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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sary is a powerful weapon to
put the demons to flight and to keep
oneself from sin…If you desire peace in
your hearts, in your homes, and in your
country, assemble each evening to recite the Rosary. Let not even one day
pass without saying it, no matter how
burdened you may be with many cares
and labours.”
- Pope Pius XI

編者的話
教 宗方濟各已於五月十二至十三日牧訪
葡萄牙花地瑪，為慶祝聖母在當地的依利亞
山谷顯現一百週年，並冊封兩位當年（1917
年）目睹聖母顯現的小牧童方濟各和雅仙達
為聖人。教宗甫抵達花地瑪朝聖地，即前往
聖母顯現小堂祈禱，特別在當晚與六十萬信
眾同唸玫瑰經。聖母不單在花地瑪顯現時千
叮萬囑要人每天唸玫瑰經，就是她在不同時
代、不同地點顯現，往往都手上持有玫瑰經
唸珠，並自稱為玫瑰經之后。不但教宗方濟
各，就是榮休教宗本篤和聖教宗若望保祿二
世，都身體力行，鼓勵信眾誦唸這些默想耶
穌基督一生和有關聖母生平事蹟的祈禱經
文。本期有專文介紹如何誦唸玫瑰經。

教 宗方濟各早前祝聖的其中一尊花地瑪
聖母像於五月十二日臨現悉尼，第一站是
Parramatta 區的 St Monica’s Church。當日除了
聖堂有熱烈歡迎儀式外，更有不少信徒前來
向聖母瑪利亞一表孺慕之情，其他各地聖堂

玫瑰經的許諾

也在花地瑪聖母顯現紀念日有隆重慶祝。能
夠親往葡萄牙朝聖或參與各項禮儀和活動，
實是上主恩賜，但能實踐聖母在花地瑪顯現
的勸諭，其中如誦唸玫瑰經，更為聖母所期
盼。當今社會局勢混亂，願我們藉唸玫瑰
經，為世界和平祈禱。

玄義玫瑰，為我等祈。
華人天主教會自 1982 年成立至今，剛好
踏上 35 週年。感謝主！讚美主！期望在上
主繼續帶領和祝福下，我們都能把「天主是
愛」的訊息傳揚和在生活中實踐。過去每年
都有不少海外神長到此牧訪，滋養我們的靈
性生命，最近將有由加拿大前來的程明聰
神父，特別為大家主持靈修活動。願主祝福
所有百忙中抽空服務華人天主教會的所有神
長，願奉主耶穌基督之名受洗的信徒，合而
為一，㩗手傳揚天國喜訊！「願祢的國來
臨，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怎樣唸玫瑰經
「玫瑰經」即《聖母聖詠》經，是一連

1.聖三光榮經
2.花地瑪禱詞
3.第四端奧蹟
4.天 主 經

串的禱文，寓意如一束玫瑰鮮花的馨香和可
愛，獻給天主和聖母瑪利亞臺前。因「玫瑰
經」是連串的經文，故用串珠子來唸，稱為
「玫瑰唸珠」。很多宗教都有用經珠來計算
他們祈禱的次數，這是一種很普遍的方法，
不能說是誰專有的。

編輯組

聖母經十遍

1.聖三光榮經
2.花地瑪禱詞
3.第五端奧蹟
4.天 主 經

玫 瑰經，不單是口誦的經，主要的是奧
跡的默想。教宗保祿六世曾說：「（默想玫
瑰經的奧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沒有它，
玫瑰經就彷彿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使我們
以最接近耶穌的眼光默想耶穌一生的奧蹟…
（讓）我們吸收奧蹟的不可測量的寶藏。」

1.母后萬福
2.完結禱文
聖母經三遍
天主經

歡喜一端：聖母領報 (路1:26-36)
歡喜二端：聖母往見聖婦依撒伯爾 (路1:39-45)
歡喜三端：耶穌基督降生 (路2:1-13)
歡喜四端：聖母獻耶穌於主堂 (路2:22-23)
歡喜五端：耶穌十二齡講道 (路2: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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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 主 經
3.第三端奧蹟
2.花地瑪禱詞
1.聖三光榮經

4.天 主 經
3.第二端奧蹟
2.花地瑪禱詞
1.聖三光榮經
3.天 主 經
2.第一端奧蹟
1.聖三光榮經

2. 信 經
1. 聖號經

「歡喜奧蹟」(星期一﹑六唸)
「痛苦奧蹟」(星期二﹑五唸)
「榮福奧蹟」(星期三﹑日唸)
「光明奧蹟」(逢星期四唸)

