也就是華人天主教會成立後一年，中

文學校開始招收學生，在Camperdown上課，

後來搬到 North Parramatta，再於二零零七年

搬到現在的Northmead中學，經歷了不少變

遷。不少學生已經畢業，再把他們的子女送

到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就讀，真的是薪火

相傳。所以校務組覺得不應該讓這第三十週

年悄悄地溜走，決定在二零一三年四月七日

舉行「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三十週年慶祝

遊藝會」。 

遊藝會於當日下午二時十五分開始。二

時左右嘉賓便陸續蒞臨，包括已離職的校

長，老師和畢業同學。還有華人天主教會會

長，副會長和委員，高齡之家副主席，當然

少不了中文學校的校董們一共二十一位。更

令人鼓舞的是在場有超過七十位家長，充分

表現家長們對同學們和學校的支持。 

同學的朗誦示範為遊藝會拉開了序幕。

所有的同學都參與這項目，無論是四、五歲

的學前班小朋友到十五、六歲的中學生，都

用心留神地唸詩詞，觀眾也報以熱烈的掌

聲。盤偉校長衷心感謝家長和義工的不斷支

持，更特別指出，學校能取得今天的成績，

是歷任校長和教職員辛勞工作的成果。主禮

嘉賓黃肇強醫生亦與大家分享他子女學中文

的經歷，他認為華裔移民在融入澳洲主流社

會時，必須保留中國文化，而中文學校便肩

負這重要的使命。 

接著校長和嘉賓們一起切生日蛋糕，現

場所有人熱烈地唱生日歌，並一起分享生日

蛋糕。享用蛋糕後，遊戲節目便開始了。為

了讓同學們透過遊戲認識並了解中國文化，

特別設有六個攤位，分別是龍鬚糖製作示

範，摺紙示範，彈波子（彈珠)，踢毽子(踢

燕)，抓子（拋小米包) 及摺紙工作坊—自

製利是魚。不少同學還是第一次接觸這些遊

戲，都非常感興趣，也為很多家長們喚回童

年回憶。若一時未有機會參與遊戲，也可以

觀看展版上的中國服裝以及同學們在校內外

參賽的得獎作品。 

真的是快樂不知時日過，很快便到了放

學的時間，盡管不少同學還意猶未盡，家長

們也正熱烈交談，隨著鐘聲響起，華人天主

教會中文學校三十週年慶祝遊藝會亦不得不

結束了。學校大家庭又一次發揮團體精神，

高年級同學、 義工和家長們一起收拾、清

潔，很快操場便恢復原狀。 

 Marita 

人 到 無 求   〔上接第 2 頁〕 

唐代醫書有云：「養生有五難，名利不

去為一難；喜怒不除為二難；聲色不去為

三難；滋味不絕為四難；神慮精散為五

難。」不斷地去追求地上的財富，陽壽必

然提早來到盡頭。天堂隨時爆棚，去得到

也只能住進「劏房」吧，何必呢？ 

就讓我們效法聖方濟各，反璞歸真，無

慾無求，一心追隨基督，不要為明天憂

慮，經上不是說：「我告訴你們：不要為

你們的生命憂慮吃什麼，或喝什麼；也不

要為你們的身體憂慮穿什麼。難道生命不

是貴於食物，身體不是貴於衣服嗎﹖你們

仰觀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也不收

穫，也不在糧裏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

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更貴重嗎﹖」（瑪

6:25-26）「你們的天父原曉得你們需這一

切。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

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瑪6:32-33) 生活

在一個如此好福利、有保障的國度裏，只

要做好本份，便有合理打賞，還不斷的

「麼 呀，麼 呀」，在 天 主 眼 中 只 會 變 為

「魔呀，魔呀」，倒頭來只會被送進地獄

的廚房，享受明爐燒烤，變身脆皮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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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i t o r i a l  
Pope Francis teaches us to serve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humility. Love of God and ser-
vice to others are the essence of Christ’s teach-
ings. Pope Francis is like a breath of fresh air 
blowing into the Catholic Church. His simple 
way of life, tolerance and respect of nature are 
examples for us to follow. Within our commu-
nity, and Christian communities are no excep-
tion, many personal conflicts are the result of 
intolerance and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others. 
How often we put our ego above everything else 
and forgot that in a Christian community, acts of 
love with humility far outweighs knowledge, 
society standing, capabilities and wealth.  

In today's world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self and assertiveness, humility is not a weak-
ness; in contrast, humility is a virtue which 
brings one closer to God. Humility is not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fact it is confidence in God that 
He will provide and lead us in good and bad 
times. As Pope Francis reminds us, we should 
pray to the Holy Spirit often that He will fill our 
hearts with love and humility, so that our exam-
ple of Christian behaviour is like a light in the 
wilderness to show non-believers to Christ. 

