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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教宗方濟各自就任以來，他的訓導指

引，行踪言論，甚而日常生活瑣事，無不廣

為普世傳媒經常報導。由於他善良的形象，

更吸引不少弱小者趨附，贏得「平民教宗」

稱號。其實他對國際大事無不關心，對社會

上種種不公義，或有違愛德精神的人或事，

都會發聲。 

在現今紛亂不安的時局，教宗常喚醒世

界，希望帶領信徒，甚至所有人走向和平、

友愛的道路，邁向真理。他定了由 2014 年 

10 月 30 日將臨期開始，至 2016 年 2 月 2

日獻主節，為獻身生活年，主要對象為渡奉

獻生活的神職人士、修士修女等，重申獻身

修道生活的重要性和意義，實在也鼓勵信

徒，遵守耶穌教訓，活出福音精神。2015

年開始，他更列出「十點」(請參閱本文末

段)，期望我們都能實行。現今剛正是四旬

期，讓我們跟隨教宗的引導而生活吧。 

依照中國傳統曆法，今年是羊年。無論

中外古今，羊給人的印象都是溫馴可愛的動

物，聖經中對羊的引述更多。耶穌基督本身

就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祂的降生和受難

至死，為的是帶給我們永生，「你們應把舊

酵母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和的麵團，正如

你們原是無酵餅一樣，因為我們的逾越節羔

羊基督，已被祭殺作了犧牲。」(格前 5:7) 

而耶穌自己也比作善牧：「耶穌一下船，看

見一大夥群眾，就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因

為他們好像沒有牧人的羊，遂開口教訓他們

許多事。」(谷 6:34) 希望我們在羊年內，能

活出聖潔的生活，如羊般溫馴，並時刻跟隨

善牧基督。願我們在羊年常蒙天主祝福！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實在一無所缺 (詠 23:1) 

放自己在希望中  周景勳神父  

生命的遭遇不是人所能意想的 

人卻能控制自己的情緒 

讓自己在不順意中 

保持內心的寧靜 

不躁 不暴 不怒 … … 

靜心等待 

不如意的事終必會過去 

要來的 … … 避也避不去 

都可能是生命的改變 

充滿著希望 

不要將自己放在絕望中 

人要常常緊記 —— 

必須在不同的遭遇中 

將自己放在希望裡 

積極面對順逆的生活 

終有一天 … … 希望必會自然地出現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 

不怕磿滅自己的缺點 

接受生命的磿煉 

猶如：「寶劍鋒由磿礪出 

梅花香從苦寒來」一般 

恆心地修德成聖 

人便能結出善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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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民以食為天」、「飲茶呀」、