發叔

經者將在他生時和死時，得到全部天庭
為他的轉求。
14. 凡頌唸玫瑰經者，將成為我的子女及我
唯一聖子的兄弟姊妹。
15. 熱心頌唸玫瑰經是得救的大預兆。

聖母曾經向聖道明（St. Dominic）許下對
頌唸玫瑰經者之十五項許諾：
1. 凡頌念玫瑰經而忠誠地侍奉我的人，將
得到非常的恩寵。
2. 我許下特別保護頌唸玫瑰經的人，並賞
賜他最大的恩寵。
3. 玫瑰經將是對抗地獄有力的武器，它將
毀滅邪惡，減少罪惡及打破異端。
4. 玫瑰經將使聖德、善功興盛起來，並為
人們得到天主大量的仁慈；它將使人們
的心不愛戀世俗和世俗的虛幻，並提升
人們的心靈愛慕天上的事；如此人們將
得以聖化自己。
5. 凡 透 過頌 唸玫 瑰 經將自 己 託付 給我 的
人，必不會喪亡。
6. 凡虔誠頌唸玫瑰經並衷心默想神聖奧蹟
者，永遠不會被噩運征服，天主將不會
依公義處罰他，他也不會悴死，如果他
無罪將受到天主的寵愛，並得到永生。
7. 凡虔誠頌唸玫瑰經者，將不會領不到聖
事而過世。
8. 凡忠心頌唸玫瑰經者，將在他有生之年
及 去 世時 得到 天 主的光 照 及大 量的 恩
寵；在他去世時，他將分享天上聖人們
的功勞。
9. 我將從煉獄中救出那些熱心頌唸玫瑰經
的人。
10. 忠誠頌唸玫瑰經者，將在天上得到上等
的光榮。
11. 頌唸玫瑰經會得到你向我要求的一切。
12. 凡宣傳玫瑰經者將在他們處於急難中得
到我的助佑。
13. 我曾從我的聖子得到特恩，即宣傳玫瑰

聖 母預許頌唸玫瑰經和敬愛她的人無限
的恩佑。

曾 有這樣的一位神父，在香港駕駛電單
車時被兩架大貨車左右兩邊撞個正著，頭
骨盡碎，送到急症室時，醫生護士都不抱
任何希望，但見他口中唸唸有詞，最後還
完全康復。後來得知他原來是在唸玫瑰
經。神父勸導我們要勤唸玫瑰經，使之成
為習慣，好使在失去意識時仍能作自然反
射，祈求聖母媽媽保護我們。

很 多人誤解天主教徒朝拜聖母，其實我
們是尊敬聖母，並請求她為我們轉禱。梵
二大公會議曾這樣說：「在敬禮聖母之
際，聖子也受到認識、愛慕和光榮」。讓
我們來看看聖母經，是由兩部份組成：第
一部份是重複天使加俾額爾對聖母瑪利亞
的讚美（路 1:28），第二部份是求聖母為我
們代禱，祈求天主。因為聖母的轉禱強而
有力，而且聖母先天下之憂而憂，更能洞
悉我們的需要。君不見在加納婚宴裏，聖
母首先察覺到酒將用完，而當她轉告耶穌
時，雖然所得的回覆令人涼了一截，但聖
母並沒有失去信心（若 2:4-5），而耶穌最
後還是把水變成了酒，且是最美好的酒，
令客人讚不絕口。所以人生縱使遇到困
難，千萬不要灰心，懷著希望，不斷禱
告，未到完場，未知結局。
聖母經：萬福瑪利亞，你充滿聖寵！主與你
同在。你在婦女中受讚頌，你的親子那穌同
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你現在和我們
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亞孟。

痛苦一端：耶穌山園祈禱 (路22:39-46)
痛苦二端：耶穌繫受鞭笞 (谷15:15)
痛苦三端：耶穌受茨冠之苦辱 (瑪27:27-29)
痛苦四端：耶穌背十字架上山 (谷19:17)
痛苦五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 (路23:44-46)

光明一端
光明二端
光明三端
光明四端
光明五端

榮福一端：耶穌復活 (瑪28:5-6)
榮福二端：耶穌升天 (路24:50-51)
榮福三端：聖神降臨 (宗2:1-4)
榮福四端：聖母蒙召升天 (路1:48-49 )
榮福五端：天主光榮聖母 (默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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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約旦河受洗 (瑪3:13-17)
耶穌參加加納婚宴 (若2:1-11)
耶穌宣講天國福音 (谷1:14-15)
耶穌大博爾山顯容 (路9:28-39)
耶穌建立聖體聖事 (瑪26:26-29)
更多經文在第 5 頁

常唸玫瑰經
今 年是聖母瑪利亞在花地瑪顯現百週年
紀念（1917-2017）。她向世人重提福音的
訊息：悔改、祈禱、和平。

2013

年教宗方濟各曾在聖伯多祿廣場接
受花地瑪聖母的聖像，並邀請在場人士默觀
聖母瑪利亞的凝視目光。他說：「噢，聖母
瑪利亞，讓我們感受到你這位母親的凝視，
帶領我們到你的兒子那裏，因為我們不是
『作表演』的基督徒，而是願意動手動腳
『與你的兒子耶穌，一起打造祂的仁愛、喜
樂與和平王國』的基督徒。」