足底健康法之父 
吳若石神父探訪之旅   

〔上接第 5 頁〕 

早餐店的老闆娘梁太，這店祇開到上午

九時半左右便不做生意，午飯時聖堂的義

工們很多時聚在這裏一齊吃午餐(自備)，因

為大家太忙，午餐時便開會，然後梁太便

準備孩子們的晚飯，除出力外，當然常免

費弄些特別食物惠及眾人，尤其是大時節

的聚會。這個店很舒適，食物很好吃，想

著已覺肚子餓了。工作的女士們都很漂

亮，原來有位是畫家，下午便去作畫！這

種生活祇有長濱才有呢！她們全部都是吳

神父替她們付洗的。老闆梁先生看著太太

的善行，本是一虔誠佛教徒，今年也開始

慕道，感謝天主，再次印証福傳要身體力

行。 

長濱在高山上，背面是山，高聳入雲，

面對著太平洋，一幅幅的稻田或甘針田，

走在路上，不需刻意祈禱，已經與天主合

而為一。 

我們在長濱居然買了二件T恤，問老闆

小姐有沒有折扣，說我們是吳神父的客

人，她立刻劃十字，很開心說自己也是教

友，不過沒價減！賣衫店沒有鏡子你聽過

未？這小店就沒有鏡子，我問她我怎知自

己穿得好看不？老闆小姐說人人都漂亮，

不用照鏡！嘻嘻笑的，大家都很開心。 

在這地方住上一星期便會熟識大部份的

人，因一半以上的阿美族人都是教徒。天

主的奇妙化工讓住在這麼偏僻山上的原居

民都能藉著這些外國的傳教士去認識到耶

穌基督，而這些外國傳教士（大部份是瑞

士白冷會的教士)離開自己家鄉，來到台灣

山地人的地方，學國語，閩南話，還有原

住民的語言，在過去大半個世紀，跟他們

一起生活，建設社區，教育他們有關健康

等等知識，與他們同喜同悲。我們真要感

謝這些傳教士。神父說七個教堂都是大家

一磚一瓦建成，信仰就是他們的生活與一

切。這裏的人是漁民或農民，在大自然中

當然更覺上主的臨在。 

坐在吳神父電單車尾，感覺與一活聖人

一起在這路上奔馳，雖然祇是短短幾分

鐘，也沾上一點真正喜樂的心。秘書Sophie 

也絕對同意這看法，神父卻說他祇跟隨大

老闆的意思走。 

願我們也能以一單純簡樸的心，跟著天

主的意願為自己的意願，為主全心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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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一 相  

聖週五在 Santa Sabina College 由康建璋神父舉行的各項禮儀及避靜 

Good Friday activities held in Santa Sabina College by Fr Edward Khong 

聖週六主復活前夕彌撒暨聖洗聖事 Easter Vigil Mass  with Baptism 

中區中心(左)及北區中心(右)分別在復活主日歡迎新教友 

Welcoming the newly baptised in Camperdown (left) and Lindfield (right) centres on Easter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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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c t o r i a l  

紐省民族社區語言學校聯盟頒發獎狀表揚本會中文學校

成立三十週年 
Certificate of commendation from the NSW Federation of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celebrating the 30th year of 
CCC Chinese School 

中文學校慶祝成立 30 週年校慶﹐近三百人參加﹐節目豐富﹐請參閱第六頁專文介紹。 

Around 300 people celeb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CC Chinese School 

(左至右)高齡之家長者慶祝母親節﹐生日及接受傅油聖事 
(L 到 R) CCC Homes celebrating Mothers’ Day, birthday and annointment by Fr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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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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星期日 下午五時至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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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度家庭營 

蔡惠民 神父主持成人組 

日期: 26/12 – 28/12 

地點: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 

2013 國/粵語慕道班現招收新生 

無論你已領洗或有意領洗與否，歡迎你與

我們一起從天主教信仰的角度去探討人

生，藉著大家的聚會和分享，建立真摯的

友情，提升靈性的生命。 

逢星期日    中區中心 上午 10:00am 

      北區中心 上午 11:00am 

聯絡： 0413 726 213     

丙年主日讀經  Sunday Readings Year C 
每日聖言 http://www.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Daily reading: http://www.usccb.org/nab/index.htm 

07/07/13 常年期十四 Isa 依 66:10-14 詠 65 Gal 迦 6:14-18 Lk 路 10:1-12, 17-20 

14/07/13 常年期十五 Deut 申 30:10-14 詠 68 Col 哥 1:15-20 Lk 路 10:25-37 

21/07/13 常年期十六 Gen 創 18:1-10 詠 14 Col 哥 1:24-28 Lk 路 10:38-42 

28/07/13 常年期十七 Gen 創 18:20-32 詠 137 Col 哥 2:12-14 Lk 路 11:1-13 

04/08/13 常年期十八 Eccles 德 1:2,2:21-23 詠 89 Col 哥 3:1-5﹐9-11 Lk 路 12:13-21 

11/08/13 常年期十九 Wis 智 18:6-9 詠 32 Heb 希 11:1-2﹐8-19 Lk 路 12:32-48 

18/08/13 常年期二十 Jr 耶 38:4-6, 8-10  詠 40 Heb 希 12:1-4  Lk 路 12:49-53  
25/08/13 常年期廿一 Isa 依 66:18-21 詠 116 Heb 希 12:5-7﹐11-13 Lk 路 13:22-30 