「 coffee or tea」、「揾餐食」，遇上節日

或良朋相聚，我們都會以飲食為主，真是

食得是福。 

教宗方濟各是一位關注世界的牧者，他

在2015年開始，提出十項建議，其中一點

是：「吃完你的餐點」，驟眼看來有點詫

異，他老人家要我們做的事多得很，為何

會提出這點？食物是用來裹腹充飢；飲料

是給予補充體力。每天張開眼睛，我們便

由早餐開始吃，然後有不少次進餐飲食

呀！難怪他也關注飲食了。但為何要強調

吃完呢？ 

記得有一次與朋友去某會所(club)晚餐，

奇怪差不多每枱客人都叫 pizza (薄餅)，原

來當晚是特價夜。吃是日的特賣無可厚

非，合符經濟原則。但一個怪現象，就是

很多餐桌上都剩下未吃完的pizza。尤有甚

者，鄰桌的多個年青人吃得奇特，他們只

吃去上面那層肉和汁，全部pizza底安坐碟

上，飲品也剩餘不少。錢，他們付得起；

肚子，他們填得飽，這些大地和人力的產

物將往何處去？！青年人如是，小孩也不

弱，一對父母似的夫婦，哄着兩個孩子進

食，其中一名把餐飲喝了少許，可能不合

口味便推開，媽媽又再點過另一款。或許

大家也在不少食肆或飲宴場合，都可見過

不少剩餘而仍然可以食用的食物或飲料；

快餐店內留下的薯條更多，如果有免費補

充飲品的店鋪，往往都有剩下餐飲留在杯

中。其實世界上仍有不少貧困人士捱飢抵

餓，有些小孩子竟要從垃圾堆中找尋食物

裹腹。從前父母教子女做人要有衣食，因

為當年社會不及現代富裕，今天只要經濟

許可，真是 all you can eat (drink)，容易得

來的東西，人便往往不懂珍惜。或許教宗

時常提及公平、公義，如果我們浪費食

物，就是存在着不公平不公義吧。正是

「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們能夠食、可以

食是一莫大福份，惜飲惜食是惜福，是對

天主的感恩，對給我們提供膳食的人感

謝。當我們身體不適，普通就如感冒，可

能已經沒有胃口了，食得飲得是福呀！ 

耶穌行了五餅二魚的奇蹟，為當時前來

聽祂講道的人供給食糧，幾千群眾吃飽

了，耶穌說：「把剩下的碎塊收集起來，

免得蹧蹋了。」(若 6:12) 四旬期是更新自

己的好時刻，希望大家都響應教宗呼籲：

吃完你的餐點。 

 

 

 

 

 

 

 

 

 

 

 

 

 

 

 

 

惜 飲 惜 食         多羅德     

相片提供: foodwaste.foe.org.hk 

相片提供: www.queqiaoba.com 

相片提供: i.yti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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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whatsapp這玩意真好，既可與近在

咫尺、遠在天涯的朋友聊天，原來又可福

傳。 

2015年開始，朋友不約而同給我傳來教

宗方濟各的新年要求，有中文，也有英

文，當然我收到後又將之傳給其他群組、

朋友，無論是否教徒，大家依照實行，必

然為這紛亂的世界，帶來和平及充滿愛的

局面。 

記得我曾與一個群組的朋友討論分享，

大家既登陸(年滿六十)又退休，要實行教宗

要求「買更樸素的東西」本來不難，因為

不用上班也沒什麼應酬，衣飾不用奢侈，

日常購物自然樸素；上了年紀，也要注重

飲食，食也要簡單些呀！可惜商場超市真

是貴有貴買，平有平買，我這個口口聲聲

說要過簡樸生活的人，原來衣櫃內都充斥

一些大減價時買下的鞋和衣物。朋友也說

有時無聊逛商場，禁不住望多兩眼，藉口

獎勵自己，不理價格便買下心頭好；有另

一位說，因為便宜莫執輸似的，所以人買

我買。儲物室、甚至厨櫃都充斥不少非必

需品，簡直浪費。原來教宗要求我們做的

很簡單，可是在這充滿誘惑的世界也就不

容易實行。難怪耶穌早就教我們這樣向天

父祈禱：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教宗是耶穌基督在世的代表，他當然希

望我們能活出福音精神，正如耶穌要求所

做的，一定不會超出我們能力範圍，都是

與生活有關。現在剛開始四旬期，第一個

主日的福音中引述耶穌說：「天主的國臨

近了，你們悔改，信從福音吧！」(谷 1:15) 

群組中一位姊妹很熱心，她建議大家彼

此鼓勵，四旬期內互相提點，在日常的對

話中，彼此督促；另一位更積極提出當你

正想購買沒必要的東西時，便把那款項捐

出去，因為每年都有四旬期奉獻，大家拍

掌贊成。 

以上分享只是拋磚引玉，大家可就教宗

建議，運用自己的才智加以發揮得淋漓盡

致，既可回應教宗的呼籲：買更樸素的東

西(甚至勿買不必要的) ，又可善渡四旬期，

做一隻跟隨耶穌善牧的羊，相信在羊年一

定得到上主的祝福。 

 