願 慈悲之母的甘飴目光在憐視我們，使
我們能重新發現天主仁愛的喜樂，因沒有人
比聖母瑪利亞更深入體會降生的偉大奧蹟，
聖母整個生命就以那親臨降生成人的慈悲為
模範。那被釘死又復活了的主的母親，親密
地參與了祂愛的奧蹟，因此已進入了天主慈
悲的聖所。瑪利亞被揀選為天主聖子之母，
她自始就被天主的愛所準備，作天主與世人
之間的聯繫，亦有慈悲心，與她的聖子耶穌
完全一致。故默想玫瑰經奧蹟是給予我們安
慰與力量的泉源，同時聖母瑪利亞見證了天
主對世人的慈悲是沒有界限的，惠澤每一個
人。我們以歷久常新的禱文「又聖母經」來
呼求聖母瑪利亞，請她以永不厭倦的目光回
顧及憐視我們，使我們享見她聖子耶穌慈悲
的面容。

多 年來帶給世人心靈的負荷是仇恨和嫉
妒。耶穌為救贖眾人而來到世上，祂和聖母
也經歷過貧窮和痛苦的生活，但仍常教導我
們如何接受痛苦和肩負別人的重擔，我們既
是耶穌的門徒，也應效法主及聖母把喜樂和
希望帶給其他人。日常當我們感到需要一些
特別的力量，例如要勇氣去認罪求寬恕時，
便習慣向聖母祈禱，誦唸玫瑰經求聖母幫
助，她是耶穌的母親，效用很大。尤其是遇
到挫折、困難、憂慮時，更要祈求聖母，把
自我的潛力發揮出來，做光榮天主的事。

瑪加利大

地打開教友們的心扉，喚醒主內的弟兄姊妹
們多關懷別人，尤其對年長的母親！她無私
地獻出畢生的精力和時間，去照顧家庭及子
女，當兒女長大成人後，不求任何回報，只
要他們是個好公民，替社會服務，為教會做
些事便足夠！且感謝主及聖母瑪利亞的助
佑，別無他求。

人 生旅途崎嶇，並非平坦，不如意事十
常八、九，況且各人有各自背負的十字架。
當家人患重病、甚或離世時，更需誦唸玫瑰
經。這時多選唸痛苦五端，因五端經文各有
不同意思，啟示我們效法耶穌能堅毅地接受
一切不幸遭遇，雖身心受到痛苦，亦要多依
賴聖母，求她助佑以增加個人的力量來背起
十字架，勇敢地面對困難，克服逆境。親友
們也應陪伴他們齊唸玫瑰經，表示支持及安
慰，共渡痛苦的時刻。齊唸聖三光榮經、花
地瑪聖母禱詞、又聖母經等，求主耶穌基督
眷顧、垂憐，以及聖母那慈悲、甘飴的慈悲
心助佑他們渡過難關。

若 是平凡地渡人生，沒有什麼挫折，也
是一種福氣，正是平淡是福，令人羨慕。唸
玫瑰經時可選榮福或光明五端來感謝天主及
聖母的恩寵和眷顧，有知恩心、感謝心，光
榮天主，讚美天主及仁慈的聖母助佑，好能
安享太平，過幸福的生活，雖不富裕，但常
無災無難過優悠的日子，能知足亦無憾！

唸 玫瑰經不受任何地域、時間所限制，
可隨時隨地作集體或個人去選唸，每當有閒
在家、上班乘車船時、往海外飛行途中，均
可誦唸。況且現今世界天災人禍時發生，多
祈禱，常唸玫瑰經祈求和平，聽從聖母的訓
示，皆能悅樂天主！既可作靈修，也可惠及
他人，乃最佳善工。主內的弟兄姊妹們，常
唸玫瑰經吧！天主保佑！

喜 樂時選唸玫瑰經的歡喜五端，因五端
經文的內容皆充滿喜樂。五月是聖母月，又
是母親節，北區中心特請教友提早到聖堂，
在參與彌撒聖祭前唸玫瑰經，來恭敬聖母及
慶祝母親節。因「天主是愛」，衪從不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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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聖自己 聖化他人 轉化世界
一 百年前聖母瑪利亞在葡萄牙花地瑪顯
現給三位牧童，正是世界大戰、生靈塗炭之
時，聖母透過三位牧童呼籲世人恆常祈禱，
懇求天主憐憫，賜予世界和平。 一百年後的
今天，世界依然紛亂，偷呃拐騙、恃勢欺
凌、殺人放火、核武恐襲...，無日無之。聖
母在花地瑪曾說過：「每天誦念玫瑰經能帶
給世界平安。」我們除了繼續聖母的訓示不
斷祈禱外，還可以做些什麼？

