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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一生為主獻
沖破疾苦今升天
神父機票終兌現
父親聖母喜迎見
安然返抵天父邊
息勞歸主享天筵
主必罰賞惡與善
懷善牧群羊思念
Father Mo Father Mo
So humble so gentle
When we are in trouble
You are so helpful
When we are sinful
You guide us to be spiritual
Even when you are painful
You are so peaceful
Thank you for teaching us by example
Knowing now you are in God's castle
We are all very grateful
懷念 馬 神 父 In Memory of Fr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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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 我 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
認識我。」(若10:14)耶穌說的這句話也可
用於馬仕沖神父與不少信徒的密切關係上。
九十年代至二千年加入華人天主教會的朋
友，必定認識這位慈父與導師。馬神父六十
歲那年便開始擔任CCC神師一職，直至2001
年因健康問題而御任；但他退而不休，十多
年來只要健康許可，都會出席主持或參與各
種活動，對於教友上門造訪或致電請教，神
父都樂於聆聽。每日更為 CCC這大家庭和信
友代禱，不減慈父本色。相信每位與神父較
接近的人，都有著特別的情誼。今年三月，
天主便把他的忠僕召回天鄉，正如保祿宗徒
所說：這場賽跑他跑完了，這場好仗他打完
了，主耶穌為他戴上勝利的榮冠。

馬 神父雖然肉軀上離我們而去，但他慈
祥的笑容、風趣幽默的本色、最重要是愛主

愛人的表率，常在我們心間。縱使讀者對神
父印象不深，也可透過是次以馬神父為專題
的期刊中多篇文章分享，便可對神父芳表有
點認識。如欲進一步認識馬神父，可到本會
網頁重溫本刊第81期於2001年6月為慶祝馬
神父入會五十週年及晉鐸四十週年的專題特
稿，另於2011年6月第119期慶祝馬神父八十
大壽的特刊裏亦有多篇關於馬神父的精采文
章，大家不容錯過。

我的良師 馬仕沖神父
我 們對已在天國的馬仕沖神父都有各自

直 到1974年，當慈幼會在澳大利亞發現

的印象，他用身教來使我們相信，如果有信
德，跟隨主耶穌基督，無論你是誰，都會成
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天主也會賜給我們希
望來活出聖言。

他們有一位成員—馬神父，在西澳牧民，他
們便立刻邀請他到墨爾本，並把他從香港慈
幼會調任到澳大利亞慈幼會。

一 些教友把他形容為一位神學自由主義

駕駛著一輛黃色跑車抵達墨爾本的。晚飯
時，他還取出他帶來的一瓶威士忌，與眾人
分享。他的愛心和通情達理、樂於助人的精
神，深受別人認同。這些都是我們多年來認
識的馬神父 — 亦師亦友，與我們分享食物、
笑話。與此同時，他還帶領我們，以他的言
行和聖經，教導我們如何成為一位真正的基
督徒。有時候，我們已不經意地回應了馬神
父的教導 — 活出聖言。

者，是一位真正跟隨福音，謙卑與寬恕的學
者。他亦是一位神父，牧者，神師，甚至輔
導員，亦是許多教友的私交。

感 謝天主賜予 C C C 有這位善牧馬仕沖神

他 的一生絕對不平凡，應該是非常豐富

父，相信今日馬神父也會繼續在天上為我們
代禱，懷著信德，我們將來也能聚首天鄉。

和精彩的。在三十三歲的時候，他被任命為
香港慈幼會修院的校長（在香港慈幼會歷史
中，他是最年輕的校長。我們都知道，在當
時的環境，一位亞洲人能登上這位置殊不簡
單）。從1968年至1970年，他被任命為澳門
慈幼會修院和學校的校長。

今 年七月開始，C C C將在Eastwood的St
Kevin’s Church開展一個新的中文彌撤中
心，期望天主的愛藉此更廣傳，讓我們同聲
感謝主。

馬神父看喜樂
問： 馬 神父，你曾經歷病苦，現今仍需服
藥休息，而且要放下自己一向喜愛的牧
民工作，依然充滿平安與喜樂，可否請
你分享如何成為一位開心喜樂的基督
徒。
答：我們每次參與彌撒的時候，都會有以下
的應對：『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
的心靈同在』，這就提醒大家：天主時
常在我們中。因此無論痛苦與快樂，都
與基督一同分享，而因與祂同在，使我
感到平安，明白即使痛苦，也有意義，
不會白白受苦，況且痛苦只是現在暫時
的，當然痛苦也使人難受，不過想到與
將來光榮相比，我便充滿盼望
因此
基督徒除了信德和愛德外，望德也很重
要。現在我因健康問題，天主放我假，
這也是一種恩賜，想到這點，內心便平
安。

-2-

我 也會遇到困難，也有心煩的時候。
耶穌教我們向天父說：求你賜給我們今
日的食糧，意思是以今日為主，先解決
今日的問題，以後的一日一日去面對，
一步一步去練習，在困難和失敗中，也
可以有平安的，而且天主聖神會給我指
示，使我看到光明的一面；祂會派朋友
來探我，安慰我，因此我深信天主與我
同在。我們不要只專注自己的困難，多
幫助身邊的人，也是得平安和喜樂的方
法，人也會開心些。還有一個最易最快
的方法，不過教徒往往不好好善用，那
就是修和聖事(辦告解)，透過修和聖
事，我們可重投天父懷抱。不過無論如
何，只要記著：主與我同在，自然便會
感到平安與喜樂的了！
【編者按： 2002 年本刊透過電話訪問馬神父。
如今馬神父雖在天鄉，相信他每天仍以祈禱支
持我們，我們也可以學習他的喜樂精神。】

陳克勳
(譯本)

澳 門是一個賭城，自然地有一些教友都
會受賭博的影響。神父曾經告訴我，他想知
道賭博的影響，所以他經常去賭場，看看為
什麼人們喜歡參與賭博，希望可找出箇中原
因，來嘗試幫助他們，尋回那失去的羊。這
位好牧者會用一些非常手法去找他的羊。

他 的牧民工作告一段落後不久，他又回
到英國繼續深造。他就是這樣一個謙遜的
人，沒有人知道他有多少學位和文憑，因為
他永遠不會用學識來誇耀自己。當我最近在
香港與慈幼會會士為已故馬神父整理生平歷
史紀錄時，我們無法確定他是何時晉鐸的，
直到我們與陳樞機提及，他才道出馬神父是
在英國晉鐸的。我相信在那個時期，香港神
父在英國晉鐸是極罕見的。

他 是一位藝術家、畫家、時裝設計師、
雕刻家、作家和一位精通多國語言的學者。
很多人都認同他是一位善良，有愛心的人，
他從來不會私底下批評或譴責其他人，只有
在公義面前，他會無懼權貴，道出事實。

在1971年，他離開英國後，被送往柏
斯，住在西澳教區時，他並沒有一個具體的
任務。到1973年，他被送往Exmouth作軍隊神
師，為期三年。他還笑稱，在那裏，他學會
了紀律和服從，像士兵一般。

一 位慈幼會神父告訴我，當年馬神父是

至 於在教會牧民的工作，多年來，他從
沒有說一句不，教會很多工作都需要他，如
施行聖洗聖事、帶領祈禱聚會、家訪、喪
禮、甚至給我們意見怎樣與孩子相處，又會
經常開辦一些新課程給教友們，如聖神同禱
會、慕導班、教會教義等。如果遇到困難，
他會努力不懈地找辦法解決，以履行他的職
責。例如他的廣東話不太流利，但他堅持在
每一個晚上，一字一字的從字典中學習。