 

買更樸素的東西          喜羊羊  

CCC 成人排舞班 
CCC Adult Line Dance class 

由專業導師 Anna Pi 教授 

Venue地點：St. Kevin's Parish Hall禮堂 

Time 時間：星期日 Sunday 2:00–4:00 pm 

Fee 收費：每次@$5.00  

Enquiry 查詢：0413 726 213   

Email：linedance@ccc-inc.org.au 

此活動目的： 

1. 讓主內兄弟姊妹彼此認識，加強凝聚力 

2. 排舞有益身心健康，鍛鍊身體之餘，更
有助防止腦退化 

3. 藉此邀請教會以外，尤其是從未接觸過
天主教信仰的朋友前來參與，共享福音 

一對腳一千對鞋 

相片提供: m.cdn.blog.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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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生活年之喚醒世界    Michael  

教宗方濟各在新年文告裏告訴我們今年

是奉獻生活年，提醒我們要身體力行，喚醒

世界。 

教宗為渡奉獻生活的人士，提出實現他

們聖召的三個首要目標：「心懷感恩看過

去」，「滿腔熱忱地活在當下」，「對未來

寄予希望」，面對奉獻生活中遇到的眾多困

難，尤其是聖召危機，不要灰心喪氣。 

心懷感恩地看過去，感謝天主給予我們

的一切是非常重要的。感恩、謙遜是我們基

督徒最基本的特徵。對未來充滿著希望，在

天主安排的每次考驗中，無論遇到多大的困

難都不減對天主的信任與依賴，使我們的信

仰在每次考驗中得到加深、鞏固。 

教宗號召我們要奉獻生活，喚醒世界。

我們如何才能喚醒世界呢？有人會想，這好

像是個太大、遙不可及的事情。其實不是，

這是你和我都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每位基督

徒都責無旁貸。我們要身體力行，宣揚福

音，喚醒所有未認識主的人追隨天主。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做到奉獻生活，喚

醒世界呢？其實不難，答案就在於我們能否

把「滿腔熱忱地活在當下」做好。每個人生

活裏總會碰到種種的困難與挑戰。是戰勝困

難還是給困難戰勝，關鍵在於我們用怎樣的

心態去面對：是滿腔熱忱，不屈不撓的奮

鬥，還是怨天尤人，自暴自棄，都會有著截

然不同的結果 成功或失敗。 

滿腔熱忱地活在當下是為了能更好地喚

醒世界。假設天主給予你的使命是，讓你的

鄰居很想並最終因為你的影響成為了天主教

徒，那麼你認為讓你的鄰居看到成功的你，

還是失敗的你更能完成你的使命呢？是一個

遇到困難就退縮，一事無成，家裏整天吵

架，懶惰貪婪的形象，還是一個不屈不撓，

家庭和睦，信仰堅定的形象更讓你的鄰居羨

慕與響往呢？答案非常的簡單，每個人都心

裏有數。所以說，形象非常重要，我說的並

不是什麼LV，法拉利等這些看得見的外在

東西，而是從人的言行體現出來的氣質，一

些讓人感覺到，讓人趨之若騖的氣質和形

象。讓你的鄰居感受到我們基督徒的謙遜與

寬容，讓他們總是看到我們成功的形象，讓

他們也很想接受洗禮成為一名虔誠的教徒。 

我們要多祈禱，向天主尋求幫助，求天

主給予我們智慧去面對種種的障礙與挑戰。

我們要多參加彌撒，加強我們的信仰。我們

要堅強的活著，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不能

放棄。活著，而且要滿腔熱忱地生活，喚醒

世界，從喚醒我們的鄰居做起。 

家居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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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報價，歡迎電話查詢  

My Service is Your Guarantee  

三月五日為本會前神師馬仕沖神父安息主懷週

年紀念，請為他的亡魂祈禱。 

5/3 is the anniversary of late Fr Matthias Mo, 

CCC ex-spiritual director, please pray for his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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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醒悟        瑪加利大 