不 久前香港有一位患了急性肝衰竭的媽

綠衣獅

狗」，被痛毆兼坐牢。近年來他都不斷在尋
找那位當年拘捕他的警察，不是為報仇，而
是「找到他的話，我希望與他合照、握手，
說聲：『這位警察，真的對不起，當初我用
這樣暴力的語言說你是黃皮狗』，無論誰是
誰非，今天是和解的時候，我們不應記住仇
恨」。寬恕，從來都是締造和平的靈丹妙
葯，社會上多些發放這些正能量，定能使人
心向善，有效地修補撕裂，建立和諧社區。

或許我們未能如他(她)們般「偉大」，但

媽，極需肝臟移植，女兒愛母心切，願意捐
出自己合適的部份肝臟救母，無奈她尚未成
年，法例所限，未能如願。經傳媒廣泛報
導，一位自小怕痛、與患者素未謀面的年輕
女文員，不求回報、自告奮勇作為捐肝者。
因工作的僱主最初不同意給予有薪病假，她
既要冒著失去工作的風險，也要冒著將來如
有需要便不能再捐肝救自己患有肝病的母
親，但母親的一句「先救眼前人」，讓她釋
懷，毅然踏入了手術室。她無私的善行，感
動全城，不但令僱主改變初衷給予數月有薪
病假，更令簽署同意捐贈器官的人數飆升，
瞬間救活了多位正在輪候各類器官移植的危
重病患。

「勿以善小而不為」，對人多一點微笑，見
面點點頭，說聲多謝或對不起，已能令週邊
氣氛變得祥和。我們更不應開倒車，幫倒
忙。「勿以惡小而為之」，很多時一句不經
意的說話，一個無心的舉動，已足以影響別
人的一生。

今 年適逢香港在一九六七年發生暴動後

與中國古代聖賢提倡的「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不謀而合。世界和平，由我做
起，齊共勉之。

的五十週年。一位曾經身陷囹圄的「五十
後」，當年因為向一名警察投了一句「黃皮

香 港名噪一時的賊王葉繼歡，最近在監
獄病逝。他曾這樣道出自己的經歷：十七歲
由內地偷渡到香港，因說話帶有鄉音，經常
被人取笑和歧視；加上學識少，很難找到工
作，而要生活在香港這個先敬羅衣後敬人的
社會，錢對他便非常重要。結果他與一位同
鄉齊齊踏上這條萬劫不復的罪惡不歸路。

「成 聖自己，聖化他人，轉化世界」，

聖號經：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亞孟。
信經： 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我信父的唯一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因聖神降
孕，由童貞瑪利亞誕生；祂在比拉多執政時蒙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祂下降陰府，
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祂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邊；祂要從天降來，審判生者死者。我
信聖神；我信聖而公教會，諸聖的相通；罪過的赦免；肉身的復活；永恆的生命。亞孟。
天主經：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
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
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亞孟。
花地瑪禱詞：吾主耶穌，請寬恕我們的罪過，助我們免地獄永火，求你把眾人的靈魂，特別那些需
要你憐憫的靈魂，領到天國裡去。
聖三光榮經：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母后萬福 ：萬福母后！仁慈的母親，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甘飴，我們的希望。厄娃子孫，在此塵
世，向您哀呼。在這涕泣之谷，向您嘆息哭求。我們的主保，求您回顧，憐視我們 。
一但流亡期滿，使我們得見您的聖子，萬民稱頌的耶穌。童貞瑪利亞，您是寬仁的、
慈悲的、甘飴的。天主聖母，請為我們祈求，使我們堪受基督的恩許。亞孟。
完結禱文：請眾同禱：天主！因你唯一聖子的降生、死亡及復活，為我們獲得了永生的賞報；我們
懇求，使我們默想聖母玫瑰經的奧蹟，並能效法其中的含意，獲得其中的許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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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喜悅
我 是一名慕道者，去年七月開始上慕道

程小慧(香港)
Daisy Ching

－ 如果不病就不能感同身受，化療的副
作用、如何沒胃口，妹妹的痛也就是我的
痛。

班，將於明年復活節受洗。很高興能在這裏
跟大家分享我的十字架故事。

二 〇 一 五 年 十 月，在 毫 無 徵 兆 的 情 況

－ 病 讓我和家人更親密，互相支持愛
護。哭泣中也有不少歡笑，還記得哥哥吹色
士風，小妹妹買了鮮花，妹妹開心到從病床
彈起，我們一起聊天講笑，就好像平時一
樣。

下，妹妹患上肺癌並擴散到全身的淋巴。一
個月後，我咳血入院檢驗，同妹妹一樣被診
斷患上肺癌，癌細胞已擴散至股骨和肝。

由 我倆患肺癌開始，苦難不停敲門。我

－ 我 很久沒有同媽媽花那麼多時間傾
談，從早到晚傾到開心處，媽媽甚至唱歌給
我聽，媽媽在醫院回眸一笑的樣子，美得像
個天使。

們的病讓家人很擔心，可能太擔心的原故，
媽媽去年五月中風，其間幾次跌倒，去年聖
誕日因為急性腦出血離世。妹妹的肺癌很兇
猛，醫生用盡不同的藥，中間有幾個月轉
好，但最後癌細胞上了腦，在媽媽走後三個
禮拜，即今年一月十六日被天主接回天家。