他 即使病了，住在療養院期間，他的基
督徒精神也沒有改變。馬神父常常笑說，耶
穌還沒有允許他使用那張登機証上天堂。他
亦展示給我們看，如何能夠把信德，融入日
常生活中。即使在生病的時候，無論情況順
逆，他都願意接受天主的安排，仍然關心身
邊每一個朋友。2013年12月在他身體非常虛
弱時，仍然致電給內子，講一聲「生日快
樂」。

馬 神父在澳大利亞的牧民旅程，讓我想
起了梅瑟帶領他的民眾離開埃及，憑著對天
主的信德，在沙漠中度過了四十年。

試 問馬神父如何能成功地做好牧民的工
作？

只因信，望，愛。
馬 神父常常提醒我們，要把信德、望德
和愛德，融入日常生活裏，這樣才可以在主
的愛內得享平安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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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馬神父肌膚之親

呼籲有意探神父的都自我填上探訪時間，以
分散人流，可惜收效不大；有說我不懂電
腦，有說我不是 C C C 的，有說神父不是這個
意思…。

不要作他想。事情是這樣的，2011

年十
月，八十高齡的馬神父身體己大不如前，就
連由他宿舍往對面馬路的禮堂用膳也有困
難。當時馬神父是我們家寧福(Carlingford)
祈禱小組的神師，也是他為我們這團體命名
為「慈愛樂園」 Happy Family Group 的，
而團體內一些既熱心且細心的教友有見及
此，便開始了每週一次的送餐服務。有一次
我也趁高興帶了些藥膳湯水給神父，但見馬
神父無精打釆地躺在牀上喊痛，當時我無針
無扇，神醫難變，只好徒手替他推拿按摩，
就這樣便開始了以後每週或每兩週一次與馬
神父肌膚之親，或針灸，或按摩，冀能暫緩
神父肉體上的不適。

如 是者過了數月，或許是馬神父中風後
神志未清，或許是神父忙於應酬缺乏休息而
語無倫次，被關進了利物浦醫院的精神病房
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從那時開始，探訪神父
受到嚴格限制，即使早到三兩分鐘也不得其
門而入，逗留超過廿分鐘被下逐客令，多於
批准人數者被拒諸門外…，這倒嚇怕了不少
教友，一度沒有人探望神父。後來幸得
C C C 一位熱心姊妹擔起大旗，統籌各路人
馬，並與長上取得共識，每週將探訪者名單
電郵至院方及長上，以便各訪客能在玫瑰村
門外先報上名來，驗明正身後才獲放行入
內。馬神父經常自嘲說，他在坐監，我們來
探監；好一位慈祥長者，落得如此下塲，聞
者無不心酸。

往 後的數星期，我們不時發覺雪柜裏很
多食物原封不動，便開始懷疑馬神父是否有
能力照顧自己。同年十二月，因一次意外，
馬神父的長上，初來報到的慈幼會會長 Fr
Shane 安排了馬神父入住 Fairfield 區的天
主教護老院 Rosary Village(玫瑰村)。因
考慮到中西文化、語言、飲食的不同，
Hudson 陳克勳透過不同渠道，經多番努
力，在 Castle Hill 堡壘山找到了一家華人
護老院，可馬神父卻說天主既已安排了他入
住玫瑰村，他就留在那裏好了。

值得指出的是，在沒有教友探訪的日
子，Fr Shane 也會獨自或聯同修會其他神
父、修士探望馬神父。而在週末或週日，經
常都有一位女士遠道坐火車來與神父說說上
海話，以解老人家的鄉愁。對 Fr Shane 而
言，探望神父的都是華人教友，他那曉得雪
梨的華人天主教團體是這麼百花齊放，天南
地北各區都有，而華人教友中，他最熟識的
只有 Hudson 一位，所以事無大小，他都是
找著 Hudson，而 Hudson 所代表的 CCC，便
得把事情弄妥，所以什麼 CCC 在「控制」、
「話事」、「操縱」…等等，都只是誤會一
場，不明原委罷了。

馬 神父是一位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受
人敬愛的長者，他曾牧養的羊群，如恆河沙
數，大家得悉神父入住護老院，紛至杳來，
怕他寂寞，更感他吃不到他喜愛的中餐，便
經常帶他到附近的酒樓飲茶食飯，順道遊山
玩水。但好景不常，有幾次神父外出用膳後
回來拉肚子，要驚動長上從百忙中帶神父看
醫生，結果長上下令再不能帶神父外出用
膳。

二 〇〇七年本會所發生的一場風波，馬
神父為千夫所指，成為眾矢之的，什麼越老
越糊塗，被人利用等等。可神父卻處之泰
然，不慍不火，淡然地道出瑪竇福音第五章
卅七節：「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是，非
就說非，其他多餘的，便是出於邪惡。」馬
神父即是馬神父，面對如斯困境，仍能緊按
本子辦事，為公義而不妥協、不畏強權、不
阿諛奉承，實在給當今為一己利益而不擇手
段的世代來個當頭棒喝。

馬神父初入住玫瑰村時，適逢聖誕臨
近，很多取了年假的教友都來探望神父，對
於這麼多的訪客，院方早有微言。而神父亦
曾暗示太多訪客令他感覺很疲倦，有時來訪
者碰巧在他午睡的時間來到，或是怕他寂寞
而逗留至很晚才離去，影響了他休息。為了
馬神父的健康，也為了各來訪者不會好心做
壞事，我曾在網上設立了一個探訪時間表，

永遠的懷念

綠衣詩

做，風雨過後有不少領悟，唯有將一切交給
主，從此接受現實在安老院安心靜養，過平
淡的退休生活，沒有任何煩瑣的事去處理，
況且人在安靜中會得到很大的啟示。馬神父
能欣然接受主的安排及考驗去面對現實，活
在主內的確平安，亦是最大的福氣！聖經
說：「我們困於水深火熱之中，最後您使我
們進入平安之地。」(詠66:12)

十多年前剛移民到雪梨，在華人天主教
會中認識馬神父。他是上海人，故講道時的
廣東話帶有鄉音，不大純正。他為人慈祥，
很少發怒，常和顏悅色地為教友們講解聖
經，他知道很多人生道理。有時到北區中心
開彌撒，也有參加我們的家庭玫瑰經聚會，
他當神師數十年，有豐富的學識及人生哲
理，使我們得益不少。身體的健康一向不
錯，但經一場大病後，一切都改變了，令他
意想不到且無奈，因他不能再開車，連走路
也要用手杖，出外公幹時要他人接送，但他
卻從沒有因此而埋怨主，他知道人生有高有
低，但走在信仰路上，仍然感到生命很安
穩。他相信萬事非偶然，既然病後身體欠
佳，仍珍惜向他人傳福音的機會及職責，以
盡神職人員的本份及志願，確是一位難得的
典範神父。

馬神父雖身居安老院，離開一切世俗的
煩惱，但仍關注教會的動態，常為教會及教
友們祈禱。間中頌唱「聖詩」，既是工作，
也是休息的方法以渡晚年！住院其間不少教
友往探訪他，院方為免太多人來影響他的休
息時間，規定探他的人數，礙於院規本人未
探過他，只為他作祈禱罷了。現在他已離
世，深表遺憾！

