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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細數日子，原來教宗方濟各所訂的慈悲

禧年（由 2015 年 12 月 8 日聖母無原罪占

禮至 2016 年 11 月 20 日基督君王節）已經

過了大半年，希望我們更加善用時間，繼

續處世對人都能「像天父慈悲滿懷」。 

教宗在慈悲禧年內，不斷勉勵大家在日

常生活中，落實具體行動，他曾經說過：

面對這麼多人因飢餓、暴力和不義而備受

煎熬的苦難，我們不能以觀眾自居……如

果我拒絕走近那些受苦的男人、女人、兒

童或老人，我就是拒絕走近天主。教宗自

己也身體力行，無時無刻提醒我們實行耶

穌教導：「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

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 

今年九月，教宗將為一位不少人認識和

敬佩的真福德蘭修女，列入聖品。德蘭修

女可以稱得上是慈悲典範，她遠離故鄉，

來到印度展開為最貧窮和身心靈都需要受

到憐憫和關懷的人服務，她愛主愛人的精

神，不但感召不少人加入她所創的仁愛修

會，也吸引許多善心人士參與義工行列。

有關她的生平和嘉言懿行，請參閱本期有

關專文。 

德蘭修女，為我等祈！ 

德蘭修女在世之時，我已經看過一套有

關她行實的錄影帶。原來她一切服務是源於

愛：先愛天主，再愛眾生。印象中最深刻是

她時常動了憐憫的心，把四周的孤兒抱回孤

兒院照顧，年紀稍長，便送他們到兒童城，

直至他們自立。一次她去進行探訪，其中一

個小女孩跑到她面前，要送給修女一粒糖，

要知道那年代這些孩子要得一粒糖一點也不

易。她卻留下送給修女，德蘭修女立即說：

「愛是痛的。」小孩子『割愛』，把一般人

眼中未必重視的一粒糖，竟然送給她。 

的確，天主竟這樣愛了我們，賜了他的

獨生子救贖世界；耶穌明知世人未必感恩圖

報，也知被釘十字架的苦痛，但仍然接受；

作為母親知道懷孕可能會引致身體不適，生

產過程會疼痛，原來明知痛仍去做，這份是

無比的真愛。 

記得一位神父講道提及，我們愛天父愛

人很多時都是選擇性的。當自己環境暢順，

最好心想事成，天主愛我，祝福我，我也愛

天主；但遇到痛苦困難或考騐，就抱怨天主

不看顧我。真正對天主的愛，是在痛苦中仍

然依靠，讚美和感謝！我們愛人往往也是如

此，人對我好，我就對他好啦！有時愛要進

一步犧牲，可是自己卻步，因為我們未能做

到德蘭修女所說的：愛是痛的。我實在也未

必做到像她一般時常去愛痳瘋病人和垂死的

人，唯有求天主憐憫我這個軟弱的人，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一些微不足道的愛德行動

吧！ 

那天早上步行，遇見逐戶停下來的郵差

叔叔，向他說聲：「早晨，謝謝你的服務

呀！」他很開心地跟我打招呼，還訴說要派

很多份包裹，大家傾談了一會。此後偶然相

遇，互相招招手，在寒冷天氣中，無形渺小

的愛，增加了一份暖流。 

一次去吃自助餐，年輕的侍應，相信是

個兼職學生似的，神情肅穆，不停為大家收

拾吃完的碟子，忙碌又瑣碎的工作是煩悶

的。我說：「謝謝你的服務！」他很開心地

笑了，客氣跟我說幾句話。我們臨走時，他

遠遠揮手，不是言，不是語，是看不見的言

語。 

德 蘭 修 女 也 說 過 ：「懷 着 大 愛 做 小

事」。在慈悲年內，願我們向真福德蘭修女

多多學習，除了慈悲的愛心外，還有她那份

謙遜的精神。 

德蘭修女教我慈悲   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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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少人也認識德蘭修女，她一生捨

