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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教 宗方濟各於一月十一日在梵蒂岡特別
祝福了六尊花地瑪聖母像，分別安排作全球
六大洲巡迴探訪，以慶祝聖母在葡萄牙花地
瑪顯現一百週年。

1917 年 5 月 13 日至 10 月期間，聖母瑪
利亞向三位小牧童顯現了六次。當時正值世
界大戰，很多國家受戰火影響，葡萄牙更受
到無神主義入侵。當時教宗呼籲各國停戰無
效，不斷勸導大家祈禱，求天主垂憐。結果
聖母就肩負和平之后身份，來到葡萄牙花地
瑪一個小村莊，向三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子：
路濟亞、方濟各和雅仙達等，帶來天外訊
息，並要求他們每天念玫瑰經，為世界和平
祈禱；甘心接受痛苦、做補贖為罪人回頭改
過，皈依天主。每月的十三號聖母與小牧童
都在約定的山㘭見面。人們由最初批評小孩
子說謊、幻想或附魔等等，其後幾萬群眾都
看見奇蹟異像，變成相信及願意實踐聖母所
帶來的訊息。（有關花地瑪聖母顯現事蹟請
閱第 4 頁專文）。在戰亂中等待和平似乎遙
不可及，但不是無望，原來實踐慈母瑪利亞

的訓示，並且滿懷信心向慈悲的天主祈求，
一切都是可行的。世界第一次大戰也在 1918
年結束。

一 百年後的今天，世界各地天災頻生，
社會愈來愈混亂，不同的恐怖主義興起，基
督徒受迫害等等，真是隨著科技發達，人犯
罪的方式也愈來愈「進步」，往往連神的地
位也取而代之。人類不斷犯罪，加給天主莫
大凌辱更甚，真是有走上自趨滅亡的危險。
教宗方濟各時常教導並身體力行作和平使
者，他安排花地瑪聖母像遊行世界各地，除
了是紀念聖母顯現百年外，主要是希望我們
實踐花地瑪聖母的訊息。

100 週年，
教宗方濟各己決定頒賜，從 2016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6 日整個紀念年度期
間，領受全大赦的機會及方法。

為 能領受全大赦，信友必須滿全一般條
件：領受修和及聖體聖事，捨棄對罪惡的依
戀，及為教宗的意向祈禱。
1. 往聖殿朝聖
第一種方法是為「前往葡萄牙花地瑪聖殿
朝聖，並參與對童貞聖母的慶祝禮或祈禱的
信友」而設。此外，信友必須誦唸天主經、
信經，並呼求天主之母。
2. 在花地瑪聖母像前祈禱
第二種方法適用於「虔敬的信友，在聖母
顯現的周年紀念日子，即 2017 年 5 月至 10
月期間的每月 13 日，懷著對聖母的敬禮，

以 前我一向對聖母只有一份尊重，因為
她是耶穌的母親，而且還是基督徒的典範，
信德效法的對象，但只覺得一些教友對聖母
實在過份熱愛，給她的稱號似乎比耶穌還
多，所以在慕道班時，對聖母的教條也是略
略提過便是。

但 另方面，我又卻看到熱愛敬禮聖母的

耶穌受難前的四十天，預備心靈以迎接耶穌
復活。其實這期間我們要做的也正是花地瑪
聖母的要求，並且是延續去年慈悲年的精
神。

教友又是非常虔誠的，很多出名的聖人聖
女，包括近代幾位教宗(尤其若望保祿二
世)，都跟聖母有非常親密的關係，而且恆
常誦唸玫瑰經的，相對自己對玫瑰經竟是敬
而遠之，因為一來我覺得它非常冗長乏味，
加上自己喜歡新鮮感，對不斷重複的東西不
感興趣，明知自己一定分心走意，口唸卻心
不在，是無意思，嘗試幾次後便放棄。還
有，對聖母在各處顯現也是抱著半信半疑的
態度。不過，天主就藉一次朝聖的經驗，改
變了我以上的心態。