類 似這些帶著眼淚的動人時刻，數不勝
數，很讓我回味。但願日後我記得的不只是
苦痛，而是苦中嚐到的甘甜。天主容許我受
的苦難不會大過我可以擔當的，因為祂是體
諒憐憫的天主，苦難中總有祂為我量身定制
的恩寵。

前 後十五個月，治療肺癌又同時經歷了
媽媽、妹妹的患病和離世，雖然一生也經歷
過高低起跌，但從未如此辛苦；以為過了
關，每個月又有新的難關，一關又一關看不
見盡頭，看不見出路，卻看到了天主，看到
祂的愛！

領悟 2 ：因為無助 學會依靠

一 直 認 為 沒 有 做 不 到 的 事，只 要 有 決

苦 難的路也是天主與我同行的路，整理

心、做好計劃、努力幹，nothing is impossible！

五個刻骨銘心的領悟，讓自己在日後的路上
自我提醒。

為 照顧妹妹和媽媽，我會徹夜不眠，安

領悟 1 ：苦難之中 總有甘飴

排翌日的飯餐，目的就是想她們食多一點
點，那怕只是一點點。結果妹妹卻一天比一
天瘦弱，病情也越來越嚴重，無論多努力，
甚麼都幫不上。

我 們 家 五 兄 妹，我 排 第 二，有 一 個 哥
哥，三個妹妹，患肺癌的妹妹排中間，她是
我家唯一一個天主教徒。雖然沒有信仰維
繫，我們家人的感情卻非常親密，每星期一
家人齊齊整整，煮煮飯、聊聊天，我們認為
人生最開心不過如此。

最 初是陪妹妹參與彌撒，後來剩下自己
一個，因為她身體狀況實在太差，彌撒中唱

自己病要痛苦很多很多。同樣妹妹和媽媽也
是一樣，不為自己哭卻反而為我哭。

到「天主求你垂憐」時，眼淚會不停的流。
人生第一次從心底察覺到自己的無能、無
力、無助，第一次俯伏於天主前，祈求天主
可憐我這個卑微的人。

三 個人中，我的情況比較好，沒時間抱

後 來在慕道班，導師講解創世紀和人的

怨，因為有時間都會用來照顧他們，我不單
不抱怨反而感恩能同妹妹和媽媽一起病：

原罪，好一個當頭棒喝，憑自己做好人，一
直引以為傲的，在天主面前都只是驕傲自
大。同妹妹分享這個領悟，妹妹就笑，「你
現在才知嗎？」

自 己患癌不是最苦的，看著摯親患病比

－ 如果不病就不會有時間陪伴她們。工
作一直佔了我很多時間，從前總是身不由
己，把工作放得很前，不知不覺把和家人相
聚的時間縮短，見面又來去匆匆。第一次有
這麼多時間，可以隨傳隨到。

至 今在彌撒中祈求上主垂憐的時候，還
是會感到內心被觸動，很想哭。
〔下接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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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 頁〕

十字架的喜悅
付出，付出越大收穫也越大。

但 願我以後都不會忘記這個感召，原來

很珍惜這段日子有機會學習把自己放

的我是多麼的不配，不是我有甚麼德行，也
不是我有多能幹，天主的垂顧是白白的恩
賜。

低，少一些自以為是，多一點體諒。試過因
為太緊張照顧媽媽和妹妹而與家裏其他成員
產生磨擦，祈禱讓我勇敢面對，放下自己的
怒氣、耐心聆聽和適當道歉，家人的回應竟
然非常積極，簡直是出乎意料之外。

領悟 3 ：天主計劃 超乎想像

沒 想到死亡可以這樣近，來不及思考準
備，就給它殺個措手不及。

愛 心不足是我最大的缺點，需要整治。

表 面看來事出突然，回想起來，一切的

縱使還是做得不好，但願我繼續依靠天主遵
從耶穌的教導，懷著謙卑的心愛人，活出新
的生命。

發生又像預先安排妥當。

我 的 病 沒 有 令 我 太 辛 苦。雖 然 身 為 姐
姐，我人生最重要的事都是跟著妹妹：買
樓、移民、買保險、甚至患癌和返聖堂。雖
然「唔知點解」病了，但「唔知點解」又有
保險支付大部分醫藥費、又找到很好的醫
生，妹妹總是在我前面預備我要走的路。