己服務貧苦大眾，深入民心。去年十二月

十七日教宗方濟各接見聖座封聖部部長阿

馬托樞機，批准了該聖部關於印度加爾各

答的德蘭修女封聖的法令。封聖部在法令

中，承認一位患了嚴重腦疾的巴西男子因

真福德蘭修女的轉禱而徹底痊愈的奇跡。

教宗方濟各會在今年九月四日為真福德蘭

修女進行封聖儀式。 

德蘭修女於一九一零年在南斯拉夫出

生，原名為雅格妮斯•崗莎•博扎丘。她

是阿爾巴尼亞裔人，她的父親是一位富

商，母親家教嚴格，卻有著深深的慈愛和

信仰。在德蘭八歲時父親不幸去世，母親

便以賣布和刺繡的生意，獨自撫養三個孩

子成長。德蘭修女有一個哥哥和姐姐。德

蘭十二歲的時候已經立志將來要到外國傳

教，幫助世上最貧窮的兄弟姊妹。十五歲

她在中學念書時，家鄉有耶穌會的神父們

被派到印度的孟加拉去服務。神父們寄回

家鄉的書信中，報告了印度有關的一切。

她看到這些書信，很受感動，她和姐姐決

定到印度接受傳教士訓練工作。在她十八

歲的那年，她選擇了過奉獻的生活，追隨

天主的聖召。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她

在達耶林城發永願，決定成為終身職的修

女，並依法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修女聖德

蘭的名字和精神，改名為德蘭。其後她被

派到加爾各答的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

學教地理和宗教課。這座學校雖然座落在

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旁，但是學生都是富家

女孩。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她坐火車去大吉

嶺，在車站看到一個乞丐不斷地說：「我

渴……我渴……」這個情景在她的腦海裏

浮現。她回到修院後，感覺到天主在呼喚

她為貧窮的人服務，便向神師和總主教徵

詢意見。這件事改變了德蘭修女的一生。

兩年後，德蘭修女到巴特納城一座醫院裏

受訓。之後，她在加爾各答城最窮的地區

莫地及爾為失學窮苦兒童辦了一所露天學

校。起初困難重重，但她依靠天主，終於

有善心人士受其善行而感召，捐助場地、

設備、食物，還有人奉獻心力協助她，其

中不少是她過去的學生。 

四年後，德蘭修女與十二位修女成立了

仁愛傳教會。這個修會除了天主教修會傳

統的貧窮、貞潔、服從三個誓願以外，還

加上要全心全意，不要酬勞，為最貧苦的

人，也就是為基督受難的化身而服務。一

九五二年開始，德蘭修女在市政府所捐贈

的一間空房子裏，建立了讓窮人得到善終

的收容地方名叫垂死之家，讓垂死病人得

到修女、醫生、護士、義工的細心照顧，

平靜安詳的有尊嚴地離開人世。當時痳瘋

病者滿佈街頭，德蘭修女及其他義工在街

上四處尋找那些痳瘋病人，並將他們領到

她的收容之家。 

 德蘭修女的工作得到普世天主教信眾的

敬仰，為褒獎她的扶困濟貧工作、為和平

作出的不懈努力以及在她身上體現出的基

督之慈愛，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七一年頒

予她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平獎。一九七九

年，她被頒予諾貝爾和平獎，以表揚她為

消除對和平造成威脅的貧窮及困苦所作的

工作與成就。她到瑞典領取和平獎時，希

望瑞典政府取消為她準備的國宴。她的想

法是：「一頓國宴，只讓 135 個人吃飽，

但國宴這筆錢交給仁愛傳教修女會，便能

夠 讓 一 萬 五 千 個 印 度 人 得 到 一 日 的 溫

飽。」瑞典政府回應了德蘭的要求，答應

她把宴會的六千美元費用（一說為七千一

百美金）交給她使用。 

德蘭修女一生照顧貧病老弱的人，有

「加爾各答的天使」之稱。她極受民眾愛

戴，二零零三年她獲封為真福時，有超過

三十萬信眾前往梵蒂岡參與儀式。她創立

的仁愛傳教會亦遍佈全球，澳洲悉尼薩里

山及香港也有仁愛之家的分部。  

深入民心的德蘭修女  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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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福德蘭修女智慧之言 
1) 科技發達的社會成功地令享樂的機會倍增，