為 慶祝聖母顯現百週年，教宗特別頒佈

二 〇一一年我參加了一個悉尼天主教華

四 旬期現正開始，教會期望我們在紀念

全大赦（詳情請閱下文）。

花地瑪聖母顯現一百週年
三種領受全大赦的方法
適 逢葡萄牙花地瑪聖母顯現

花地瑪的奇遇

前往任何聖堂、祈禱院或其他適宜場所，設
有讓人們公開敬禮的花地瑪聖母像前，虔誠
地參與慶祝禮或祈禱以崇敬童貞聖母。」
花地瑪聖殿院長安德神父(Fr Andre Pereira)
表示，前往敬禮童貞聖母聖像，「不一定限
於在花地瑪，又或是葡萄牙」，世上任何一
處皆可。願意領受全大赦的人，必須同時誦
唸天主經、信經，並呼求花地瑪聖母。
3. 適用於年老體弱者
第三種領受全大赦的方法，適用於任何由
於年老、疾病或其他嚴重理由，而不能外出
的人。他們可於 2017 年 5 月至 10 月期間，
每個月的 13 日，在花地瑪聖母像前祈禱，
心神上應參與聖母顯現日子的禧年慶典。
他們也應「懷著信心，藉瑪利亞向慈悲的
上主獻上祈禱和病苦，又或是獻上在他們自
己的生活中所作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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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西歐的朝聖團，到訪之處包括兩處聖母
顯現之地
露德及花地瑪。前者，我覺得
商業味頗濃，到處都是賣聖物的商店，而且
旅店林立，數目竟不遜於巴黎，所以當我前
往花地瑪時，期望不大。很奇怪，當我踏進
葡萄牙境內的花地瑪時，卻感受到一份樸實
與平安，心想，可能是因葡萄牙未曾受到兩
次大戰的影響。到步後只先遊兩座新舊聖
堂，因朝聖者的踴躍，一座新的梵二後建築
式的大殿相應建成，可容近萬人，而新舊聖
堂之間有一個大廣場，可供晚上燭光聖母像
出遊的活動 。

當 天日間，我和其中十多個團友就在這
廣場上漫步回旅店稍作休息，忽然，我嗅到
一陣很特別的幽香，其馨香簡直難以用言語
或筆墨形容，理智形的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看看週圍有沒有種植花朵，卻沒有，連不大
可能的情況，即有噴過香水的人經過的可能
性也考慮過，但根本上，那芬芳簡直不是香
水般的濃俗。就是這樣，香氣過後，我的思
潮也隨之而降下，但不過多時，一位很熱愛
聖母及與她關係密切的姊妹，走來我身旁對
我說：「剛剛聖母在那處經過。」這一刻我
恍然大悟，原來我常聽人說過聖母臨在時會

平凡

偕同一陣玫瑰花香，卻讓我實在的經驗到而
懵然不知，真是後知後覺。

自 從這次神奇的經驗後，我還在另一處
聖母曾顯現給三個牧童的地方，嗅到同樣的
馨香，好像聖母要在肯定我的。

回 來後，我發覺自己越來越愛聖母，開
始稱她為聖母媽媽，因為我覺得這稱呼很親
切，還很喜歡鑽研一些關於聖母的資料，但
仍然覺得祈禱生活有些停滯不前，於是與兩
位姊妹一起為這意向祈禱。當我閉上眼睛誠
心祈求時，腦海中就出現了一串玫瑰唸珠的
圖像，而另一姊妹亦同時看到同樣的圖像，
好像就是確實對我的訊息，於是我決定嘗試
每天誦唸玫瑰經。很奇怪，不到一週，就有
一個聖母軍的姊妹，邀請我加入他們的輔助
軍團，責任就是每天要誦唸玫瑰經和一些聖
母軍的經文，我答應了，因為我知道聖母媽
媽要藉此幫我更有恆心地每天唸玫瑰經。就
是這樣我慢慢地將一樣我以前認為不感興趣
的祈禱方式，成為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當
中是有分心或一兩天的間斷，但我願意堅
持。漸漸，我便領略到玫瑰經竟是如此豐富
的祈禱，因為它包含著口禱，心禱和默想，
重複的經文原來是構成一種韻律，幫助人更
能進入祈禱的狀態，加上手指接觸到每粒唸
珠時，是會帶來一份平靜及活於當下的意
識。二十端奧蹟就是耶穌基督的微型福音，
所以聖母藉此默想，讓我更親近主耶穌，令
我想起曾有一個神父說過：「聖母是會幫我
們在祈禱工夫上來得容易。」我開始明白到
聖母在救恩史上的重要，而四條關於她的教
條（聖母始胎無染原罪；聖母蒙召升天；天
主之母；童貞受孕及終身童貞）是為當信的
理由。

玫 瑰經亦慢慢地幫了我用更多其他的祈
禱方式，與主耶穌更親近。

花地瑪聖母，感謝妳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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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地瑪聖母

多羅德

後記

濟亞要留在世上作傳遞訊息的使者。聖母每
次都叮嚀他們多唸玫瑰經，也揭示不少人落
地獄是因為沒有人為他們祈禱。愈來愈多人
由否認而相信聖母顯現事蹟，每次到山上的
人數也大大增加。

一 九一〇年葡萄牙發生政變，教會也受
到迫害。

一 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爆發，
不少國家捲入戰爭旋渦，教宗本篤十五世勸
說紛爭無效，發出牧函要求全球天主教會，
向聖母祈求耶穌聖心賜予世界和平，並稱聖
母為「和平之后，為我等祈」。

十 月十三日的天氣寒冷又下雨，山坡上
竟然超過七萬多人冒雨由各地前來，衣物濕
透都不減他們對期待聖母顯現的熱忱。中午
時份閃電出現，這是聖母顯現的先兆。聖母
果真站在冬青樹上，並告訴路濟亞在此地建
一座小堂，她是「玫瑰經之后」，也預告世
界大戰會結束，但同時聖母也面帶愁容，悲
哀道出：人們不應該再冒犯天主，因為祂受
的凌辱已經太多了。這次還有聖若瑟和嬰孩
耶穌顯現，他們舉手祝福世人後便消失了，
但最後還有聖衣聖母像出現。人們更看到奇
蹟：太陽如圓碟在天上旋轉三次，出現不同
顏色，好像迸發神奇火花，他們嚇得驚惶失
措，同時發現濕透的衣服突然乾了。當時一
位耶穌會的科學家神父描述「這是歷史上最
明顯及宏偉的奇蹟」。這也是花地瑪聖母的
最後一次的顯現了。