馬 神 父於二 零 一四年 三 月五日 蒙 主 寵

病後雖然行動不便，他仍堅持每月定時
到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作神師，並為該處
住客及來訪的教友主持彌撒、講道、舉行修
和聖事及傅油等宗教儀式。為長者服務了一
段頗長時間，間中亦參加教會團體的聚會，
是教友們尊敬及愛戴的好神師。

召，魂歸天國，所有認識他的教友都感到很
哀傷，立即為悼念他而祈禱。雖失去一位好
神師，但他能免再受病痛之苦安息於主的懷
中，也是一種福氣！何況「生、老、病、
死」是人生必經之路呢！唯有節哀順變求主
賜他早登天國享永福呢！

世事難料，病後的馬神父，不但健康欠

現在馬神父雖己離世，但他那慈祥和親

佳，加上年老體弱，獨自住在教會修院內，
乏人照顧，必須入住安老院。雖然捨不得離
開與他相處多年的教友，不過他是一位明白
事理的好神父，知道人生有很多不幸的事
情，都是因絕望而產生，人如有盼望，向主
祈禱交托，就有很大的安慰。人變得簡單
了，作決定也簡單了，祈禱後覺得平安就去

切的面容及終身忠於教會的服務精神，仍活
在所有認識他的教友心中，永誌不忘，永遠
懷念他！正如耶穌說：「我就是復活，就是
生命，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凡
活着而信從我的人，必永遠不死。」（若
1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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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馬神父肌膚之親

馬 神父博學多才，卻一生謙遜。天文地

馬 神父，多謝您的教導，除了循循善誘

理、文理社商、古今中外、詩詞歌賦、琴棋
書畫，樣樣皆通，可卻從來沒有「哂馬」、
「騷哥里」(炫耀)。只是當年一班兄弟姊妹
替神父收拾行裝搬入玫瑰村時，赫然發現他
的很多寶藏(書籍和筆記)，才略將神父「起
底」。

的言教，還有您以身作則的身教，實在無以
為報。您在世時，倘能以「針」相許，如今
您在天父懷中歎世界，我只能用天主所賜那
僅餘的刁蟲小技，遙獻拙詩兩首，作為本刊
今期懷念您專輯的封面，但願他朝在天國重
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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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神父最後一次自由行
二 〇一二年八月，中區教友W探望過馬
神父後，給我捎來一句：馬神父要你給他的
書寫前言。在CCC堪當為神父作序的，怎樣
攀指頭也不會攀到我。W說：他就是指定了
你！我心中一樂，自然也不管是不是錯愛
了！
同年9日30日，正是中秋佳節，中區教友
為前會長黃肇強設宴賀壽。喝過壽酒，懷著
寫序的疑團，我去探望住在Rosary護養院的
馬神父。那兒環境很好，設備齊全，我的一
位朋友V君也住在那裏，他和馬神父被安排
在同桌進餐。在院的大門外，按鈴，「找
誰？」「來看V的！」自動門立時打開，到
了二樓食堂，V坐在那裏。「馬神父呢？」
「他沒來。」「常是這樣？」「他不常來吃
下午茶。可能胃口不太好吧，前幾天連正餐
也沒來。」聽了V的話，我決定先去看看馬
神父。走到護士站台，說是來看馬神父的，
護士指了指正對著的房間，並且咕嚕了一
下。(後來，我才知道她在說：不得超過十
分鐘！)。

推 門進去，只見馬神父坐在床沿，助步
手推車擺在前面。車的坐板放了一杯冷茶，
一盒圓形酥餅。馬神父在慢慢地啃那酥餅。
我心想外邊食堂有熱騰騰的咖啡和西餅，為
何不去享用呢？「神父，到外面去吃，好
嗎？」「好呀！好呀！」我給他穿上毛衣。
「一會兒，我要去protest(抗議)。」
「protest？」「對！Protest。」我陪伴著推著
助步小車的馬神父走到食堂。馬神父就對著
站在另一角落的兩名胖胖的服務員，高聲喊
道：「I want justice！ I want justice！ I…」
(我要公道)馬神父當真是動氣了，不知就裏
的我，感到手足無措，有點尷尬！馬神父
說：「走吧！」就逕自推著車往前走。「神
父，你要去哪？」「到外面去。」這時，我
恍然大悟，神父心中的外面並不是食堂！

在 樓下的紀錄本子，我寫下姓名和帶馬
神父出外一遊的字句。馬神父走得緩慢，但
很穩定。從房間走到停在護養院外頭的小
車，少說也有八、九十米。扶神父上了車，
摺好了助步車，放好，就開車沿大路走，想

江季群

到哪兒找點熱食去。可是，走了十來分鐘，
總不見有什麼中餐館。「神父，到Cabramatta
上次我們去過的酒樓好嗎？」「隨便，哪兒
都好！」說話間，我的手機響了，「喂，誰
呀？」就聽到一把怒氣沖沖但又有如釋重負
的聲音。「馬神父和你在一起嗎？」「是
的。」「那很好，快把他帶回來！他是個嚴
禁出外的重病號！」「好的，好的。」我心
中納罕，他們怎會知道我的手機號碼呢！
馬神父看著我，我告訴他，護養院要我們馬
上回轉。馬神父回應很快。笑著說：「是
嗎？重病的人？我真的快要死了嗎！」是
的，我怎也看不出他是個不能經風吹的垂危
病號！在我們話音剛落，相互一笑之際，電
話又響了。「你們在哪？神父是嚴禁外出
的，有生命危險呀！快點回來！」我瞧著那
笑得神秘，又帶點佻皮的馬神父，心想：不
要誇張了，既然差不多到酒家了，就去吃點
東西吧。電話又響，「喂，怎麼搞的！你們
在什麼位置！我們責任重大，你懂嗎？我們
已報了警，那是kidnap(綁架)，你懂嗎！」
「好，就回就回。我只是迷路了。我需要點
時間。我似乎是離護養院越來越遠了！」
「快回，快回！」馬神父對我笑了笑，似乎
欣賞我的回話!

電 話又響了，匆忙間，我的手機竟然甩
了飛線，滑到座椅中間去了! 我伸手去探，
怎也抓不著！電話響了十多下就停了。接著
又響起來了，無奈我真的抓不到手機，只好
任它鬧個不停！天黑了，完全是黑沉沉了。
我們到了酒家後面的停車場，取出助步車，
我也認真地在座位間找那手機，可能是心太
急了，總是找不著！算了吧，天意也！快點
吃，快點回去！

我 們到了酒家，服務員說：「對不起，
客滿了！」「那麼多的空桌子，還說客滿
了！」今天是中秋，加上我們有四川變臉表
演，所以全場客滿。」我對那兒的經理說我
們只求吃點熱的，菜能快上，我們就能快
吃，半小時就夠。看著扶著助步車的馬神
父，經理就速速給我們擺了兩個位，我們就
真的很快，點了素菜蔬，豆腐配白飯。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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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依舊，樣樣都淺嘗即止，吃得不多。匆
匆上車，速速回護養院。

重病在身！聽到民族節日等等，主管表示
明白，責備也少了。她說：「明天星期
一，你給我電話，不成！明天是公眾假
期，星期二吧，我把神父長上的電話給
你，讓你去給他解釋。」