不過卻極之困難讓快樂誕生。因為快樂的本

源地在於靈修。金錢、安逸、衛生、物資保

障等等，可能都不缺乏；不過，儘管有如此

的好處，在許多人的生活裏面，卻頻頻出現

無聊、苦難和哀傷。 

2) 耶穌是我的天主。 

耶穌是我的丈夫。 

耶穌是我的生命。 

耶穌是我唯一的愛人。 

耶穌是我的所有！ 

如果你還沒有接受耶穌進入你的心中，你可

以現在誦讀這小禱文： 

「親愛的耶穌，我相信祢是天主子和我的救

主。我需要祢的愛來潔淨我的過錯和不當的

行為。我需要祢的真光來驅散所有的黑暗。

我需要祢的平安來注滿和滿足我的心。我現

在打開我心靈之門，懇請祢進入我的生命，

並給予我祢那永恒生命的恩賜。亞孟。」 

3) 在我們生命結束的時候，我們不會因為考取

了多少張文憑、賺取了多少的財富、或者曾

經做了多少偉大的事情而受審判。 

我們將會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赤

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無家可歸，你們收

留了我。」而受審判。 

4) 「不散發基督光芒的話語只會增添黑暗。 」 

「讓我們不要衹滿足於施捨金錢。錢並不足

夠，他們可以得到金錢，卻需要你用心去愛

他們。所以，無論你往那兒去，請傳達你的

愛。」 

「我們需要去尋找天主，而不能在噪音和躁

動裏面尋獲祂。天主是靜默的朋友。看看大

自然—樹木、花朵、小草—如何生長在靜默

中；看看星辰、月亮和太陽，它們如何在靜

默當中移動……我們需要靜默，以便能夠接

觸靈魂。」 

5) 「我想現今的世界顛上倒下，有太多的痛

苦，因為家庭和家庭生活裏愛得太少，我們

沒有給予我們孩子的時間，我們沒有給予彼

此的時間，沒有去享受在一起的時間。 」 

6) 「愛，是由家開始；愛，居住在家裏面。為

什麼今天世界有這麼多痛苦和這麼多不快

樂……今天每一個人似乎都極度趕忙，為得

到更大的發展和更多的財富等等而焦慮，所

以孩子只有絕少的時間給予他們的父母，而

父母也只有極少的時間給予彼此，而在家庭

裏面，就開始了世界和平的瓦解。 」 

7) 論貧窮 

「我在每一個人身上都看見天主。當我為癩

病人清洗傷口的時候，我覺得我在看護著上

主本人。這不是很美妙的經驗嗎？ 」(1974

年訪問) 

 「當我在這裏看見浪費，我感到內心憤怒。

我不准許自己生氣。但是看過埃塞俄比亞之

後，你就無法按捺的了。」(華盛頓 1984) 

8) 「最可怕的貧窮是孤獨和不被愛的感受。」 

「今天最厲害的疾病不是麻瘋病或者肺結

核，而是不被需要的感受。 」 

「我們有時候會想：貧窮只不過是饑餓、無

衣蔽體和無家可歸。其實，不受歡迎、不被

疼愛和缺少關心是最大的貧窮。我們必須從

自己的家庭做起，去挽救這類貧窮。 」 

9) 論戰爭 

「我之前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火，卻看見過饑

饉和死亡。我曾經問自己：「當他們這樣

做，他們有什麼感受？」我不明白。他們全

都是天主的孩子。為什麼他們這樣做？我不

明白。」(貝魯特 1982 年，以色列軍隊和巴

勒斯坦遊擊隊作戰期間) 

「請選擇和平之路。…我們全都害怕，在短

期內，可能有勝利者和失敗者。卻永遠不

能、也永遠無法為你們的武器所帶來的災

難、痛苦和人命的傷亡，自圓其說。」(給美

國總統喬治布什和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

的信， 1991 年 1 月 ) 

10) 論人工流產 

流產「是在子宮內的謀殺……孩子是天主的

禮物。如果你們不想要他，把他交給我。」 

11) 流產是和平最大的毀滅者，因為如果一個母

親可以殺害自己的親兒，那麼，剩下來的就

是我去殺害你和你去殺害我？已經沒有任何

東西足以制止了。 」  

下決心一定要讓一個小孩子死去，以便讓你

可以如你所願地生活，這是一種貧窮。 

〔下接第 5 頁〕 

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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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論她一生的工作 