二〇一五年公教月曆以教宗方濟各做主

題，每月用不同要點作訓示，給予教友日常

生活的方向和目的。教導我們要全心全意打

開心扉，接受主的愛及明白信仰的目的。天

天祈禱求主助佑，勤唸玫瑰經，對主要有信

德，當有困難或生病時需依賴主。受洗後不

單是得到生命特定方式，更要作福傳踏上善

行之路，能切實接受主的愛及指引去生活，

則一生受用不盡，亦可造福人群。 

今年是奉獻生活年。教宗方濟各向來以

勤儉慈愛、刻苦耐勞、盡心盡力為教會服務

而深受教友們愛戴，他的生活態度及處事作

風可做我們生活的典範。他用日常的善行來

喚醒世界是最佳人選，如果家中備有公教月

曆，不妨在日常生活中用它來作指南及參

考，既可福傳踏上成功之路，亦可悅樂天主

做主的好兒女。像主般「愛人如己」，彼此

相愛，沒有仇恨或報復心，能樂善好施，惠

及他人。若世界各地的人心中都充滿着

「愛」，則天下有真正太平，不再會有不愉

快的事發生多好呀！可惜世上負面的消息很

多。 

依撒意亞先知曾提醒人們，皈依天主才

能找得心靈的喜悅。因為主是美善、甘飴且

全能的，祂能醫治心靈破碎的人，並親自包

紮他的傷痕。身為天主兒女的我們，若不沉

溺於物質的追求，只求靈性的平安便足夠，

甘於過淡泊的生活，凡事量力而為，不投機

取巧或貪婪不知滿足，便可安枕無憂，何需

整夜輾轉反側，直至天亮，生活痛苦呢？ 

現今世人多希望賺快錢，凡事只想不勞

而獲，好逸惡勞，貪圖享樂，因而很容易被

壞人利用做違法之事，如走私、販毒、洗黑

錢等；不顧後果地去鋌而走險，最終落得琅

璫入獄，或人間蒸發，令家人擔心。 

出外旅遊本可增廣見聞，乃賞心樂事，

人皆喜歡的，若不幸遇上空難，樂極生悲，

實在令人沮喪，也使家人枕食不安，影响生

活質素。近日好些地方發生瘟疫，人心惶

惶，整日在苦難恐懼中生活，他們受的痛苦

可想而知。 

天災人禍常發生，實在避無可避，可能

是考驗世人，喚醒世人吧！我們是天主的兒

女，在日常生活中應多祈禱，依靠主的護

佑。神父在彌撒講道時曾教導我們將一切全

獻給主，常投向基督，尤其是遇上困難或危

急時應即向主禱告，求祂相助。若平日只着

重世俗之事而忘記事奉主，是個冷淡教友，

效果並不大。 

日常多利用清晨頭腦清醒時頌唸玫瑰

經，求聖母保佑以滌靜心靈。此外要多閱讀

聖經認識基督，領悟基督愛世人的精神，多

參與彌撒感恩聖祭來分享基督愛的救贖，多

領聖體好使我們的生命得到滋養。更要求聖

神降臨使教會團體團結、充滿生命力和宣揚

喜訊，因聖神常居住在團體中。「因此，我

們呼號：『阿爸，父呀！』聖神親自和我們

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兒女。」

(羅8:15－16) 