耶 穌曾說：「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
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及明達的
人，而啟示了給小孩子。」(路 10:21)

一九一六年在葡萄牙花地瑪的一條村
莊，有三位小牧童每日都在依利亞山㘭放
羊。一天他們如常吃簡單麵飽午餐後便祈
禱，然後遊戲。突然看見異光，一個神秘人
出現，原來是葡國的護守天使，也是和平天
使，此後更多次顯現，且教他們為賠補天主
所受的凌辱、為罪人歸化及和平祈禱，耶穌
和聖母的聖心會俯聽他們的哀禱。自此三個
小孩子非常用心和熱切祈禱。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這三名小牧
童：十歲的路濟亞和九歲的表弟方濟各及七
歲的表妹雅仙達又在山坡放羊，如常祈禱、
午餐和玩「建房子」遊戲。忽然強光出現，
他們嚇得手足無措，正想逃避的時候，看見
一株冬青樹上站著一位美麗無比，穿著潔白
衣服、雙手合十作祈禱狀的女士，以仁慈聲
音告訴他們不要怕，她是來自天上，吩咐他
們每天唸玫瑰經為結束戰爭而祈禱，而且連
續每個月的十三日，照樣時間來到這裏。當
小孩子目睹異像的消息傳開後，惹來流言蜚
語不少，受不同界別的人甚至神職人員指
責，認為他們附魔、說謊或幻想等等，對他
干預和拘捕，但無損他們對天上來的女士那
份服從，也未減他們祈禱熱忱。

一 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結束，一座紀念聖
母顯現的小堂也建立於冬青樹附近。

一 九二八年教會在山坡上建立了宏偉的
大教堂。

一 九三〇年十月教廷正式公佈花地瑪聖
母顯現聖蹟，自此不少人從世界各地前往朝
聖。今年適逢花地瑪聖母顯現一百週年，教
宗方濟各於今年一月十一日祝福了六個花地
瑪聖母像，分別巡迴到世界各地探訪，他自
己也將會出席五月十三日的慶典。

一 九八二年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到花
地瑪朝聖，表示一九八一年聖母占禮中，他
在羅馬伯多祿廣場遭槍手行刺，是聖母救回
他的性命，為表示感激和孝愛之情，特別把
刺殺他的子彈放於花地瑪聖母后冠上。

由 六月十三日到九月十三日，他們每次
依約來到指定地方，知道美麗的女士是聖
母。在一次顯現中，她的右掌上露出一顆被
荊棘包圍流著血的心，他們立即明白是聖母
無玷聖心受罪惡凌辱的痛苦。每次聖母都強
調要為罪人回頭及為世界和平祈禱。聖母同
時預告了方濟各和雅仙達會先到天堂，但路

花地瑪聖母

〔上接第 4 頁〕

方濟各（11.6.1908 - 4.4.1919）和妹妹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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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但蘇聯共產主義將興起，也會再度有戰
爭發生。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於一九一八年
結束；一九二二年（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成立。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發生第
二次世界大戰。

仙達（11.3.1910 - 20.2.1920）見到聖母顯現
後，便用心實踐聖母的吩咐，小小年紀都不
斷克苦守齋，例如天氣炎熱竟然連水也不
渴，為罪人回頭作補贖；勤力唸玫瑰經，為
世界和平禱告也時刻想念天主，兩人都曾患
上肺膜炎急性病疫，在病苦中承受一切，毫
無怨言，不久他們便被帶回天鄉去了。聖母
告訴路濟亞要留在世上作為傳達花地瑪聖母
訊息的使者。最後她加入葡萄牙加爾默羅修
會，直到二〇〇五年二月以九十七歲之年離
世，完成聖母交托的使命，包括花地瑪聖母
的三個秘密！願這三位昔日在山坡上目睹聖
母顯現的小牧童，繼續為一百年後今天混亂
的社會、缺乏和平的國家、不少地方仍然受
到宗教信仰迫害的人祈禱！

第 二個是把蘇聯和全世界奉獻給聖母無
玷聖心，蘇聯和歐洲共產主義會改變。事實
是一九九〇年東歐發生巨變，結果蘇聯於一
九九一年解體。

第 三個是後來路濟亞描述：一位穿著白
衣的主教在殉道者的屍體中費力地走向十字
架，在鎗火中倒地，顯然死去。

聖 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
日在聖伯多祿廣場遭到行刺，其後路濟亞修
女証實，那位白衣人確實是指教宗。