「我們自己感到我們所做的只是海洋中的一

滴水。但是如果欠缺了那麼的一滴水，海洋

的水就會減少。 」 

「日前，我夢見我在天堂的門前。而聖保祿

說：『回去人間，這裏沒有貧民窟。』」

(摘引自 1996 年和希臘王子邁克爾的對話) 

「奇跡不在於我們做這工作，卻在於我們喜

歡去做。 」 

13) 論愛 

「如果你判斷別人，就沒有時間去愛他

們。 」 

「我嘗試把愛給予窮人，因為那是有錢人無

法用金錢取得的。不，我不會為了一千元去

觸碰一個麻瘋病人；卻願意為了天主的愛而

治療他。 」 

「我找到了一個謬論，就是：如果你愛到成

傷，那裏就再沒有傷害，而只有更大的愛

情。 」  

「我不肯定天堂真正的樣貌是怎樣的，但我

卻知道當我們死後到了天主審判的時刻，祂

不會問你：一生中做了多少好事？卻會問

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你投入了多少的

愛。 」 

14) 「不受歡迎、不被疼愛和不被關心、被所有

人遺忘：我想那比起沒有食物是更大的貧

窮。 」 

「不要以為愛需要非凡，才是真愛。我們需

要的是毫不厭倦地去愛。 」 

「每次當你向一些人微笑，那就是愛的行

動，是給予那人的一份禮物，是何等美麗的

事！ 」 

「好的事情就是能夠組成愛的鏈條的鏈

環。 」 

15) 論服務天主 

「要在小事上忠誠，因為你的力量就在那

裏。 」 

「他們每一個都是不體面的耶穌。 」 

「我是拿在天主手裏的一支小鉛筆，祂正在

書寫一封寄給世界的情書。 」 

「我沒有為成功而祈求，卻為求得忠誠而祈

禱。 」 

「我知道天主不會給我任何超出我能力可及

的事情。我只盼望祂不要過於信任我。 」 

16) 「許多人誤以為我們的工作就是我們的聖

召。我們的聖召是耶穌的愛。 」 

「至甘飴的上主，求祢令我懂得欣賞我那崇

高聖召的尊嚴，和它的許多責任。不要容許

我讓步給冷酷、無情、或不耐煩，而使它蒙

羞。」 

「應該少說話；一個說教的地點不是一個相

聚的地點。那麼你要作什麼？拿起一把掃帚

去為人清理房子，那就不言而喻了。」 

 「我們不能在此生幹什麼大事。只可以用

大愛去做些小事。」 

17) 「為天主，沒有什麼是小事。」 

18) 沈默的果實是信德；信德的果實是愛德；愛

德的果實是服務；服務的果實是和平。 

19) 「你和耶穌相聚的每一刻，將會深化你與祂

的融和結合；使你在天堂裏，得以永恒地享

受榮耀和美善，並將為世界帶來持久的平

安。 」  

真福德蘭修女智慧之言  〔上接第 4 頁〕 

R TSAI CONVEYANCING 

物業產權轉讓 

ROSANNA TSAI CPC 

Licenced Conveyancer No. 345575 

A Member of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onveyancers NSW 

註冊物業產權轉讓代理 

紐省澳洲物業產權轉讓代理協會會員 

Fee Reduction for Seniors and First Home Buyers 

長者及首次置業者優惠 

0418 489 758 

Email : rkcts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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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批准封