領悟 5 ：愛大於一切

這 是苦難後的第一個四旬期，經歷了親
人的死亡，讓我更深刻體會耶穌的聖死。

看 著 生 命 離 開 肉 軀，面 容 逐 漸 扭 曲 變

就 是有太多太多的「唔知點解」！照顧

灰，媽媽和妹妹離世的景象歷歷在目；耶穌
聖死的影像變得立體和有血有肉。看著祭壇
十字架上的耶穌，祂胸膛流出的血讓我哭

我們的醫生兩夫婦都是天主教徒，他們很愛
妹妹，最後一次入院前，醫生太太為她安排
傅油，妹妹那天「唔知點解」很清醒，辦到
告解又能領受聖體。

了……祂忍受無比的痛苦，祂的死亡就是為
了背負我們的罪，如此「憨居」的愛也是最
大的愛。

同 一個星期媽媽急性腦出血入院，「唔

苦 難把我和耶穌拉近，讓我更深感受祂

知點解」又找到一位牧師為她洗禮，而在她
臨終時，我們就一直唸著妹妹傅油時嘉神父
教我們唸的慈悲串經，因為經文一早就準備
好在衣袋裏。

的愛。最近有基督徒朋友分享了她的苦難，
我發現我們不約而同的在苦難後養成了舉目
看天的習慣，因為感到和天主更接近，而媽
媽和妹妹也就在天主旁邊。

媽 媽走得很突然，但她沒有經歷妹妹離

我 已經背起了我的十字架跟隨耶穌，但

世的傷痛；妹妹因癌細胞上腦，對很多事不
能理解，所以也沒有經歷媽媽離世的悲哀。
許多的「唔知點解」下，終於開始看到天主
對她們的眷顧，祂周詳的安排，精密得無懈
可擊，我們無話可說。

願我靠著天主的愛一步一步往前走，這條路
不容易走，但已經不能回頭。

二 月份，最新的化驗報告出來了，肺內
的腫瘤神奇的消失了，我的癌病終於受控。

天 主的計劃，超乎我們的想像，祂要成

苦 難翻開了我人生的新一頁，但願苦難

就的事，非人的力量能達成，亦非人的力量
能夠阻擋。但願天主繼續堅固我的信德，不
要「問點解」，相信祂安排給我的一定是最
好，服從祂好讓祂利用我成就他人的計劃，
就像祂用了媽媽、妹妹和身邊這麼多的人成
就我的救贖一樣。

成為一生的烙印，默存心裏反覆思想，提醒
我活好每一天，天天依靠天主，直到生命終
結。

至 悲慘苦難都見過、經歷過，還有什麼
可怕呢？正如羅馬書第 8 章所說：「因為我
深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
權者，是現存的或將來的事物，是有權能
者，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或其他任何受造
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
感謝天主！

領悟 4 ：重整生命 仰賴天主

我 既是病人，又是照顧者的特殊身份，
讓我體驗到照顧別人的治癒力
明明在照
顧媽媽和妹妹，卻又覺得她們照顧了我，這
經歷很微妙，能夠放下自己的痛苦而為別人

【本文己得原作者同意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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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相

Pictorial

(更多相片在本會網頁)

(More photos on CCC website)

慶祝華人天主教會 35 週年感恩祭，於 5 月 20 日在依
士活 St.
Kevin’s 聖堂舉行，由雪梨教區輔理主教
Bishop Richard Umbers 主禮，St. Kevin’s 堂區本堂 Fr.
Martin 及多位神父襄禮，出席者還有耶路撒冷聖墓騎
士、司徒金美修女、St. Joseph of the Sacred Heart 修會
修女、聖保祿女修會修女、雪梨各天主教華人團體，
及遠至布里斯班、墨爾本、阿特雷德和柏斯等天主教
華人團體代表，更得到 Mr John Alexander MP，Federal
Member for Bennelong、Mr Damien Tudehope MP，Member
for Epping、The Hon Victor Dominello，Minister for Finance, Services and Property，及多個社團代表出席，連
同眾多教友合共二佰餘人。晚上於士卓菲大三元酒家
舉行慶祝晚宴，濟濟一堂與主教共享晚餐，更有醒獅
助興及精彩的笛子音樂表演，各嘉賓均盡興而歸。

耶穌受難日在 Santa Sabina College 舉行拜苦路, 講座及苦難禮儀, 由閻德龍神父主持
Good Friday activities in Santa Sabina College by Fr Joseph Yim from Hong Kong

聖週六在 Santa Sabina College 舉行主復活前夕彌撒暨聖洗聖事, 由閻德龍神父及梁加恩神父主禮
Holy Saturday Easter Vigil Mass with Baptism in Santa Sabina College celebrated by Fr Joseph Yim and Fr Lucas Leung

閻德龍神父在北區中心主持復活主日彌撒, 其後與教友共進午餐
Easter Sunday Mass in Lindfield centre celebrated by Fr Joseph Yim, with lunch afterwards