和平之后，為我等祈！
花地瑪聖母，為我等祈！
如何回應花地瑪聖母訊息
1）悔改更新－聖母指出人類不應該再冒
犯天主，祂受到的凌辱實在太多！
2）多作祈禱，包括每天唸玫瑰經（聖母
自稱為玫瑰經之后），聖母也要求我們為罪
人回頭改過及世界和平祈禱。
3）奉獻自己及虔敬聖母無玷聖心。一九
二五年十二月十日聖母曾在 Potevedra 顯現給
路濟亞修女，並向她說：「……我的女兒，
妳看我的心四週圍繞著荊棘，這是世人時時
刻刻對我的負恩與咒罵，至少妳來安慰我，
和把這事告訴世人，『誰連續五個月，在首
瞻禮七日(首星期六)，為賠補世人加給我的
凌辱，妥當告解和領聖體，唸五端玫瑰經，
和用十五分鐘時間默想玫瑰經的奧義，我會
賞賜他獲得善終，獲得在臨終時所需的一切
聖寵和恩佑，使他的靈魂得救。』」

二 〇〇〇年聖教宗宣佈方濟各和雅仙達
兩人列品真福，同時把教會和全人類的未來
再次交托給花地瑪聖母帶領、祈求聖母護
佑。

第一個是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將快結

路濟亞、方濟各、雅仙達 (1917 年)

花地瑪聖母的三個秘密
路濟亞修女
(2000 年 5 月，修女時年 93 歲)

有關聖母曾經向路濟亞交托的三個秘
密：

相片提供: http://www.catholic-dl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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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媽媽，捨身相救

Mary Leung
(Kingsgrove)

母性的光輝

年是聖母瑪利亞於葡萄牙花地瑪顯
現一百週年紀念，感恩天主對我們的照顧，
給予我們聖母瑪利亞這位天上媽媽，對她的
子女們照顧有加，給我們不斷的愛護與提
醒。以下想與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各位讀
者可以各自解讀背後意義。

這 次汽車意外，假如沒有聖母像緩衝一

在 偌大的錄影棚中，兩張簡樸的梳化就

下，相信汽車要再向前衝，直至神父宿舍才
能停下來，後果便會很嚴重！事後這位女士
說她每早都是這樣泊了車然後乘火車上班，
通常都會先作祈禱才離開，她認為是聖母媽
媽幫了她，朋友們，你們有同感嗎？

事 件發生在京士高花地瑪聖母堂外面的

我 是其中一個最早到達現場的人，看到

聖母岩。2013 年初一個星期日清晨六時左
右，一位越南籍中年女士把車徐徐開到聖堂
對面的停車場，把車停定，入了泊車波(P),
上了軚鎖，但未拉手掣，然後把車門打開些
少看看位置泊得好不好。但就在這時刻，她
踏錯了油門！汽車衝過了停車場路邊的石
壆，飛過一條馬路，再衝上位於聖堂正門前
的聖母岩小山崗，把聖母像撞倒在地，之後
停了在聖母像的位置上就像相片中所見的情
境。汽車氣袋當然已彈了出來，這位女士除
了嚇得目瞪口呆，整個人渾身顫抖外，不損
一條頭髮！聖母像讓了她的位置給發生難以
想像的意外的汽車，自己卻穩穩陣陣地躺在
地上，絲毫無損，看到這座雲石結構的聖母
像完整無缺，真無不嘖嘖稱奇！

聖母像橫臥聖母岩側，立刻摸摸有無受損，
真奇怪，一丁點也沒有！也是最好機會這麼
近距離看到聖母像的面容，很美，很美！

是場中簡單的道具，節目名稱叫「等著
我」，是國內一個公益尋人節目。在中國境
內有無數家庭年幼的子女，被人販子拐賣，
做成這些家庭無可彌補的缺憾。罪惡的源
頭，就是有「買家」，希望有男孩繼後香
燈，有些被收買做童養媳，也有些農村婦
女，被拐賣到另一省份，欺負他們不識字，
是文盲，連帶小孩一併拐賣。人販子或用迷
藥，或打嚇，來完成交易。

2017

想 找幾個人移開一點，原來聖像非常非
常重，一點兒也動它不得，最後要把聖像重
重包起，再用機械吊起，把聖像暫時安頓在
聖堂側，足有二、三個月，等待新的聖母岩
建好才移回原位。那段時間，每天經過看到
被綁的聖母像時會頓起一份悲情，不知如何
解釋！也不祇是我自己一個人感覺如此，好
像聖母媽媽在我們身邊甘心被綁，為叫我們
回頭，多愛主耶穌一些！

一 位四十多歲的女士登場，坐在主持人
旁邊，述說她一對子女被拐的痛苦經驗。這
是廿多年前的往事，丈夫因犯事入獄，她帶
著一雙兒女，不願與他們分離，在磚廠幹着
日以繼夜的搬磚工作，體力不斷透支，但安
慰是孩子一日一日的長大，活潑可愛。但人
心叵測，就是身邊的工友，竟將她三歲和四
歲的一子一女拐賣，逃之夭夭，雖然報了公
安，但始終沒有結果。她徹底崩潰了，每天
都是瘋瘋癲癲，像遊魂般的過日子，看見別
人的小孩，會死盯著走過去，嚇得小孩的母
親都緊護著孩子離開，罵她是「傻婆」。
她父親憐惜女兒，帶她回家照顧，直到有一
天，父親暈眩跌倒，急送醫院，她才驚覺父
親為她擔憂體弱，耗盡心力。她不能再混混
噩噩走下去，她有責任、有擔當，喚醒了內
在的母性，她要照顧父親，她決心要鍛煉自
己、找工作、做運動，才有心力找孩子，希
望重逢的一日，讓孩子看到一個健康的媽
媽。