聖，九月四日冊封德蘭修女為聖人。她在一

九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出生於奧斯曼帝國

（今馬其頓），十二歲立志當修女，十九歲

入修道院被命名為德蘭修女。其後派往印度

工作，長駐那裏沒有離開。 

一九五二年夏天，她為窮人找到愛與尊

嚴，在印度加爾各答建立「垂死者之家」。

她不但工作勤勞且有愛心，常照顧窮人及病

人。曾收留一個十八歲居無定所，有病的姑

娘，甚至連令人害怕患有愛滋病者，亦緊抱

懷裏，以表示關懷、同情、及照顧他，並告

訴他耶穌愛你，祂在天上等你……來安慰

他，願與他同行，使他不致感到絕望及被遺

棄，來減輕他身心所受的痛苦，很有慈悲

心。並經常為窮人、病人、孤兒、獨居者，

和所有受苦的人祈禱，求主恩賜他們力量與

希望，以表示她的大愛。 

德蘭修女不但有服務肯犧牲的精神，且

為人節儉。一九七九年她獲諾貝爾和平獎

時，她身穿一件只值一美元的印度紗麗上臺

領獎，非常簡單而樸素。不論她往見任何國

家元首、總統或窮人都穿那件衣服，沒有什

麼改變。雖然她領獎時台下多是珠光寶氣、

身份顯赫的達官貴人，她亦視作平常，沒有

多大表示，因她眼中只有窮人，台下立刻鴉

雀無聲地望著她。她領獎後向台下賓客說：

「這個榮譽我不配，現在代表世上所有窮

人、病人、孤兒、及孤獨無依者領獎，因窮

人也有尊嚴，必須尊重他們。」她不但代表

弱勢社群來領獎，且一生以窮人名義活著。

當她知道參加宴會的 135 位貴賓每位要付七

千美元時，她認為太奢侈兼浪費，並拒絕參

宴，因這筆錢足夠一萬五千人一天的食用，

正是富人一席酒，窮人一年糧。大會見他這

麼堅持即取消宴會，並將全部費用捐出作慈

善，後來她又把收到的四十萬瑞幣捐款，及

賣掉那諾貝爾獎牌所得的錢全捐給窮人。她

的一生只是犧牲和奉獻，全心全意全力地為

窮人及教會服務，真有慈悲心！ 

她建立的「仁愛傳教修女會」有四億多

美金，但她的辦事處卻非常簡陋，只設有電

燈和電話。她全部財產只有一幅耶穌像、三

套衣服和一雙涼鞋。不過全世界 127 個國

家，卻有六百多個分支會。一九六零年一年

內建立了二十六所收容所和兒童之家，總部

只有兩位修女，她的一生常和窮人和不幸者

生活。又曾到戰區勸和，兵士們被她的勇

敢、真誠和正義所感動，化干戈為玉帛，雙

方立即停火，可見她的人格及魅力多大了。 

她死後葬在印度，舉行葬禮時當地人很

悲痛，像失去自己母親般哀悼，印度政府為

她舉行國葬，棺上覆蓋國旗，由十二人抬

行，參加葬禮者全下跪以表最高敬意。因她

是全世界愛與美的化身，且少有的「慈悲天

使」，難能可貴，受人尊敬。 

以上所述可知德蘭修女是一位具有真、

善、美的牧者。慈悲禧年以她當慈悲修女典

範，可算實至名歸，當之無愧。目前教會中

來自不同族裔、不同膚色的修女，多本著愛

主愛人，像基督般有犧牲精神當善牧，極偉

大，且可敬！現在華人天主教會內的司徒修

女和羅修女，均是最佳善牧，她們常盡忠職

守，辛勤地為主服務。尤其是司徒修女，入

會已有五十年，依士活中心、北區中心先後

為她慶祝金禧年，精神可嘉，更是華人之

光。主內的弟兄姊妹們，應向她們學習，慈

悲年內多作形哀矜、神哀矜等善工，顯示出

我們都是主的兒女，「如同天父，滿懷慈

悲」，多作克己來造福社群！齊來響應「救

主慈悲」的訊息，瞭解「天主慈悲」的真

理，做個「愛主愛人」的好教友！ 

天主保佑！ 

慈悲的典範－德蘭修女  瑪加利大  

相片提供： http://www.qiudao.net/List.asp?ID=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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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夢     綠衣獅   