一進入車內，就聽到電話響聲，多次伸
手去探，總是抓不着。一次又一次，鈴鈴
鈴，鈴鈴鈴。一次又一次，鈴鈴鈴…多煩
人，多無奈！我問神父：「您是不是在寫
書？」「是呀。」「打算寫多少頁？」
「200頁吧。」「寫的是您最擅長的神
學？」「不！神學的東西，今天愛看的人
不多，我要寫些日常生活而又能帶出信仰
生活的東西。」「您跟人說要我為您的書
寫點什麼，是嗎？」「沒錯。」鈴聲又
響，鈴聲又響，鈴鈴鈴。「你的書稿在那
裏？」神父用手指了指他的頭。我心想，
如此這般，定要是口述內容才成。鈴聲又
響，鈴聲又響，鈴鈴鈴。「日常生活會有
什麼好寫？」神父就說開了：修德立功
啦，…罪和功就是放到天秤兩邊的砝碼…
赦罪，基督來為了赦罪。以死贖罪一次便
夠，要不要再赦一次！鈴聲又響，鈴聲又
響。

雖然馬神父只有因醫療才能踏出護養院
大門，但願這次中秋自由行，能在神父心
中留有絲絲甜意。在這次他最後的自由行
中，神父表現出的穩重、幽默、睿智、慈
祥、耐性深刻印在我腦海裏！
後記：寫此文誌念一位有愛心、克已、儉
樸的神父，他常教人以基督聖訓：我來不
是要人服侍；而是要去服侍人。

家居維修

「好 了，神父回來了。」一按鈴護養院
大門就開了！一到二樓，護士一擁而前，
送神父進房裏去，而我就被帶到護士站
台。一位黑著臉的護士長，對着我盡情把
怒氣發洩！「為什麼不接電話？你知道我
們打了多少次電話！」「十次？」「三十
次！」「請聽我解釋…」「不用了，你知
道嗎，他是重病者，不告訴我們便帶他出
外，便是綁架！」「我不是在本子上寫了
嗎？」「誰都知道先要親自來請准我
們！」「我真是不知手續。」「你等着，
院長要見你！」我在等候的時間，溜進房
間去，看見神父已換了衣服，正被護士扶
上床去休息。一位護士在門外高聲叫我接
電話!

Dennis Cheung
Mobile: 0416 205 209
內外油漆，更換門鎖、燈飾，
修補圍欄、瓷磚、牆壁裂縫，
修整浴室、龍頭、水箱漏水，
泳池清潔保養，Gutter 清理保
養，貨 van 搬運，一切家居什項
維修。
經驗豐富，保証質量，
大小工程，無任歡迎，
服務教友，可靠忠誠。

一位主管在電話大發雷霆，對我說已通
知警方不用搜尋。我這時告訴她：今天是
中國的家庭團聚的節目，皓月當空，遊子
思鄉，神父孑然一身。看見他獨處一室，
喝冷茶，啃乾糧，認為帶他到外面走動，
嘗口熱飯，實不為過，只是一時不察他是

免費報價，歡迎電話查詢
My Service is Your Guarant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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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
那一天，我們兩個Maria在車上閒聊著，

我 們盡力為你重新擺放枕頭，希望你能

沒多久就談起了你。能夠認識你，真是天主
對我們豐厚的恩賜。你就像一位令人安心信
靠的知己，每當我們遇上任何苦困，你就必
然成為我們傾訴的對象。不管我們是不忿氣
地向你「申訴冤情」、或是絮絮滔滔地向你
傾倒積壓心頭的煩碎瑣事、或是徬徨惘然得
不知所措之時，你總會耐心地聆聽，總會以
你一貫溫柔從容的語調、悠悠地安慰開解我
們。感謝天父，讓你的豁達和內涵引領我們
走出人生的低谷。許多時，你那種獨特的
「馬氏幽默」會令我們愁苦的臉上，突然綻
放笑容。感謝聖神，讓你靈性上的智慧和洞
察力提攜我們脫離屬靈戰爭的危難，擊退潛
藏在我們靈魂之內的陰霾。在清除了我們身
心靈上的重擔之後，會為年紀不輕的你帶來
疲憊的負荷嗎？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力量，令
你不單絕少埋怨，還能經常展露慈祥的笑容
呢？對你，我們深懷感激欣賞之情。套用
Maria姊妹的話：「馬神父，真的是『無得
彈』！」為你的一切優美，我們感謝主，讚
美主！

夠躺臥得舒服一點。雖然你沒有回應，我們
還是一邊和你說話，一邊用清水為你抹了手
和臉，更塗抹了護膚膏。我們商量著要為你
輕輕按摩屈曲了不知多長時間的那條腿，怕
它的血氣不通。但手剛按下去，你就微微地
提起手，搖手示意不用，我就只好作罷。站
在床邊的Maria姊妹卻還是很擔心，怕你的腿
長期屈曲，會令你很辛苦！如今想來，雖然
在沉默當中，馬神父，你其實是聽見我們的
一言一語，瞭解我們的一舉一動的！對於我
們的心意，你必然會明白的，是嗎？

聊 著聊著，車子已抵達你在這個塵世最
後旅程中安身的院舍閘前。為了籌辦女兒出
嫁的事宜，有一段日子，我需要多次往返悉
尼和香港，未能像過往般在固定的時候來探
望你。終於要等到那一天，我才能如願！卻
原來那一天也是你那個「入閘登機、飛赴天
家」的晚年夢想即將成真的一天！

到 達你的房門前，門是開著的。還未進
去，就已經聽到輕微的「啊！呀」聲，是你
在內心向這個你活了83年的世界哼著愉悅的
告別調子嗎？走了進去，瞥見床上躺著的那
個人，好像不是我所熟識的你。你閉著眼，
面頰明顯地消瘦了，整個人好像縮小了似
的。你穿著長袖白棉衣，黑色的褲子，屈曲
著其中的一條腿；全身傾向左邊拉起來的床
架上，你是否正在全心投靠在聖母瑪利亞的
懷抱內呢？Maria姊妹那天說得真好：「馬神
父，今天這裏有三個瑪利亞來探望你呀！」
可能你正專注於天上的事，對我們的呼喚自
然沒有什麼反應。你偶然仍在「啊！呀」低
聲地哼著你那逾越的調子。

馬神父講故事

Maria Lee

對 我來說，那是一張新的面孔，是我在
這裏難得一見笑容滿面的漂亮護士。她拿著
一盤子的午餐進來。向我們禮貌地微笑，打
過招呼，就走到床邊，反覆溫柔地在呼喚：
「Fr Mo, Fr Mo, wake up! Have your lunch!」
你終於張開了眼。護士和我一個在左邊，一
個在右邊，合力慢慢地幫你坐直了一點。我
用左手臂彎和手掌固定著你向左側傾斜的
頭，這位天使般的護士就侍候你來進食。經
上不是時常描述：天主會遣派天使給那些苦
難過後的先知們送來食物的嗎？
巧的小孩子，主動把嘴巴張開，一口接一口
的吃著，終於吃去盤子內三份之一那些被磨
成蓉的各式蔬菜。至於甜品，一放進口中，
你就立即把它吐了出來。是否因為預嚐了天
國豐盛宴席的甘飴，以致對這些人間的甜味
再不感興趣呢？你示意不喝果汁，那位漂亮
的天使就離開了。馬神父，你一向奉行耶穌
的教訓：「我來，不是為受服侍，而是為服
侍人。」（谷10:45）你以幾乎是一生的歲月
去服務了教會，去牧放了耶穌的羊群；感謝
天父，那天派遣了這位天使來服侍你！更感
謝天父，讓我們有幸陪伴你享用了你在人世
間最後的一頓午餐。