其實生命的氣息使我們生存。不只是空

氣、食物的維繫，而是主的眷顧給予主內弟

兄姊妹們生命的延展，賦予我們神恩，好能

為團體服務。 

復活節快到，正好提醒我們從十字架上

基督無私的愛所傾流的血，得以淨化、治

癒、保存、享有天主子女的自由、平安與喜

樂，有着同一的信仰站立於同一磐石上，好

讓真光照亮世界。 

今年是中國農曆羊年，教友們都是主的

羊。既然主是我們的牧者，只要一切都依靠

主，便可內心平安生活的了。教宗、主教、

神父、修士、修女，全部神職人員都是教會

的善牧，我們應常為他們祈禱，希望他們都

能無畏困難，忠心地宣講真理，以履行服務

教會的使命。而我們這班小羊群也要馴似羔

羊地聽從他們的教導，彼此團結合作，不吝

嗇個人的時間和金錢，為教會做愛德或克己

善功。脫離自滿、自私的誘惑，有責任依附

所認識的真理要求來處理生活，努力作福

傳，讓更多人認識福音，加入主的大家庭，

有意義的獻身生活年。 

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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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rkling Light of 
Faith Blazes a New Trail   Stephen 

In darkness the True Light shines 

Lighting up the skies and earth and mortal 
man 

Endowing man with life, and shedding light 
on its path 

A great pity it is to find 

That relying on himself in search of a new 
path 

Man is reluctant to accept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True Light 

And down he falls into the pit of darkness 

He is reluctant to look for the Truth  

And by degrees dimmer the True Light grows 

… thus, uncovering the tragedy of the human 

world… 

In the darkness where things look vague and 
blurry 

Man loses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good from evil 

And he loses the ability to discern the objec-
tives and directions of life 

At this point of moment 

To recover the Light of Faith remains his top 
priority 

He can’t afford to let its rays go ou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ght of Faith” is 
unique 

Having the ability to light up man’s life as a 
whole 

It flashes through the darkness and shines in 
the darkness 

It wakes man up 

Enabling him to transcend himself 

And brings him into a state of harmony where 
light is interlinked with light 

As Dante says in the Divine Comedy 

“From a small spark 

Great flame hath risen. 

In man’s (my) heart 

It hath become the sparkling constellation in 
the heavens”  (1) 

So, … 

The “Light of Faith” can be a bright star that 
lights up the path of man’s life 

Strengthening and consolidating his faith … 

 

(1)The Divine Comedy: Paradise, Canto 1 

Youth group activities in Eastwood Centre 

Youth group gathering will be held from 10:45 am in the Parish Meeting room on every 
Sunday.  We aim to help the youths to live our faith. Any youth from year 7 to 25 years 
old are welcome to join. Please contact Catherine Wong for details.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Bible, a Bible study session led by Fr. Lito 

and organised by our young adult group will be held on every 2nd Sunday at 1:30 pm in 

the hall.  Please contact Harold Pon for details. 

(A translation of the article 「信仰之光」閃閃創新 by Fr Edward Chau 周景勳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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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支 持 本 刊 贊 助 教 友  Please Support Our 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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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一 相  (更多相片在本會網頁) 

2014 家庭營  Fam i l y  Camp 2014  

行ㄧ：周景勳神父主持成人組 

行二：青年組 

行三左：兒童組 

行三右 + 行四：大小同樂 

行五 + 行六左：分工合作 

行六右 + 行七：無盡感激 

Row 1: Adult group  

Row 2: Youth group 

Row 3L : Children group 

Row 3R & 4: Playing together 

Row 5 & 6L: Working together 

Row 6R & 7: A big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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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一 相  (更多相片在本會網頁) 

慶祝聖誕  Christmas Celebrations 

依士活中心的首次三區聯合活動,由梁加恩神父主持聖誕前夕彌撒後在禮堂聚餐及頌唱聖詩 
2014 Christmas Eve Mass is the first combined centres event held in Eastwood centre, celebrated by Fr Lucas Leung, 

followed by supper gathering & carols in the hall 

北區中心 
Lindfield centre 

長者在司徒修女家慶祝 
Elderlies in Sr Seeto’s home 

新年除夕慶祝  New Year Eve Celebrations 

除夕感恩祭在依士活中心由周景勳神父及本堂神父 Fr Martin 主持, 隨後在禮堂聚餐及倒數迎接新年 
Year end thanksgiving Mass in Eastwood centre celebrated by Fr Edward Chau and  parish priest Fr Martin, 

followed by countdown gathering in the hall 
- 11 - 

P i c t o r i a l  (More photos on CCC website) 