三月在聖瑪利主教座堂舉行收錄禮
Rite of Election in St Mary’s Cathedral in March

Fr Michael 在依士活中心頒發領洗證書
Fr. Michael present Baptism Certificate
in Eastwood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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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中心慶祝教友生日
Birthday party in Lindfield centre

CCC 卅五週年紀念特刊可在本會網頁下載
CCC 35 anniversary bulletin can be downloaded from CCC website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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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本刊贊助教友

Galaxy funerals
真切關懷

程明聰神父雪梨福傳之旅 6/7-16/7
Fr. Francis Ching visit to Sydney

Please Support Our Sponsors

思憶表揚

文化兼容

與親人告別可以是極其難過之事、尤其是對仍活著的人。
在生命的最後旅程中、本公司來自不同文化的團隊成員、將
竭誠代為安排告別程序的每一個細節、讓您可以有多一點時
間與家人互表關愛。

Selina Leung 梁太 專業喪禮策劃顧問
電話: 1300 688 228 (24小時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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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如下：
7/7 － 8/7
兩天粵語退省(住宿/非住宿)1 主題：花地瑪聖母顯現 100 週年 / 教宗方濟各《愛的喜樂》勸諭
8/7 (六)/ 7:30pm 讚美崇拜夜 2
Praise and Worship Night 2
2
9/7 (日) 12:00pm 粵語主日彌撒
9/7 (日) 2:00pm 青年講座 2
Youth Talk : Give God Permission2
10/7 (ㄧ) 10:00am 粵語彌撒 2
10/7 (一) 7:30pm 聖神同禱聚會 2
主題：擁抱自由
3
12/7 (三) 10:15am 粵語彌撒
12/7 (三) 7:30pm 粵語講座 3
主題：花地瑪聖母顯現ㄧ百週年
13/7 (四) 10:00am 粵語彌撒 2
13/7 (四) 7:30pm 粵語講座 2
主題：團體內的福傳
14/7 － 15/7 兩天青年人信仰生活退省(住宿/非住宿)1
2 days young adults (Age : 16-35) retreat in English1
Theme : Love is Presence
4
16/7 (日) 12:00pm 粵語主日彌撒
1

2

歡迎家人從

以批發價自選棺木。並不加收額外費用。

3
4

悉尼北區:
悉尼南區:
電郵:

Unit 6, 35-39 Higginbotham Rd, Gladesville, NSW 2111
318 Kingsgrove Rd, Kingsgrove, NSW 2208
info@galaxyfunerals.com.au
www.galaxyfunerals.com.au

所有住宿或非住宿退省必須報名，可在 CCC 網上報名
Retreats (same day or overnight), must be registered, registration available on CCC website.
地點 Venue : Mount Schoenstatt Spiritually Centre, Mulgoa
地點 Venue : 依士活中心
St Kevin’s Parish, Eastwood
地點 Venue : 京士高華人組 Our Lady of Fatima Parish Church, Kingsgrove
地點 Venue : 北區中心
Holy Family Parish Church, Lindfield

CCC youth Unite 2017 - Praise and Worship Night
Guest speaker: Fr. Francis Ching (from Toronto)
Theme: Charisms and Evangelization
Sat 8 July 2017, 7:30-10:00 pm
St. Kevin’s Parish 36 Hillview Rd Eastwood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make new friends and catch up with old ones. All youths and young adults are welcome. Light refreshment provided. Admission free. Gold coin donation appreciated.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Timothy Fong 0403 782 271 or Catherine Chan 0433 935 828.

CCC 青年組舉辦讚美崇拜夜
日期：七月八日星期六 晚上七時半至十時
伊士活中心
主講嘉賓：程明聰神父
主題：神恩與福傳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結識新朋友，並與舊友相敘。
歡迎教友或非教友青年朋友參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SKYE (Youth/Young People) group activities in Eastwood Centre
Youth gathering on every Sunday from 10:45am
Bible study session on every 2nd Sunday from 10:45am
SKYE choir
Liturgy readers (English or Cantonese)
Altar serving
Praise & Worship night
Retreats & Family camp
Pianist/guitarist/violinist
Sunday school helpers
Catechism (RCIA) class (bilingual)
Social activities – fun camp, karaoke, etc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ny of the above,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 0490 026 379 or email:
contact@ccc-in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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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ermon
The original script (in English) of the sermon used during Sunday Mass in Eastwood Centre, are now available for
download from CCC website, under ‘Resources’, then ‘Sunday Homily’.
依士活中心主日彌撒神父講道(英文原裝版)，現已可在 CCC 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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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國/粵/英語)慕道班
現招收新生
依士活中心

依士活中心信仰培育小組活動:1) 每主日彌撒前誦經祈禱：

St Kevin’s parish Church

七月：為大地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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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聖瑪利麥琪樂禱文
九月：基督徒與萬物合禱
十月玫瑰月: 玫瑰經