01/09/13 常年期廿二 Eccles 德 3:17-20,28-29 詠 67 Heb 希 12:18-19, 22-24 Lk 路 14:1﹐7-14 

08/09/13 常年期廿三  Wis 智 9:13-18 詠 89 Philem 費 9-10﹐12-17 Lk 路 14:25-33 

15/09/13 常年期廿四 Ex 出 32:7-11,13-14 詠 50 1 Tim 弟前 1:12-17 Lk 路 15:1-32 

22/09/13 常年期廿五 Amos 亞 8:4-7 詠 112 1 Tim 弟前 2:1-8 Lk 路 16:1-13 

29/09/13 常年期廿六 Amos 亞 6:1,4-7 詠 145 1 Tim 弟前 6:11-16 Lk 路 16:19-31 

06/10/13 常年期廿七 Hab 哈 1:2-3﹐2:2-4 詠 94 2 Tim 弟後 1:6-8, 13-14 Lk 路 17:5-10 

13/10/13 常年期廿八 2 Kg 列下 5:14-17 詠 97 2 Tim 弟後 2:8-13 Lk 路 17:11-19 

20/10/13 常年期廿九 Ex 出 17:8-13 詠 120 2 Tim 弟後 3:14 - 4:2 Lk 路 18:1-8 

27/10/13 常年期三十 Eccles 德 35:12-14,16-19 詠 33 2 Tim 弟後 4:6-8, 16-18 Lk 路 18:9-14 

03/11/13 常年期卅一 Wis 智 11:22 - 12:2 詠 144 2 Thess 得後 1:11 - 2:2 Lk 路 19:1-10 

10/11/13 常年期卅二 2 Mac 加下 7:1-2,9-14 詠 16 2 Thess 得後 2:16 - 3:5 Lk 路 20:27-38 

UN ITE  20 13  
Praise and Worship  Night will be held in Septem-

ber 2013, details to be advised. 

讚美崇拜夜將於 9 月舉行﹐詳情稍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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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3 下半學年各級新生 (21/7 開課) 
Northmead High School, 28 Campbell St., Northmead 

PO Box 414 Burwood NSW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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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 2:30 pm 

電話報名: 0432 450 652 黃太 或 瀏覽本會網頁 www.ccc-inc.org.au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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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由教育培訓部長撥款支持及由教育培訓部管理 

C C
C

2012 家庭營 CD 訂購 
陳永超神父主持成人組 

主題:家‧長‧營 

MP3 格式 共一只 $2.00 

CD  格式  共九只 $18.00 

訂購：中區/北區中心，中文學校 

registration@ccc-inc.org.au 

0413 726 213 

C C
C

2013 全澳中文朗誦比賽結果 

Results of National Chinese Eisteddfod 2013 

 團體 Group 個人 Individual 

1st 冠軍 2nd 亞軍 3rd 季軍 1st 冠軍 2nd 亞軍 3rd 季軍 

粵語 Cantonese   - 1 - 1 2 - 

國語 Mandarin -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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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父 主 日 講 道   

梁達材神父 http://www.frpeterleung.com/blog/ (每日聖言靜思 ) 

閻德龍神父 http://hk.myblog.yahoo.com/tak-lung 

關傑棠神父 www.ccc-inc.org.au 

徐錦堯神父 http://jesus.cirs.org.hk/audio_mass.asp 

羅國輝神父 http://thomaskflaw.blogspot.com 

每日聖言 http://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index.htm 

聖道禮儀 http://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liturday/litdomcorrente.html 

公教報 http://kkp.catholic.org.hk/ 
祈禱經文 http://www.catholicworld.info/prayerchinese/index.html 

台 灣 教 理 中
心-主日福音 

http://www.zhuyesu.org/lessons/growth_sundaygospel/catalog.php  

香 港 教 理 中
心-主日福音 

http://www.dcc.catholic.org.hk/Testing/fillup/Adult/AB/

AB03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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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there, boys and girls! In this issue of Children’s Corner, we will be celebrating the Feast Day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The date that we celebrate this Feast Day in Australia is October 4th. We w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celebrating not just this Feast Day and those of other saints, but also the beauty of 

God’s creation all around us. The more you appreciate things that you have and see, the more you will 

enjoy what you do. 

Let’s rip into the activities for 

this issue! 

Find the words that relate to the Feast Day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Write a sentence about what St. Francis of 

Assisi did in his lifeti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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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 safe and relaxing holiday and stay in tune for the next Children’s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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