我 們給你清潔了嘴巴和臉龐。我問你要
喝點水嗎？你清楚地說：「喝！」Maria姊妹
說：你的臉色要比先前的好看！喝過水後，
你滿足地再次閉上眼睛。偶然，你會張開眼
睛，看看我們。我們坐在你的床邊，訴說我

孩子收拾殘局。當他把地上的生果都拾回來
時，才發現那小孩原來是個瞎子。孩子知道
有人幫忙他，心裏非常感激，他提著神學家
的手問他：「你是耶穌嗎？」

多 年前，在一次家庭祈禱聚會中，馬神
父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

幾 個神學家剛開完一個神學研討會，主
題是「耶穌是誰」，經過多天的討論，他們
仍未達至一個圓滿的結論。可是他們都得趕
回自己所屬的團體，因為他們各自都有很多
工作等著他們回去處理。礙於時間緊逼，他
們都很怱忙，希望能趕得上最後一班長途巴
士回家。

馬 神父給我們講這個故事，目的是要提
醒我們，實踐愛德是要以行動來表達，不是
只講理論，他自己就是我們的最好榜樣。多
年來他從不會長篇大論的教訓我們，他所教
導的，他必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就如耶穌
一樣。

正 當他們趕忙往巴士站的時候，那裏有

眼 見他工作無論多忙，每次當有教友遇

一個孩子在寒風中瑟縮著叫賣蘋果，眼見巴
士即將開動，神學家們都不顧一切，向巴士
狂奔去。誰知那個一不小心把孩子擺賣的蘋
果都翻倒了。他們終於趕及上到巴士，心裏
還慶幸著能如期踏上回家之路。但原來不是
所有神學家都上了車，他們中有一個沒有跟
著上車，他不忍見那可憐的孩子把散落一地
的蘋果逐一拾回來，於是他決心留下來幫那

到困難，向他求助時，他絕不會掉下他不
顧，他總會放下自己的工作，或聆聽、或陪
伴、或指導、或幫助分析，給予意見，無論
困難能否即時解決，他也樂意幫忙到底。

這 些年來，馬神父就是以他的生命來教
導我們，學習放下自我，以基督精神為最小
的弟兄服務。

慈祥的微笑

沒 想到你的胃口還好。你可愛得像個乖

小馬

Sing Alleluia to the Lord. Sing Alleluia to the Lord！
Sing Alleluia! Sing Alleluia! Sing Alleluia to the Lord!

一首讚美主的歌曲，一首Fr.

Mo喜歡的歌
曲，常在我耳邊響起。想到 Fr. Mo 的時候，
我最後見他的笑容及這首歌曲就會在我的腦
海中盤旋，我真的很惦念著他。Fr. Mo 是主
賜給我及每一位認識和親近Fr. Mo 的教友一
份可貴的禮物：Fr. Mo是個平易近人的神師，
一個無私付出的神師，一個肖似主基督的神
師，從來沒有因主賜給他的才華而驕傲，過
著謙卑、平淡而簡樸、愛主愛人的生活。

〔上接第 8 頁〕

F r. Mo回到主身邊的那天，我剛離開雪
梨；他出殯的時候，我身在南美。當我在旅
途中知悉Fr. Mo的離世，心中非常難過；但
亦感謝主已讓Fr. Mo能在天鄉與祂共聚，分
沾祂的福樂。我想這是主的巧妙安排，讓這
個時候的我不在澳洲，雖然不能參與Fr. Mo
的逾越聖祭，但我覺得不是一種遺憾，我最
後探望他，和他說再見時，他慈祥的笑容永
遠埋藏在我心底。Fr. Mo，我永遠惦念著你。

那一天

們對你的感激之情。Maria姊妹說到感動之
處，還一度落淚呢。馬神父，謝謝你為教會
和我們所付出的一切！期望我們的祈禱，讓
你當晚得以安睡。

〔下接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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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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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是2014年3月4日(星期二)。
那一天，正是你結束塵世旅程的前一天。
那一天，將是我永遠難忘的一天。

感謝主派遣了
馬神父給我們
不 知為什麼，今年直至五月初，我所認
識的朋友或他們的親友中，已有不下五人相
繼離世。一馬當先的可算是馬神父。接到馬
神父身故的消息時正身處香港，最遺憾的是
沒在離澳前到玫瑰村老人院(Rosary Village)
探望他，真是始料不到。記得本年元旦日還
能跟他在那裏一聚，當日仍可跟他有說有
笑。真慨嘆「事事有時節，天下任何事皆有
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除栽
種亦有時。」 (訓3:1-2)

原 已訂了三月十日從港回澳的機票，正
在躊躇是否需要更改機票時，便收到電郵知
道馬神父的安息彌撒訂在三月十一日上午十
時三十分舉行。心想假若一切順利，我們所
乘搭的航班在十一日早上七時許抵澳，應可
趕及馬神父的安息彌撒，於是便照原訂日期
上機。但我們也憂慮，整架A380大型客機有
九成五滿座，真不敢想像澳洲海關的熱鬧情
況。無計可施，唯有繼續祈禱求主讓我們能
趕及馬神父的安息彌撒。

可 能在馬航消失的陰霾下或因太多航班
升降關係，飛機延誤了廿分鐘才能開往跑
道，衝上雲霄。經過了一整晚漫長的航程，
飛機終於在七時卅分降落。正等待空姐開啟
機艙門時，心中不停地祈求著主護祐我們順
利通關，不停地盤算著怎樣應付一切障礙。
艙門終於打開，便拿著手提行李急步向移民
局關口前進，幸好那天是星期二，人流仍算
可以。過了移民局，提取了行李便往最後的
海檢處闖。天啊！這麼長的人龍啊！只好繼
續求主施展大能，保祐我們。乖乖的像個小
學生般排隊，見到關員便奉上已填妥的報關
表並附上詳列攜帶食物的名單，她看了後往
前面一指，我們便跟指示往那邊排隊。另一
關員看了一看，便把報關表收了讓我們離
開。亞肋路亞，前面沒有X光機，沒有再多
阻礙了！有主的眷顧，真的暢通無阻。很順
利地把行李搬上等候的的士便往朋友家裏

Editorial
馬車伕

去。換上自己的汽車便直往聖瑪利(St Marys)
方向進發。幸好交通非常暢順，剛好於十時
二十五分抵達聖瑪利，泊了車後走進教堂
時，主持彌撒的神父剛好在準備列隊進入聖
堂。彌撒在很感人及莊嚴的氣氛下完成。

主 ，感謝你，沒有你的護佑，我們絕不
能趕及參與馬神父的告別彌撒。非常感謝主
能讓他安祥地離去，亦感謝主你終於確認了
馬神父期待已久的登機証，讓他遠離痛楚，
愉快地進入天國。我們雖然見不到馬神父的
最後一面，但他的面容將會永留在我們心
中。

認 識馬神父是在一九九二年由香港移民
來澳，因太太是教徒，從而跟朋友一起慕
道。馬神父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為我洗禮，
當時因有很多弟兄姊妹受洗，特別在聖莫利
加小學禮堂裏舉行。此後每當我生日，他總
會打電話來祝福我。馬神父沒有退而休，他
仍繼續帶領不同小組的聖經分享，慈愛樂園
亦在他的支持下成立。他在聖瑪利的日子也
過得很愉快，直至他不幸跌倒在街頭，長上
和陳會長經長時間考慮及諮詢馬神父的意見
後，才決定搬進玫瑰村老人院。其實慈幼會
在雪梨南面也有自己設備完善、專為會中神
父退休而設的安老院，但馬神父為了方便我
們能探訪他而選擇了玫瑰村老人院，他對我
們的關愛始終如一，直至到主懷。