肉身一起復活。天主在起初創造人類時，已
有了完整的藍圖，可是罪惡卻打亂了衪
「愛」的計劃，祂忍痛讓祂首生的人類離開
樂園時，預許救世主的誕生。女人與魔鬼的
勢不兩立，十字架下聖母接受了耶穌的囑
托，成為眾生之母。救世主的受難救贖，由
聖母代表全人類領受，我們不都是被天父找
尋的失散子女嗎？聖母媽媽就是一直照顧著
我們，露德聖母、默主哥耶聖母……藉此花
地瑪聖母顯現 100 週年，聖母都一再呼籲我
們回家，逃避魔鬼的死亡陷阱，回歸愛的家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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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此她努力工作，積極向各種尋人的機
構求助，聽她娓娓道來，有誰想到她曾瘋瘋
癲癲的樣子。今日這個尋人節目，背後有公
安，和龐大的義工團幫忙，更藉著電視台的
傳播功能，希望能加快團圓的力度。近年科
學家重大的發現，解讀遺傳密碼，我們叫
DNA，讓失散的父母子女，採取血樣配
對，令千里之外離散家庭得以重聚。這位女
士終於找到了女兒，但會繼續找他的兒子。
我們驚嘆天主造物的神奇，上主賦予每人都
有獨特的 DNA，衪應許我們在末日時靈魂

(上) 意外現場
(右) 復修後的聖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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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翩

長者及首次置業者優惠

0418 489 758
Email : rkcts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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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相

Pictorial

(更多相片在本會網頁)

(More photos on CCC website)

中文學校：慶祝農曆新年(左), 教職員及義工週年聚餐(中), 教職員及義工長期服務獎(右)
Chinese School :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L), Annual dinner (M), Long service awards for staff and volunteers(R)

在 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舉行的 2016 家庭營, 由香港廖雅倫神父主持成人組及 Fr. Gerard Kelly 主持青年組
2016 Family Camp in Moss Vale St Paul’s International College, led by Fr Joseph Liu from Hong Kong and Fr Gerard Kelly

與各神長及修女聖誕聯歡晚宴

中文學校： 2016 年度畢業生(左), 學生杜瑋琪榮獲教育廳長獎(初級組)「高度嘉許獎」(中),
學生余頌誼榮獲教育廳長獎(高級組)最高榮譽「廳長獎」 (右)
Chinese School : 2016 graduates (L), Winner of Minister’s Award (Junior) - Chloe Tu (Highly Commended) (M),
Winner of Minister’s Award (Senior) - Evelyn Yu (Minister Award) (R)

Christmas thank you dinner to our priests and sisters

Fr Kelly 在依士活中心主持避靜
Eastwood centre retreat by Fr Kelly

依士活中心聖誕聚會(左)及除夕感恩祭(中)
Christmas gathering (L) and New Year Eve Mass (M) in Eastwood centre

Broken Bay 主教在北區中心主持彌撒
Pontifical Mass in Lindfield centre by Broken Bay Bishop Peter Comensoli

北區中心慶祝梁神父生日
Birthday party to Fr Leung in Lindfield centre

基督君王節聖體出遊
Walk with Christ on the Feast of Christ the King

依士活中心慶祝本堂神父 Fr Martin 生日及歡送 Fr Ruben 調任到菲律賓
Eastwood centre celebrate Fr Martin birthday and farewell Fr Ruben to the Philippines

依士活中心慶祝農曆新年
Chinese New Year party in
Eastwood centre
北區中心慶祝羅修女榮休
Lindfield centre celebrate Sr Anne retirement
-8-

依士活中心匙扣制作
Making keyrings in Eastwood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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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受讚頌
2016 年家庭 營 後 記
《願祢受讚頌》通諭

感謝香港的廖雅倫
神父為我們主持 2016 年的家庭營。成人組的主題
是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此通諭在
2015 年中公諸於世。通諭的標題《願祢受讚頌》
其實來自亞西西•聖方濟各所編唱的《太陽歌》中
不斷重複的一句話，用來讚美和感謝天主創造宇宙
萬物的奇妙化工。教宗正是希望我們效法這位甘居
於貧又關懷弱小、愛護大地的聖人，把天地萬物和
一切人，視如自己的兄弟姊妹，以尊重和愛護的態
度相待。教宗要求我們正視人類本身就是引致地球
生態危機的重要根源。他勸勉世人要關注「整體生
態」、「生態皈依」、作出「以窮人為先」的和諧
互助的選擇。而廖雅倫神父就從「人與大自然」、
「人與主」，「人與人」，「人與自己」的關係來
論述通諭的內容，深入淺出；鼓勵人人都要由自己
做起，從最微小的行動開始，讓「成聖自己，聖化
他人，轉化世界」變得可行，而非空談的高超理
論。