最近到香港一遊，百感交集。三天內得

悉有兩位平素健康，生活正常的同輩突然離

世，聽者無不唏噓，頓覺生命無常。人子什

麼時候來到，我們無法得知，真的要醒悟。 

順道參加了同學的聚舊，見証了歲月催

人；一眾兒時玩伴，有些更是小學一年級的

同窗，屈指一數，相識已逾半個世紀，當年

的金童玉女，齊齊拖手仔、爭櫈仔，現在都

已白髮蒼蒼、頭髮稀疏，想想來日有沒有機

會再見面，也真是天曉得。當日還請來幾位

倘健在的老師，其中一位剛從墨爾本回港，

她分享了她動人的人生。 

這位老師出道不久，便遇上我們這班冥

頑不靈、教而不善的「嘩鬼」，不久便辭去

教職，下嫁一位兒科醫生，他是專門研究如

何提高早產嬰兒的生存率。老師十分喜歡孩

子，但卻因某種疾病，未能懷孕。他倆是虔

誠的基督徒，深信人不能的，在天主眼中是

無所不能，他們每天讀經祈禱，有一天她讀

到聖詠 113:9 :『使那不孕的婦女坐鎮家中，

成為多子的母親，快樂無窮。』一週後就傳

出她懷孕的喜訊。 

兩夫婦如獲至寶，感恩之餘日常生活也

異常小心。懷孕約十七周，一天兩夫婦興高

采烈地外出購買嬰兒用品，一架汽車由對面

馬路橫飛六條行車線，直撞向老師的座駕，

老師嚴重受傷，但為顧及胎兒，強忍著不吃

止痛葯，也拒絕接受 X 光檢查。最終因呼吸

困難，生命受威脅，而接受手術割除那已破

裂的腎臟。接著就小產了，那天正是他們的

結婚周年紀念，她淡言的一句：上主，這小

生命是你賞賜給我的，我現在交回你手上。 

說來容易，此事卻令他倆久久未能釋

懷，更可況丈夫是早產嬰兒專家，卻救不了

自己的孩子。可是天主的奇異化工，人是不

能知曉的。夫婦後來全心服務教會，到難民

營傳福音，目睹很多比自己更淒慘的人和

事，因而化悲傷為慈愛，無私地幫助他們，

正是施比受更有福，這樣也讓他們由人生的

低谷爬上來。老師更藉此認識了很多年青

人，由於她的慈愛，年青人都視她如母親，

這就應驗了之前她讀的聖詠：使那不孕的婦

女坐鎮家中，成為多子的母親，快樂無窮。

這個沒有寶寶的媽媽，恍然大悟。套用她自

己的說話：「這樣的生命，比起有自己的孩

子更豐盛」。 

【後記：正在整理本文之際，突聞香港一同學

腦出血昏迷入院，生命危在旦夕。原來那次見

面可能是這塵世上的最後一面。】 

生命的自覺意識喚醒愛的使命 

啟動奉獻的巨輪 

推動人與人要彼此服務 

在誠敬中活出仁愛 

沒有猜疑 

沒有怨尤 

只有一份超越物我的大愛 

放在日用處 

化作生命的日用糧 

 養身養心 

使人免陷於誘惑 

脫離罪惡的束縛 

更好說：是基督的鼓勵  

清醒地過一生 

因著愛的服務 

人的心田接受了基督聖體的潤澤 

在寶血的覆蓋下 

人獲得了愛的覆蓋 

自覺與清醒   周景勳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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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一 相  (更多相片在本會網頁) 

John Poon 在依士活中心舉辦 家庭關係 講座 

“Family Relationship” talk by John Poon in Eastwood centre  

(上及左二)北區中心歡送副本堂神父 Fr Stephen 到其他堂區服務 

(top & left 2) Lindfield centre farewell Fr Stephen to serve in other parish 

四旬期 Penrose Park 朝聖之旅              

 Pilgrimage to Penrose Park during Lent 

在 Santa Sabina College 聖堂舉行聖週四及聖週六慶典 

 Holy Thursday and Holy Saturday celebrations in Santa Sabina College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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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c t o r i a l  (More photos on CCC website) 

依士活青年參加世青日籌款活動：洗車及售賣家鄉美食 

Car wash and homemade delicacies sale to raise funds for Eastwood youths joining the World Youth Day 

依士活中心輔祭及讀經員祝福禮 

Blessing of altar servers and readers in Eastwood centre  

北區中心(左)及高齡之家(右)分別慶祝母親節 

Mothers’ Day celebrations in Lindfield centre (L) and CCC Homes (R) 

依士活中心慶祝司徒修女成為修女五十年 

Eastwood centre celebrates Sr Teresia Seeto 50 years of sister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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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E St. Kevin's Youth/Young People Eastwood    依士活中心－青年組  

SKYE gatherings will be held from 10:45 am in the Parish Meeting room on every Sunday.  We aim to help the 

youths to bring our faith to daily life.  Any young people from Year 7 onwards is welcome to join. Please contact 