我想世上再沒有幾位神父會像馬神父
般，為了要專心到偏遠的西澳傳道，而把自
己所有牙齒脫掉，換上假牙以除後顧之憂，
體貼地照顧主的羊兒。他是一位很好的聆聽
者，從來不會把人家告訴他的事情公告天
下，亦不會作無謂消費。馬神父，感謝你為
我們所做的一切，請你在天上仍然照顧我
們，好使我們繼續努力為主作證。

最 後也感謝主內的一位姊妹替馬神父在
離世的前數天為他理髮，好使他能以一個整
潔的儀容到天父那裏去。

Fr Mo is always remembered as a humble
person. Although he had been Provincial for
the Salesians he led a simple life faithful to his
calling. Every Sunday Fr Mo taught us to put
our trust in God and to look upon Jesus as an
example to guide our behaviour. The Bible
should always be the source of our strength

to live each day,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We will keep Fr Mo's legacy alive when we
embrace his teaching to put Jesus Christ as our
role model, follow his example of humility,
and to appreciate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respect.

Fr. Matthias Mo – My teacher
We all know the late Fr. Mo Ze-Tsong in our
own way because he is such a person who made
you believe that if you have faith and follow Our
Lord Jesus Christ you are a true Christian no matter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are. God gives us hope
and he empowered all of us to use the best quality
God has given us to follow His Words.

Some followers described Fr Mo as a theological liberal, true follower to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full of humility and always showed forgiveness
to men, as commended by our master Jesus Christ.
He was a rector, chaplain, bursar, counsellor,
spiritual director and a personal friend to many of
our CCC members.
Fr Mo’s life was very unusual and indeed very
colourful. At the age of 33,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Rector of the Salesian Seminary in Hong Kong
(he must be one of the youngest rectors in the history of Salesian Hong Kong). It was uncommon at
the time for an Asian priest to hold such high position in a religious order. Then from 1968 – 1970, he
was made Rector of the Macau Salesian Seminary
and school principal.

Hudson Chen

information with other peopl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his life history and record with the Salesians
in Hong Kong, we could not ascertain where Fr Mo
was ordained. We finally had to check with his former colleague Cardinal Zen and found out that he
was ordained at Melchet Court, U.K. I believe that
it was very rare for a Hong Kong priest to be ordained in England.

Fr Mo is an artist - a painter, fashion designer,
sculptor, writer and a man with multi-linguistic
skill. We all agreed that he was a kind and caring
man. I never heard him criticised or condemned
other person except the church authority. He was a
priest with great courage; he spoke his mind if he
believed it was wrong. He would not concern
whether his words would upset anyone in authority or he would suffer consequences in a negative
way.
Upon his return from England in 1971, Fr Mo
was sent to the WA Diocese of Perth without a specific assignment. In 1973, he was sent to Exmouth
as an army chaplain for 3 years. It was in Exmouth
where Fr Mo claimed that he learned discipline and
obedience like the soldiers.

Macau is a casino city and naturally some of its

It was not until 1974 when the Salesian in Aus-

citizens are influenced by gambling. Fr. Mo told me
that he had to understand how gambling could influence people so he frequently visited casino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why people were immersed in
gambling. He was a good shepherd and would also
go out of his way to look for his lost sheep.

tralia discovered that they have Fr. Mo working in
Western Australia so they invited him to come to
Melbourne, where he was officially transferred
from the Hong Kong Salesian to the Australian Salesian Province.

After his term as Rector, Fr Mo went to England to further his studies. No one knows how
many degrees or diplomas he had received because as a humble person, Fr Mo never shared this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Salesian senior priests,
he told me that Fr. Mo arrived in Melbourne in a
yellow sport car. During dinner he produced a bottle of whisky and made friend with everyone
straight away. He was understanding, loving and
〔continued on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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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Mary and Me

anonymous

God, Mary and Me

〔from p.12〕

“You look very well groomed. Your hair
looks very nice.” I said.

We continued to chat and then bid goodbye. I promised her I will pray for her.

“Oh, actually I need to go to the hairdresser tomorrow.” She said.

realised that I was at ease and very relaxed while chatting to her. We were chatting
as if we were good friends.

reason…the ‘noonday devil’, unlike the devil
who strikes at crisis times, hits in broad daylight, when there’s seemingly no reason to be
sad. So what brings on the ‘noonday devil’?
Anything can trigger its entry: an old song on
the radio, a beautiful face in a crowd, a reunion party, a half-forgotten lullaby, somebody
else’s good fortune, a good-bye hug, the simple mention of significant other’s name, a
sorting through old photographs, or even a
family occasion that should ideally bring us
joy… an event which should bring us the
‘noonday angel’ of delight, but which in fact
brings us sadness, restlessness, and an incapacity to be happily inside the moment or our
own skin. Joyous events often overstimulate us
in a way that makes us sad.”

After I got home I was still pondering about

But after talking to Mary, this sadness just

Mary. Then suddenly I realised it is not Mary I
was talking to. It is God whom I was talking to.
It is like the disciples walking with Jesus on the
road to Emmaus. I was enlightened. God spoke
to me.

simply fades away. I am at peace – a peace I
haven’t had for many years.

One

afternoon I was walking towards a
newsagent in the shopping centre in Chatswood. An elderly lady was walking towards me
and said, “Your T-shirt looks very nice. It fits
you very well.”

I

was very surprised and said, “Thank you.
It’s just an ordinary T-shirt. You make my day.”
“I can’t wear something like this. It won’t
fit me.” She replied.

“So you go to the hairdresser regularly. No
wonder your hair looks so nice.” I said.
“Yes. I still manage to go even I have a son
who is in financial difficulty and I have to help
him. You know. I am glad that I am able to do
it.” She said.
“As a parent, we all give our best to our
children and we will do everything for them.” I
said.
“Sure, my husband passed away….. “she
talked about how she met her husband and
how they had a wonderful life together.

Then she continued and said “You know, I
have another son who died of cancer many
years ago leaving 2 very young children and a
wife behind. My daughter-in-law promised me
in the church that she would write to me and
would take the children to come and see me.
However, I never received any letter from her,
not even a card, not to say seeing the children.
Now my grandchildren should be in their 20s.”
“Oh, I am really sorry to hear that.” I said.
“She promised me in the church but she
didn’t keep her promise.” She said.

We continued our conversation and then I

“What a coincidence, Mary Magdalene,
the two of us.” I said.
“Yes, it’s a beautiful pair.” She said.
“I will pray for you, Mary.” I said.
“Thank you. You know, I am 82 now. How
old are you?”
“Wow, you look so healthy and strong. I
am 61.”

I

God is with me always. God knows my sadness especially for the last few months. I was
grieving because my son and his wife have
been living in London for over six years, and my
daughter, her husband and their baby have
been travelling in New Zealand since Christmas
looking for a place to settle down. I love them
and I am so happy that they are independent
and be able to pursue their dreams. It is a real
blessing from God to see them take off so well.
However, I still have to come to terms with not
having them around. I know I am letting go but
I couldn’t help but miss them. Instead of feeling happy for them I am very sad and fall into
depression. I cried whenever I think of them. I
felt sad when I saw grandparents spending
their time with their grandchildren. I envy and
at the same time my heart sank when seeing
friends who have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coming over for dinner in the weekends.
Fr Ron Reilheiser1 said,
“It is ‘the noonday devil’, namely, a sad-

asked “My name is Magdalene and how about
you?”
“Mary.” She replied.

ness that can take you over for no apparent

God has been holding my hands and walk-

for the last few months. He sent in different
angels to guide me, to lift me up, to comfort
me with prayers, friendship and support from
friends yet I am still sad. But now, He came
down and talked to me.