慶祝農曆新年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中文學校                           Chinese School 中區祈禱會 Camperdown prayer group 

高齡之家                    CCC Homes 依士活中心                   Eastwood Centre 

北區中心                   Lindfield Centre 

依士活中心開幕  Eastwood Centre Opening 

依士活中心於 9/11/14 由當時雪梨總主教區輔理主教 Peter Comensoli (現 Broken Bay 主教)主持開幕彌撒, 並得到堂

區歌詠團與 CCC 歌詠團一同高歌頌主，隨後在禮堂午餐慶祝 
Eastwood Centre inaugural opening Mass on 9/11/14 celebrated by Bishop Peter Comensoli (the then Bishop of Sydney, 

now Bishop of Broken Bay), with parish choir joining CCC choir singing the Mass, followed by lunch celebration in the hall 

五位 CCC 讀經員參加

雪梨總主教區舉辦的讀

經員訓練班 

5 CCC readers attend 

the readers training 

course run by Sydney 

Archdiocese  
北區中心慶祝生日會 

Birthday parties in Lindfield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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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週禮儀時間表    Timetable in Holy Week       
2/4 聖週四 Holy Thursday 

    下午 8:00 pm 
主的晚餐 (Santa Sabina College1) 
朝拜聖體  

Lord’s Supper (Santa Sabina College1) 
Adoration to Holy Eucharist  

3/4 主受難日 Good Friday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上午 10:00 am  
   下午 2:30 pm 

成人組 (Santa Sabina College1) 
閻德龍神父主持避靜  
次序﹕拜苦路﹐講座﹐修和聖事 
(備有簡單午餐—麵包/飲品)  

Adult group (Santa Sabina College1) 
Retreat led by Fr Joseph Yim 
Sequence : Station of the Cross﹐Talk, Reconciliation 
(light lunch provided - bread / drinks) 

  青年組 (Society of St. Paul2) 請於 9:45
到達 
避靜﹐修和聖事﹐拜苦路 - Fr Gerard 
Kelly   (備有簡單午餐—麵包/飲品)  

Youth group (Society of St. Paul2) be there at 
9:45 : Retreat﹐Reconciliation﹐Station of the 
Cross - Fr Gerard Kelly  (light lunch provided 
- bread / drinks) 

  兒童組  (Santa Sabina College1) 
司徒修女帶領拜苦路及各項活動  

Children group (Santa Sabina College1) 
Station of the Cross & activity led by Sr. Seeto  

   下午 3:00 pm - 
  下午 4:30 pm 

成人組/兒童組 (Santa Sabina College1) 
青年組 (St. Dominic’s Parish Church3) 
苦難禮儀, 朝拜十字聖架 

Adult/Children groups (Santa Sabina College
1) 

Youth group (St. Dominic’s Parish Church3) 
Passion, Veneration of the Cross 

4/4 聖週六  Holy Saturday 
  下午 6:30 pm 

主復活前夕彌撒暨聖洗聖事 
閻德龍神父及梁加恩神父主禮  
 (Santa Sabina College1) 

Easter Vigil Mass with Baptism 
Celebrant: Fr Joseph Yim and Fr Lucas Leung 

(Santa Sabina College1) 