Timothy Fong 0403 782 271 for details.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about bible, a periodic bible study session will be held in the parish meeting room 

after lunch.  Please contact reception for details 

周景勳神父慈悲禧年雪梨福傳之旅 

1/7/2016 - 7/7/2016  

華人天主教會（CCC）邀請到香港聖神修

院神哲學院宗教部主任及教授周景勳神

父，於 7 月 1 日至 7 日，以慈悲禧年為

主題，在 CCC 各中心及其他天主教華人

團體主持國、粵語彌撒、講座和避靜。

一連七日活動詳情，請參閱宣傳單張或

CCC 網頁 www.ccc-inc.org.au。 

查詢電話: 0490 026 379  

依士活中心信仰發展小組活動： 
1)  每主日彌撒前誦經祈禱： 

七月：慈悲禧年禱文 

八月：聖瑪利麥琪樂禱文 

九月：慈悲禧年禱文 

十月玫瑰月: 玫瑰經 

十一月煉靈月: 煉靈禱文 

十一月二十日（慈悲禧年結束日）：慈悲禧

年禱文 

十二月：三鐘經 

2)  主日讀經分享聚會：上午 11:00-11:45am 

3)  明供聖體：每月首主日下午 2:00-3:00 pm 

4)  天主的慈愛專題講座：八月二十八日 下午

2:00-4:00 pm  

2016 年度慕道班現招收新生 

(國/粵語) 

無論你已領洗與否，或有意領洗與

否，歡迎你一起與我們從天主教信仰

的角度去探討人生，更藉大家的相

聚、分享，建立真摯的友情，提升靈

性的生命。歡迎隨時加入。 

逢星期日：北區中心    上午 11:00 am 

               依士活中心 上午 10:45 am 

聯絡：☏0490 026 379  

慶祝中秋節聯歡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s 

華人天主教會依士活中心 
St. Kevin’s Church hall 

36 Hillview Rd Eastwood 

18/9 星期日 下午一時半至四時半 

Sunday 1:30 - 4:30pm 

節目：聚餐，歌唱，燈謎，遊戲，抽

獎等 

Lunch, Singing, Riddle, games and lucky 

draw 

Ticket 餐券每位 @$5.00 

請帶一份甜品一同分享 

Please bring a plate of dessert to share 

大量泊車位    Ample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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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6 下半學年各級新生 
Northmead High School, 28 Campbell St., Northmead 

P.O.BOX 517 Eastwood NSW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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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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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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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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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2:00–

4:00 pm 

Fee 收費：每次@$5.00  

Enquiry 查詢： 0490 026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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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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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ionary.com/ 