Reference
1
Fr Ron Reilheiser – Speaker, Columinist and Author. He is a Roman Catholic Priest and member of the
Missionary Oblates of Mary Immaculate, President of
the Oblate School of Theology in San Antonio, Texas

I

am really grateful for all these blessings
from God. He is very determined to heal me
and this healing is through this elderly lady,
Mary whom I saw and talked to.
“Cast all your worries upon Him because
He cares for you.” (1 Peter 5:7)

God never abandons us. He is always with
us until the very end. He loves us so much that
He sends His only son Jesus to save us and He
wants us to find peace in Him.

ing with me all through these years especially
〔from p.11〕

Fr. Matthias Mo – My teacher

helpful to everyone in the seminary.

That was just how we know Fr Mo all these
years – he enjoyed our company, shared our food,
drinks and jokes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leading us in his own way to the Bible teachings or giving us the message on how to live as a
Christian. Most of the time we did not realise what
he was doing for us until the “penny drops”.

Fr Mo never say no to us. When he was approached by our members to take up certain
tasks, such as baptism, Bible sharing, home visits,
funeral arrangements, advising children, starting
new courses in Pentecost prayers, catechism,
counselling and many others, if he did not know
how to do it, he would first do his homework to
fulfil his duties. As an example, Fr Mo was not a
native Cantonese speaker but he learned the dialect in order to help us (he practised it from a dictionary every night).

Even he was sick and in the Nursing Homes, Fr
Mo’s apostle spirit was as strong as before. Smiling

all the time he said the Lord has not allowed him
to use “his ticket to Heaven”. He showed us how
we could bring our faith to our daily life. Indeed,
he gave us such good examples from his sick bed,
as how to obey the Lord by accepting what He has
given us, in good or bad times. Fr Mo was always
full of Love for everyone. He even rang my wife
Eve to wish her “Happy Birthday” when he was
very weak in December 2013.

Fr

Mo’s journey in Australia reminds me of
Moses when he led his people out of Egypt and
wandered in the desert for 40 years wondering
where the Lord was leading him to.

How

did he manage to be so successful in
what he did?

Because
Love.

Fr. Mo’s advice to most of us : When facing
daily life, you must be confident that you love it
(hope); you believe in life (faith) and do your best
to enjoy living it (love).

〔continued on p.13〕

- 12 -

he was a man of Faith, Hop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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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 當年相

Fr Mo Album

退休後生活

Life after Retirement

2001

1940

馬神父與家人
Fr Mo and family

1963

60’s 夏威夷 Hawaii

1950 年與現為總主教的韓大輝
with future Archbishop Savion
Hon in 1950

1964

1969 台灣 Taiwan

1960

1960 香港
Hong Kong

60’s 美國 USA

1968 澳門 Macau

慶祝入修會 50 年
50 years with Salesians

2011 八十大壽
80th birthday

玫瑰村護老院

In Rosary Village

70’s 西澳 Western Australia

1969 愛爾蘭 Ireland

Christmas 2013
聖
誕

1971 西澳柏斯
Perth

1977 西澳
Western Australia

80 年代在墨爾本與當時總理霍克

80 年代在維省

with PM Bob Hawke in Melbourne in 80’s

In Oakleigh Victoria in the 80’s

CCC 神師

1993 西區中心聖洗聖事
Baptism in Western centre 1993

1998 西區中心聖洗聖事
Baptism in Western centre 1998

CCC Chaplin

1994 中區中心聖枝主日
Palm Sunday in Camperdown centre 1994

1999 西區中心聖洗聖事
Baptism in Western centr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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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主懷

Chinese New Year 2014

新
春

Rest in Peace

1997 西區中心聖洗聖事
Baptism in Western centre 1997

1999 年大除夕慶祝千禧年
Celebrating the new millennium

數百教友向馬神父作最後致敬
Hundreds of fans paid their final respect to Fr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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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神父安葬於維省慈幼會墓園
Fr Mo was buried in the Salesian cemetery in Victoria

Pictorial

賞一相

遠道由香港來的康建璋神父在 Santa Sabina College 舉行聖週四禮儀
Holy Thursday in Santa Sabina College held by Fr Edward Khong from Hong Kong

康建璋神父在北區中心舉行復活主日彌撒,其後與眾教友共進午餐
Fr Edward Khong celebrating Easter Mass in Lindfield centre followed by lunch gathering

中區中心郊遊樂
Camperdown centre outing

在 Santa Sabina College 舉行聖週五的各項活動：避靜、拜苦路及朝拜十字聖架
Retreat,Station of the Cross,Veneration of the Cross on Good Friday in Santa Sabina College

高齡之家慶祝母親節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in CCC Homes

北區中心按立輔祭
Altar servers commissioning in
Lindfield centre

聖週六在 Santa Sabina College 舉行聖洗及堅振聖事, 其後與新教友聚餐
Sacrament of Baptism & Confirmation in Santa Sabina College on Holy Saturday,
followed by supper with the newly baptised
- 16 -

中區中心慶祝母親節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in Camperdown centre

北區中心慶祝母親節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in Lindfield centre

聖體聖血節與基督同行
Walk with Christ on the Feast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泛澳華人天主教信友團體論壇－達爾文 2014
Pan Australian Catholic Chinese Forum —
Darwin 2014

磨拳擦掌,中文學校學生每週努力練習,在全澳中文朗誦比賽再獲佳績
Working hard every week for the National Chinese Eisteddfod and ended with pleasing results
- 17 -

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4 下半學年各級新生

CC
C
2014 年度家庭營

依士活中心 Eastwood Centre
St. Kevin's Catholic Church
36 Hillview Road, Eastwood NSW 2122
依士活中心己於二〇一四年七月六日啟用，每主日均提供下列活動：
Eastwood Centre has commenced from 6/7/2014 with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every Sunday:
10:45am
11:00am
11:00am
12:00noon
1:00pm

青年組聚會 Youth group
歌詠團練習 Choir rehearsal
主日讀經分享 Sunday Readings Sharing
粵語英語主日彌撒 Mass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午餐聚會 Lunch (at parish hall)

堂區學校備有停車場，傷健人士停車位在聖堂後。
Ample parking at parish school ground, disabled parking at rear of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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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區及北區中心所有活動如常
*** All activities in Camperdown and Lindfield Centres remain unchanged.
司徒修女新服務時間表，請參閱本刊底頁。
Please refer to bottom page of this bulletin for the new time table of Sr Seeto.
Sunday Readings Ye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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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宗旨
課程

2014 國/粵語慕道班現招收新生

公共交通 Public Transport
545 巴士直達聖堂門口
Bus 545 stop right in front of the church
依士活火車站步行五分鐘 5 minutes walk from Eastwood train station

甲年主日讀經

日期： 26/12 – 28/12
地點： 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
校
周景勳神父主持成人組
主題：《默觀「信仰之光」的
神韻》和《從愛德說起》
〈宗教信仰：以愛的溝通提升
人的生活質素與中國文化的互
攝關係〉
詳情稍後公佈