逃避不了的反思 教宗在通諭之始，就要
求我們深思：「我們想要傳達給我們的後代、正在
成長的孩童們何種世界？」他提醒我們：不要衹著
眼於一己的需要，也要為我們的子孫後代負責任。
他們的世界將會如何，實在和我們今天的一切作
為，脫不了關係。教宗又要求我們反思：「我們做
人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這片土地需要我們？」
我深深感到，此刻好像要在至高者天主的面前，親
口交代我們來到這世界活了一趟，究竟有沒有完成
祂交付的使命，尤其是祂在創世之始，就給予人類
管治大地的使命！啊！地球不是每天在向我們發出
吶喊嗎？大自然無時無刻遭受破壞、大地的資源被
肆意濫用、污染、全球暖化、一些動物在失衡的自
然生態中，無法存活下去而瀕臨滅種：哪一件與人
類的作為無關？不單如此，我們往往在有意無意
間，漠視和剝奪窮人的權利，而盲目消費更對窮人
造成傷害，他們實在難以和我們共享各種主賜的資
源。想著，想著…主啊！我羞愧難過，求祢原諒，
求祢教導！
「地球天使行動」

廖神父介紹了香港
教區的「地球天使行動」，旨在推動教友在七個微
小而具體的方向上，落實教宗《願祢受讚頌》通諭
的建議。嘩！我們人人都可以化身成為七個可愛的
天使，在自己能力範圍內，落實建造世界這共同家
園的行動。包括： 1）去觸摸擁抱大自然，與樹木
石頭等對話、視他們如兄弟姊妹的「受造物天
使」。2）每日為地球、為身處貧困、戰亂和飢餓
中人祈禱的「祈禱天使」。3）珍惜用水和食物、
節約能源、捐贈衣服家具和循環再用的「節約天
使」。4）不盲目地消費而要負責任地消費、盡量

請支持本刊贊助教友

Please Support Our Sponsors

Maria Lee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用耗油量低的汽車的「儉樸天
使」。5）考慮每星期素食一至多天、少點幾個菜
式而「掃食」枱上食物的「素食天使」。6）關心
弱小和獨居長者、協助非牟利機構和慰問他人的
「關愛天使
每天讚美別人、與朋友家人共享
直接面談的時光、與人分享笑容的「喜樂天使」。

人與大自然

人原本就是天主的其中一種創
造，本與萬物和諧共融，對一切創造，應心存尊
重、欣賞、讚嘆和感恩之情。廖神父講論了「時辰
祈禱」的珍貴，亦教導我們以詠唱方式去「對
經」：透過當天讀經和答唱詠，往往可以帶領我們
欣賞日月星辰天地河山等美善，並與之共同讚美創
造者天主。我們亦可以時刻化身為「受造物天
使」，多參與戶外活動，欣賞愛惜大自然。天主以
各種大自然的創造包圍了我們，通過它們，我們可
會更瞭解天主的愛和美善？晨禱中有匝加利亞讚美
詞，晚禱有聖母讚主曲，夜禱有西默盎讚主曲，神
父鼓勵我們想想：我們可有自己的讚主曲？

人與主

神父提醒我們人自出生至死亡，在
不同的階段，透過聖言與聖事、各種人與物、地方
與事件，都能體驗天主在我們身上的奇妙作為。每
一個人都可以寫一部專屬自己的「救恩史」。我們
將會藉著回顧過去，而發覺天主的愛；就算在逆境
中，也能認出主親自臨在的足跡。我們一生也融化
在聖三的愛內：聖父是創造，祂以創造包圍著我
們；聖子是救贖，祂陪伴並帶領我們；聖神是聖
化，祂推動我們與主親近。當我們不斷回顧、發覺
和重整生命的各種片段，我們便自知「被愛」，才
自覺「可愛」，才有能力「去愛」。

人與人

當人經驗過被天主無條件的愛所觸
動後，才有愛的能力。藉著修和，依賴天主的慈
悲，自己從往事中被醫治、被寬恕；進而寬恕別
人，讓別人也看見包容和寬恕，讓他們也從過往的
痛苦中被釋放。有行動的愛，並不衹是去關心別
人，而是在生活中去福傳，去活出愛，讓別人也想
認識那個愛的天主。

人與自己

教宗提醒我們要與自己和好，否
則無法滿足。當人在天主的愛內，感受與天主一起
就是最美的時候，這份滿足可使人不假外力，進而
得到內心平安。而「內心平安」、「愛惜生態」和
「關心大眾福祉」三者是息息相關的。能夠欣賞大
地的創造，就必然會欣賞自己；而欣賞自己，便是
欣賞天主。如此，我、大自然和人會團結共融，重
獲彼此需要的信念，體驗我與神、與人與萬物的共
融。