03/07/16 常年期十四 Is 依 66:10-14 詠 66 Gal 迦 6:14-18 Lk 路 10:1-12, 17-20 

10/07/16 常年期十五 Dt 申 30:10-14 詠 69 Col 哥 1:15-20 Lk 路 10:25-37 

17/07/16 常年期十六 Gn 創 18:1-10 詠 15 Col 哥 1:24-28 Lk 路 10:38-42 

24/07/16 常年期十七 Gn 創 18:20-32 詠 138 Col 哥 2:12-14 Lk 路 11:1-13 

31/07/16 常年期十八 Eccl 訓 1:2,2:21-23 詠 90 Col 哥 3:1-5﹐9-11 Lk 路 12:13-21 

07/08/16 常年期十九 Wis 智 18:6-9 詠 33 Heb 希 11:1-2﹐8-19 Lk 路 12:32-48 

14/08/16 常年期二十 Jer 耶 38:4-6, 8-10  詠 40 Heb 希 12:1-4  Lk 路 12:49-53  

21/08/16 常年期廿一 Is 依 66:18-21 詠 117 Heb 希 12:5-7﹐11-13 Lk 路 13:22-30 

28/08/16 常年期廿二 Sir 德 3:19-21,30-31 詠 68 Heb 希 12:18-19, 22-24 Lk 路 14:1,7-14 

04/09/16 常年期廿三  Wis 智 9:13-18 詠 90 Phlm 費 9-10, 12-17 Lk 路 14:25-33 

11/09/16 常年期廿四 Ex 出 32:7-11,13-14 詠 51 1 Tm 弟前 1:12-17 Lk 路 15:1-32 

18/09/16 常年期廿五 Am 亞 8:4-7 詠 113 1 Tm 弟前 2:1-8 Lk 路 16:1-13 

25/09/16 常年期廿六 Am 亞 6:1,4-7 詠 146 1 Tm 弟前 6:11-16 Lk 路 16:19-31 

02/10/16 常年期廿七 Hab 哈 1:2-3, 2:2-4 詠 95 2 Tm 弟後 1:6-8, 13-14 Lk 路 17:5-10 

09/10/16 常年期廿八 2 Kgs 列下 5:14-17 詠 98 2 Tm 弟後 2:8-13 Lk 路 17:11-19 

16/10/16 常年期廿九 Ex 出 17:8-13 詠 121 2 Tm 弟後 3:14 - 4:2 Lk 路 18:1-8 

23/10/16 常年期三十 Sir 德 35:12-14,16-18 詠 34 2 Tm 弟後 4:6-8, 16-18 Lk 路 18:9-14 

30/10/16 常年期卅一 Wis 智 11:22 - 12:2 詠 145 2 Thes 得後 1:11 - 2:2 Lk 路 19:1-10 

06/11/16 常年期卅二 2 Mc 加下 7:1-2,9-14 詠 17 2 Thes 得後 2:16 - 3:5 Lk 路 20: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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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 SKYE (St. Kevin Youth/Young People Eastwood) 
Unite 2016 (Praise and Worship Night) 
Saturday, 1 Oct 2016, 7:30-10:00 pm 

St. Kevin’s Church, 36 Hillview Road, Eastwood 

Come and join our young people to praise the Lord through music 
Light refreshment will be provided. Admission free.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Timothy Fong 0403 782 271 

伊士活中心青年組 舉辦詩歌頌讚夜 

日期：十月一日星期六 晚上七時半至十時 

讓我們一起藉著年青人的歌聲讚頌上主 

茶點供應，免費入場 

募捐英文故事書 

香港關傑棠神父呼籲大家捐贈家中再無人使用的英文故事書或小說﹐但「教科課本」不合

用。由 CCC 收集後寄回香港給予中小學的同學閱讀﹐以提升學生的英文程度。英文故事

書在香港售價非常昂貴﹐大家所捐贈的書本對於經濟有困難的同學是一份寶貴的禮物﹐同

時亦藉著此機會清理書架﹐可謂一舉兩得。希望大家能鼎力支持這項有意義的善舉﹐關神

父會安排運送書本返香港。捐贈書籍﹐請於八月十四日前交到 CCC 各中心或中文學校。 

 
Preloved English story books appeal 

 
CCC supports the Preloved English story books appeal initiated by Fr. John Kwan (Parish priest 
of St. Margaret Church, Hong Kong).  Fr John will distribute the books collected to the libraries 

of parish schools in areas of low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where the students will greatly ben-
efit from them.  English story books are quite expensive in Hong Kong and making these readers 
accessible to the students will surely help the students improve their English.    

Only fiction and story books in good condition are required, NO text books or magazines.  

Books may be collected at any CCC centre or Chinese school by 14 August 2016. 

Welcome Claudia Ho to the editorial 

team responsible for the bulletin cover, 

and our sincere thanks to Heidi Fok 

who has been working for our beautiful 

cover pages tirelessly for the past 15 

years since 2001. May God bless them. 

歡迎 Claudia Ho 加入編輯組負責本

刊的封面設計，亦在此衷心感謝

Heidi Fok 在過去十五年(自 2001 年)

努力不懈地為本刊的精美封面努

力。願主祝福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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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c-inc.org.au/?

page_id=1901&lang=zh-hk  

關俊棠神父  http://www.livingfaith.org.hk/index.php?

option=com_wrapper&Itemid=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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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德雄神父 http://office.hkdavc.com/video/

livemass140914.html  

趙必成神父 http://catholicworld.info/abco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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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dness 

hatred 

wickedness 

thankful 

boastful 

courteous 

jealousy 

greed 

hostility 

dishonest 

cruel 

rude 

self-centred 

compassionate 

faithful 

generous 

understanding 

reliable 

warm-hearted 

patient 

Dea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for leading us to follow 

you so that we may know what true 

happiness really is. 

 

Please continue to guide us in our 

journeys so we may share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that you have 

made with our friends and family.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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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turn!  

In the blank box, design your 

own artwork with the symbol of the fish, 

which represents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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