   彌撒後 After Mass 聚餐 (大三元海鮮酒家, Strathfield) 
詳情參閱下表 

Dinner (Strathfield) 
See details below 

5/4 主復活日 Easter Sunday 
   

主復活日彌撒 (詳情稍後公佈) 
主禮：閻德龍神父  

Easter Sunday Mass (details to be advised) 
Celebrant ： Fr Joseph Yim 

地址  1Santa Sabina College : 90 The Boulevarde﹐Strathfield  
Address 2Society of St. Paul : Cnr Meredith St & Broughton Rd. Homebush 
  3St. Dominic’s Parish Church : Cnr The Crescent & Hornsey Rd, Homebush West (Opposite Flemington Station)  
※ 避靜報名 Retreat enrolment :  網上 Online ﹕Good Friday Retreat enrolment  (at www.ccc-inc.org.au) 或

or  0413 726 213   或 or   電郵 Email : contact@ccc-inc.org.au  
※ 十六歲以下參加青年組活動必須簽署家長同意書 Parent consent form must be submitted for those under 

16 and joining youth group activities  
※ 家長需自行安排青年到各項活動地點﹐18/4 下午 4:30 必須離開 St. Dominic’s Church 
    Parents have to arrange own transportation to various youth group venues, must leave St. Dominic’s Church by 4:30pm on 
18/4 
※ 聖週六聚餐 Holy Saturday Dinner :  
    成人席每位$35        青年/兒童席每位$20        四歲以下免費(每台限一名) 
    Adult table @$35       Youth/children table @$20    Under 4 free (limit 1 per table) 
    訂位 reservation﹕ 網上 Online ﹕Saturday dinner registration (at www.ccc-inc.org.au)或 or 0413 726 

213 或 or 電郵 Email: registration@ccc-inc.org.au 或 or 各中心總務 centre coordinator, 中文學校 Chinese 
School 

四旬期內拜苦路    Station of the Cross in Lent 

中區中心 逢星期日下午 1:00 St. Joseph’s Church, Camperdown - Every Sunday 1:00pm 

北區中心 逢星期五 下午 8:00 Holy Family of Nazareth’s Church, Lindfield - Every Friday 
8:00pm 

依士活中心 逢星期五 下午 8:30 St Kevin’s Parish Church, Eastwood - Every Friday 8:30pm 

大小齋例 
[守齋]的用意是 : 第一是彌補罪過; 第二是促使歸依基督的心愈益成長, 引導教友思想像基督, 行動肖似基督。 

[小齋] : 教會規定凡已足十四歲的教友在每年的聖灰禮儀日及聖週內星期五紀念基督聖死日應守小齋﹐即在那兩

天放棄取用熱血動物的肉類食品。 

[大齋] : 教會也要求年齡已滿十八至五十九歲的教友在上逑兩個日子除了守小齋外﹐還要守大齋﹐即在那兩天只

可食飽一餐﹐其他兩餐只可進少許食物﹐其餘時間可飲流質飲品﹐但不能進食其他食物(藥物除外) 。 

- 13 - 

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5 上半學年各級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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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字課本，輔以漢語拼音，

並介紹繁體字。    

(3)中國舞蹈班：為學生及家長開設之課餘活動 

  學生組   下午 12:45-1:30 pm 及 4:15-4:45 pm  

 家長組   下午 3:15-4:00 pm 

本校以教授聽﹑說﹑讀﹑寫為主，同時介紹中國文化。鼓勵學生參

加各類活動，活學活用中文。 

報名 

 

星期日：  本校 下午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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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由教育培訓部長撥款支持及由教育培訓部管理 

C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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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ionary.com/ 