主 啊，我為教宗的啟迪訓導，為廖神父在頻撲
中盡心盡力的教導，願祢受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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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週禮儀時間表
13/4 聖週四 Holy Thursday
下午 8:00 pm
14/4 主受難日 Good Friday
上午 10:00 am
下午 2:30 pm

下午 3:00 pm 下午 4:30 pm
15/4 聖週六 Holy Saturday
下午 6:30 pm
彌撒後 After Mass
16/4 主復活日 Easter Sunday

地址
Address
※
※
※
※

Timetable in Holy Week
1

主的晚餐 (Santa Sabina College )
朝拜聖體
當日須守大小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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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組 (Society of St. Paul2) 請於 9:45 到
達
避靜﹐修和聖事﹐拜苦路 - Fr Michael
Goonan (備有簡單午餐—麵包/飲品)
兒童組 (Santa Sabina College1)
司徒修女帶領拜苦路及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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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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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餐 (大三元海鮮酒家, Strathfield)
詳情參閱下表
主復活日彌撒 (詳情稍後公佈)

Lord’s Supper (Santa Sabina College )
Adoration to Holy Eucharist
Fasting & abstinence
Adult group (Santa Sabina College1)
Retreat led by Fr Joseph Yim
Sequence : Station of the Cross﹐Talk, Reconciliation (light

lunch provided - bread / drinks)
2

Youth group (Society of St. Paul ) be there at 9:45 :
Retreat﹐Reconciliation﹐Station of the Cross - Fr
Michael Goonan (light lunch provided - bread /
drinks)
Children group (Santa Sabina College1)
Station of the Cross & activity led by Sr. Seeto
1
Adult/Children groups (Santa Sabina College )
3
Youth group (St. Dominic’s Parish Church )
Passion, Veneration of the Cross
Easter Vigil Mass with Baptism
Celebrant: Fr Joseph Yim and Fr Lucas Leung
(Santa Sabina College1)
Dinner (Strathfield)
See details below
Easter Sunday Mass (details to be advised)

1

Santa Sabina College : 90 The Boulevarde﹐Strathfield
Society of St. Paul : Cnr Meredith St & Broughton Rd. Homebush
3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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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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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聖週六聚餐 Holy Saturday Dinner :
訂位 reservation﹕ 網上 Online ﹕Saturday dinner registration (at www.ccc-inc.org.au)或 or 0490 026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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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北區中心

逢星期五 下午 8:00

四旬期內拜苦路 Station of the Cross in Lent
Holy Family of Nazareth’s Church, Lindfield - Every Friday 8:00pm

依士活中心 逢星期五 下午 8:30

2017 年度(國/粵語)慕道班
現招收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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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的聚、分享、建立真摯的友情，
提升靈性的生命。
逢星期日依士活中心上午 11:00am

RCIA program for youth
(from 5/3)
年青人慕道班課程
Eastwood Centre
st
rd
1 & 3 Sundays 11:00 - 11:45am
聯絡： 0490 026 379

St Kevin’s Parish Church, Eastwood—

Every Friday 8:30pm

Weekend fun camp-SKYE (youth) group
25 to 26 March at Stanwell Tops Conference Centre
Activities include cliff abseiling & Survivor. Cost $110 per person.
SKYE 青年組將於 3 月 25 日至 26 日安排一個於 Stanwell Tops 青年活動中
心舉辦的兩日一夜週末營。誠意邀請本會的年青人和他們的朋友參加。活
動包括懸崖逃生和生存技巧。費用每位$110。名額有限。
詳情請聯絡 0490 026 379
Email : contact@ccc-inc.org.au

高齡之家現有二間一房單
位接受申請，單人或夫婦
均可，但必須為已領取政
府退休恤金人士，無任何
物業，查詢請聯絡 0414
20 8
730 電郵 :
ccchomes@ccc-in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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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士活中心 明供聖體
Exposition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St Kevin’s Parish Church, Eastwood
2/4, 4/6, 6/8, 1/10 主日下午 2:00-3:00 pm
請各位教友熱心參與，
和主耶穌共聚一小時

程明聰神父雪梨之旅 6/7-16/7
Fr. Francis Ching, Companions of the Cross
加拿大程明聰神父將於 6/7-16/7 蒞臨雪梨，分別
在 CCC 各中心及其他天主教華人團體主持彌撒、
住宿避靜、講座及青年謍，詳情稍後公佈。
CCC invited Fr. Francis Ching from Toronto to confer
many talks, overnight retreat, youth camp and praise &
Worship night at CCC centre and other Catholic Chinese communities, details to be announced.