粵語逢星期日 10:45 am
國語逢星期日 1:45 pm
英語 Young adult 10:45am (1st and 3rd Sunday)

十一月煉靈月: 煉靈禱文
十二月：三鐘經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orporated
Income & Expenses Statement
(Exclude Chinese School)
華人天主教會收支表(中文學校除外)
【1/7/16 to 31/3/17】
收入
奉獻
捐款
其他

$38,135
$29,315
$ 3,549
$ 5,271

EXPENSES 支出
Stipends
神父酬金
Donations 捐款
Insurances 保險費
Printing, Stationery & Postage
印刷,文具郵費
Repairs, Maintenance & Tools
維修保養及工具
Advertising 廣告
Sundries
什項

$45,176
$18,920
$ 3,498
$ 4,970

DEFICIT

$ (7,041)

INCOME
Collections
Donations
Others

虧損

$ 9,038

時間

宗旨
課程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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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年級加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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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0 pm
電話報名: 0432 450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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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52
$ 3,757
$ 2,541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慶祝中秋節聯歡
詳情稍後公佈

全球海外華人牧傳研討會
Worldwide Overseas Chinese Pastoral and Evangelization Convention (WOCPEC)
2:00 pm Thursday 19th Oct till 9:00 am Monday 23rd Oct 2017
Venue and Accommodation : Waipuna Hotel and Conference Centre
Auckland, New Zealand

http://accc.org.nz/wocpec/

2) 明供聖體： 6/8, 1/10 主日 2:00-3:00pm

歡迎隨時加入

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7 下半學年各級新生

CC
C

聯絡：☏ 0490 026 379

Family Camp 2017 家庭營
26th to 28th December 2017
St. Paul’s International College,
Moss Vale
Details to be announced later.
詳情稍後公佈

甲年主日讀經 Sunday Readings Ye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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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八月二十日前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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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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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ugu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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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聖言 http://www.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Daily reading: http://www.lectionary.com/
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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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7

常年期十四 Zec 匝 9:9-10

詠 145

Rom 羅 8:9,11-13

Mt 瑪 11:25-30

16/7/17 常年期十五 Isa 依 55:10-11

詠 65

Rom 羅 8:18-23

Mt 瑪 13:1-23

23/7/17 常年期十六 Wis 智 12:13,16-19

詠 86

Rom 羅 8:26-27

Mt 瑪 13:23-43

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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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7

詠 97

2 Pt 伯後 1:16-19

Mt 瑪 17:1-9

13/8/17 常年期十九 1 Kg 列上 19:9,11-13
20/8/17 常年期二十 Isa 依 56:1,6-7
27/8/17 常年期廿一 Isa 依 22:19-23

詠 85
詠 67
詠 138

Rom 羅 9:1-5
Mt 瑪 14:22-23
Rom 羅 11:13-15,29-32 Mt 瑪 15:21-28
Rom 羅 11:33-36
Mt 瑪 16:13-20

3/9/17

常年期廿二 Jer 耶 20:7-9

詠 63

Rom 羅 12:1-2

Mt 瑪 16:21-27

10/9/17 常年期廿三 Ez 則 33:7-9

詠 95

Rom 羅 13:8-10

Mt 瑪 18:15-20

17/9/17 常年期廿四 Sir 德 27:33-28:9

詠 103

Rom 羅 14:7-9

Mt 瑪 18:21-35

24/9/17 常年期廿五 Isa 依 55:6-9
1/10/17 常年期廿六 Ez 則 18:25-28
8/10/17 常年期廿七 Isa 依 5:1-7

詠 145
詠 25
詠 80

Phil 斐 1:20-24,27
Phil 斐 2:1-11
Phil 斐 4:6-9

Mt 瑪 20:1-16
Mt 瑪 21:28-32
Mt 瑪 21:33-43

耶穌顯聖容 Dn 達 7:9-1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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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windows
...and more windows!

Dear Boys and Girls!
Now that it is truly winter, let us remember to be thankful for the things we
have. Can you think of anything that we can be thankful for? Have a look at
the puzzle below and see if you can find the missing pieces!
Have fun!
Harmonie

Use the words below to fill in the blanks.
warmth

There are many windows in which we can see through to view the world. We can use many

blankets

love

family

1.

During times of loneliness, I think of those around me who give me ________________.

2.

I am in need of a ________________ because they can help me understand the things
that I do not yet know about.

3.

underneath and draw what you would like to see.

Some ideas are:

Some more
ideas are:

Thank you for the times when I can snuggle
up to someone or a heater for

•

I pray that you can give ________________ to
those who do not have a home or enough
clothes. May your grace be upon them.

Animals
•

•

________________.
4.

different ways to see ourselves and others. How will you see God? Look through the window

A place

People who

that you

you want to

would like

see

to be at

•

Nature

•

God

•

Your home

•

People who
you may
not have
met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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