08/03/15 四旬期三 Ex 出 20:1-17 詠 19 1 Cor 格前 1:22-25 Jn 若 2:13-25 

15/03/15 四旬期四 2 Chr 編下 36:14-16,19-23 詠 137 Eph 弗 2:4-10 Jn 若 3:14-21 

22/03/15 四旬期五 Jer 耶 31:31-34 詠 51 Heb 希 5:7-9 Jn 若 12:20-33 

29/03/15 聖枝主日 Is 依 50:4-7  詠 22 Phil 斐 2:6-11 Mk 谷 14:1-15,47 

05/04/15 復活主日 Acts 宗 10:34,37-43 詠 118 1 Cor 格前 5:6-8 Jn 若 20:1-9 

12/04/15 復活主日二 Acts 宗 4:32-35 詠 118 1 Jn 若一 5:1-6 Jn 若 20:19-31 

19/04/15 復活主日三 Acts 宗 3:13-15,17-19 詠 4 1 Jn 若一 2:1-5 Lk 路 24:35-48 

26/04/15 復活主日四 Acts 宗 4:8-12 詠 118 1 Jn 若一 3:1-2 Jn 若 10:11-18 

03/05/15 復活主日五 Acts 宗 9:26-31 詠 22 1 Jn 若一 3:18-24 Jn 若 15:1-8 

10/05/15 復活主日六 Acts 宗 10:25-26,34-35,44-48 詠 98 1 Jn 若一 4:7-10 Jn 若 15:9-17 

17/05/15 耶穌升天節 Acts 宗 1:1-11 詠 47 Eph 弗 4:1-13 Mk 谷 16:15-20 

24/05/15 五旬節主日 Acts 宗 2:1-11 詠 104 Gal 迦 5:16-25 Jn 若 15:26-27,16:12-15 

31/05/15 聖三主日 Deut 申 4:32-34,39-40 詠 33 Rom 羅 8:14-17 Mt 瑪 28:16-20 

07/06/15 聖體聖血節 Ex 出 24:3-8 詠 116 Heb 希 9:11-15 Mk 谷 14:12-16,22-26 

14/06/15 常年期十一 Ezk 則 17:22-24 詠 92 2 Cor 格後 5:6-10 Mk 谷 4:26-34 

21/06/15 常年期十二 Jb 約 38:1,8-11 詠 107 2 Cor 格後 5:14-17 Mk 谷 4:35-41 

28/06/15 常年期十三 Wis 智 1:13-15;2:23-24 詠 30 2 Cor 格後 8:7,9,13-15 Mk 谷 5:21-43 

05/07/15 常年期十四 Ezk 則 2:2-5 詠 123 2 Cor 格後 12:7-10 Mk 谷 6:1-6 

12/07/15 常年期十五 Amos 亞 7:12-15 詠 85 Eph 弗 1:3-14 Mk 谷 6:7-1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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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士活中心 上午11:00am  

聯絡： 0413 726 213     

中區中心國語會話班 
逢主日上午十時(學校假期除外) 

費用全免﹐歡迎參加 

明愛賓館/白英奇賓館/明愛張

奧偉賓館網上訂房服務 

http://www.caritas-chs.org.hk/  

神 父 主 日 講 道（可 在 網 上 版 直 接 點 擊 下 列 連 結 )   

梁達材神父 http://www.frpeterleung.com/blog/  徐錦堯神父 http://jesus.cirs.org.hk/audio_mass.asp 

關傑棠神父 www.ccc-inc.org.au 羅國輝神父 http://thomaskflaw.blogspot.com 

閻德龍神父 http://www.myaudiocast.com/

fatheryim/  

吳智勳神父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

public/liyi/index.htm 

http://www.ccc-inc.org.au/wp-content/uploads/2012/03/good-Friday-Retreat-enrolment2.pdf
http://www.ccc-inc.org.au/wp-content/uploads/2012/03/Saturday-dinner-registration2.pdf
http://www.caritas-chs.org.hk/
http://www.frpeterleung.com/blog/
http://jesus.cirs.org.hk/audio_mass.asp
http://www.ccc-inc.org.au
http://thomaskflaw.blogspot.com
http://www.myaudiocast.com/fatheryim/
http://www.myaudiocast.com/fatheryim/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index.htm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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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another issue of Children’s Corner! As it is the new year, let us think about our 
new year’s resolutions. 
 
Goal numbers: 
1. Describe what you could do this year to be happy.  
2. Describe what you could do this year to be better at something. 
3. Think about what you can do to help someone.  
4. Think about something new that you can try. 
5. Think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can continue to do that is helpful t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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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 a few words about this picture 
in the space belo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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