時間

宗旨
課程

Theme 主題：
1) Amoris Laetitia 教宗方濟各《愛的喜樂》勸諭
2) Evangelization in a community 團體內的福傳
3) The messages of Fatima, being the 100 anniversary
of Mary's apparition 花地瑪的訊息—花地瑪聖
母顯現 100 週年
6/7-8/7 兩晚住宿避靜 (Mount Schoenstatt Spirituality Centre)
8/7 Praise and Worship Night (Eastwood Centre)
14-15/7 Youth camp (Mount Schoenstatt Spirituality
Cent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x--T-szHd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BPFvyFDQ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KitfEDxK-Y

報名

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7 上半學年各級新生

Northmead High School, 28 Campbell St., Northmead
P.O.BOX 517 Eastwood NSW 2122
Email: school@ccc-in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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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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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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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E (St. Kevin’s Youth/Young People Eastwood) group
activities at Eastwood Centre
SKYE regular gathering will be held from 11:00 am in the Parish
Meeting room on every Sunday. Through reading the Gospel of the
week, we hope to help our youths to live out their faith. We also have
a bible study class on every 2nd Sunday to improve our biblical
knowledge. Other activities also include fun camp, praise & worship
music night, retreat, adoration, etc. Any young people from year 7 is
welcome to join. Please contact Catherine Wong for details.

甲年主日讀經 Sunday Readings Year A
1/3/17
5/3/17
12/3/17
19/3/17
26/3/17
2/4/17
9/4/17
14/4/17
16/4/17
23/4/17
30/4/17
7/5/17
14/5/17
21/5/17
28/5/17
4/6/17
11/6/17
18/6/17
25/6/17
2/7/17
9/7/17

每日聖言 http://www.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Daily reading: http://www.lectionary.com/
聖灰瞻禮
Ash Wednesday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四旬期一 Gen 創 2:7-9;3:1-7
詠 51
Rom 羅 5:12-19
Mt 瑪 4:1-11
四旬期二 Gen 創 12:1-4
詠 33
2 Tim 弟後 1:8-10
Mt 瑪 17:1-9
四旬期三 Ex 出 17:3-7
詠 95
Rom 羅 5:1-2,5-8
Jn 若 4:5-42
四旬期四 1 Sam 撒上 16:1,6-7:10-13
詠 23
Eph 弗 5:8-14
Jn 若 9:1-41
四旬期五 Ez 則 37:12-14
詠 130 Rom 羅 8:8-11
Jn 若 11:1-45
聖枝主日 Isa 依 50:4-7
詠 22
Phil 斐 2:6-11
Mt 瑪 26:14-27:66
主受難日
Good Friday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復活主日一 Acts 宗 10:34,37-43
詠 118 Col 哥 3:1-4
Jn 若 20:1-9
復活主日二 Acts 宗 2:42-47
詠 118 1 Pet 伯前 1:3-9
Jn 若 20:19-31
復活主日三 Acts 宗 2:14,22-33
詠 16
1 Pet 伯前 1:17-21
Lk 路 24:13-35
復活主日四 Acts 宗 2:14,36-41
詠 23
1 Pet 伯前 2:20-25
Jn 若 10:1-10
復活主日五 Acts 宗 6:1-7
詠 33
1 Pet 伯前 2:4-9
Jn 若 14:1-12
復活主日六 Acts 宗 8:5-8,14-17
詠 66
1 Pet 伯前 3:15-18
Jn 若 14:15-21
耶穌升天節 Acts 宗 1:12-14
詠 27
1 Pet 伯前 4:13-16
Jn 若 17:1-11
五旬節
Acts 宗 2:1-11
詠 104 1 Cor 格前 12:3-7,12-13
Jn 若 20:19-23
聖三主日 Ex 出 34:4-6,8-9
詠8
2 Cor 格後 13:11-13
Jn 若 3:16-18
聖體聖血節 Deut 申 8:2-3,14-16
詠 147 1 Cor 格前 10:16-17
Jn 若 6:51-58
常年期十二 Jer 耶 20:10-13
詠 69
Rom 羅 5:12-15
Mt 瑪 10:26-33
常年期十三 2 Kg 列下 4:8-11,14-16
詠 89
Rom 羅 6:3-4,8-11
Mt 瑪 10:37-42
常年期十四 Zec 匝 9:9-10
詠 145 Rom 羅 8:9,11-13
Mt 瑪 11: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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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Boys and Girls!
I hope you’ve had a wonderful Chinese New Year! May God continue to bless you all!
During these few months, I have been questioning what the meaning of life is- is there a
path that God had wanted me to take? Some questions I’d like to ask you are:
•
What do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are older?
•
What are some goals that you may have now for the future? (An example is to help
people)
•
How might you be able to achieve your goals? (An example is to visit the homeless
and/or visit those who are sick and read to them)
•
What can you do now that can help you to become the person you think you would
like to become? (An example is to listen to your parents and teachers)
If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your responses with me, you can email me at
happy.little.tree@hotmail.com
Have a lovely season! Harmonie

Draw lines to match the numbers/letters in an ascending order and you will find the word with 4 letters.
Have fun!
a

f

1

a

g

e

d

5

1
2

1
11
0

9

2
e

4

d

b

8

f
b

3

5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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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these place names that are found in the Bible?
- Which places are from the Old Testament?

7
6

- Which places are from the New Testament?
3

4

c

Try to find all the words on the right in this tricky Find-aword!

Once you’ve found all the names in this challenging puzzle, see if
you can list more names from the Bi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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