報名

Northmead High School, 28 Campbell St., Northmead
PO Box 414 Burwood NSW 1805
Email: school@ccc-inc.org.au
粵語 : 星期日 學前班，幼稚園至小五
下午 1:45-4:15 pm
小六至中學各年級
下午 1:45-4:45 pm
普通話 星期日 幼稚園，小一至中學各年級 下午 1:45-4:15 pm
推廣中文教育 保存母語 延續中華文化及其優良傳統 除注重學業
外 同時關注學生之品德修養 以及人格之全面發展
(1)粵語班： 採用本地及台灣出版之課本。小六開始加入普通話課
程。以繁體字教學，同時介紹簡體字。
(2)普通話班： 採用本地及中國出版之簡體字課本，輔以漢語拼音，
並介紹繁體字。
(3)中國舞蹈班：為學生及家長開設之課餘活動
學生組
下午 12:45-1:30 pm 及 4:15-4:45 pm
家長組
下午 3:15-4:00 pm
本校以教授聽﹑說﹑讀﹑寫為主，同時介紹中國文化。鼓勵學生參
加各類活動，活學活用中文。
星期日： 本校 下午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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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主日講道

Daily reading: http://www.lectionary.com/

6/7/14

常年期十四 Zech 匝 9:9-10

詠 145

Rom 羅 8:9,11-13

Mt 瑪 11:25-30

13/7/14

常年期十五 Isa 依 55:10-11

詠 65

Rom 羅 8:18-23

Mt 瑪 13:1-23

20/7/14

常年期十六 Wis 智 12:13,16-19

詠 86

Rom 羅 8:26-27

Mt 瑪 13:23-43

27/7/14

常年期十七 1 Kg 列上 3:5,7-12

詠 119

Rom 羅 8:28-30

Mt 瑪 13:44-52

關傑棠神父

http://www.frpeterleung.com/blog/ (每
日聖言靜思 )
http://www.youtube.com/user/
fatherjYim (New website)
www.ccc-inc.org.au

3/8/14

常年期十八 Isa 依 55:1-3

詠 145

Rom 羅 8:35,37-39

Mt 瑪 14:13-21

徐錦堯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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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4

常年期十九 1 Kg 列上 19:9,11-13

詠 85

Rom 羅 9:1-5

Mt 瑪 14:22-23

羅國輝神父

http://thomaskflaw.blogspot.com

17/8/14

常年期二十 Isa 依 56:1,6-7

詠 67

Rom 羅 11:13-15,29-32 Mt 瑪 15:21-28

吳智勳神父

24/8/14

常年期廿一 Isa 依 22:19-23

詠 138

Rom 羅 11:33-36

Mt 瑪 16: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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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14

常年期廿二 Jer 耶 20:7-9

詠 62

Rom 羅 12:1-2

Mt 瑪 16:21-27

7/9/14

常年期廿三 Ezek 則 33:7-9

詠 95

Rom 羅 13:8-10

Mt 瑪 18:15-20

14/9/14

常年期廿四 Eccles 德 27:33-28:9

詠 103

Rom 羅 14:7-9

Mt 瑪 18:21-35

21/9/14

常年期廿五 Isa 依 55:6-9

詠 145

Phil 斐 1:20-24,27

Mt 瑪 20:1-16

28/9/14

常年期廿六 Ezek 則 18:25-28

詠 25

Phil 斐 2:1-11

Mt 瑪 21:28-32

5/10/14

常年期廿七 Isa 依 5:1-7

詠 80

Phil 斐 4:6-9

Mt 瑪 21:33-43

12/10/14 常年期廿八 Isa 依 25:6-10

詠 23

Phil 斐 4:12-14,19-20 Mt 瑪 22:1-14

19/10/14 常年期廿九 Isa 依 45:1,4-6

詠 96

1 Thess 得前 1:1-5

Mt 瑪 22:15-21

26/10/14 常年期三十 Ex 出 22:20-26

詠 18

1 Thess 得前 1:5-10

Mt 瑪 22:34-40

2/11/14

常年期卅一 Mal 拉 1:14,2:2,8-10

詠 131

1 Thess 得前 2:7-9,13 Mt 瑪 23:1-12

9/11/14

常年期卅二 Wis 智 6:12-16

詠 63

1 Thess 得前 4: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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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 瑪 25:1-13

2014 全澳中文朗誦比賽結果
Results of National Chinese Eisteddfod 2014

梁達材神父
閻德龍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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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onese
國語
Mandarin

nd

rd

st

1

1

-

1

-

1

-

-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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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Sat 7-9pm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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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帶同一份甜品一同分享
Please bring a plate of dessert
餐券可在中區、北區、依士活中心，或中
文學校購買
Tickets available in Camperdown,
Lindfield, Eastwood centres and
Chinese School
聯絡： 0413 726 213

捐贈英文書本運動
關傑棠神父呼籲大家再次慷慨捐贈英文書給香港學
童。相信您家中一定有不再使用的英文故事書、小
說或其他種類的英文書（但教科書不合用）。書本
將由華人天主教會收集後寄往關傑棠神父﹐再分派
給香港中小學的同學閱讀﹐以增進學生的英文程
度。因為英文書本﹐特別是故事書在香港是非常昂
貴﹐大家所捐贈的書籍對於經濟有困難的同學是一
份寶貴的禮物﹐同時亦藉此機會清理書架﹐可謂一
舉兩得。希望大家能鼎力支持這一項有意義的善
舉。
收集地點： CCC 各中心及中文學校
截止日期： 24/8
- 19 -

From the letter codes given in the 2 section headings, see if you can finish words and crack
the code for these messages. The messages are from Isaiah 1:14-17; 6:1-8

Welcome to another great Children’s Corner!
Now we have hit the cold months, we’re all trying to keep warm. Here are some activities to
spend some time on.
Warm wishes!
Harmo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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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本刊贊助教友

Please Support Our Sponsors

Please Support Our Sponsors

影音產品出售

書籍出售
聖經(直排簡體字版)

請支持本刊贊助教友

$23.00

思高聖經(繁體橫排大字本) $32.00
正視人生的信仰

$10.00

天主教教理簡編

$11.00

訂購及領取聯絡地點:
中區中心

Fenny Wong

北區中心

Gloria Cheung

依士活中心

Catherine Wong

中文學校

Joe Kwan

Carlingford

Irene Lee

North Parramatta

Anita Chan

Kingsgrove/Hurstville

Agnes Man

主來吧 CD
風中傳愛 MP3
寬恕是怎麼一回事
2009 家庭營—上善若
水—周景勳
2009 避靜—周景勳
2011 避靜—葉保勝
2011 家庭營—如何加強家
庭成員的溝通—關傑棠
2011 泛澳華人天主教信友團體
論壇—在基督內的培育與事奉

2013 家庭營—承先啟後:梵蒂
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蔡惠民
2013 講座—信德之光：教
宗方濟首份文件—蔡惠民
2013 講座—重視聖經—
蔡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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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制式五隻
MP3 制式一隻
CD 制式十隻
MP3 制式一隻
MP3 制式一隻
MP3 制式一隻
CD 制式九隻
MP3 制式一隻
CD 制式九隻
MP3 制式一隻
CD 制式十隻
MP3 制式一隻
CD 制式二隻
MP3 制式一隻
CD 制式二隻
MP3 制式一隻

$5
$2
$10
$2
$20
$2
$2
$2
$20
$2
$20
$2
$24
$3
$5
$3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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