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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2012年11月11日，康建璋神父將從百忙之

中，遠道由香港來到悉尼聖瑪利主教座堂，

為華人天主教會CCC主持三十週年感恩聖

祭。所謂十年人事幾翻新，CCC由成立至

今，也如不少團體般，經歷種種困難考驗、

環境和人事的變遷，但在上主的護佑下，

CCC成員都本着福音的精神，更得海內外神

長的引導，共同為拓展天國而努力，多年

來，在悉尼這多元文化的社會，見證「天主

是愛」(若一4:8)。期望所有生活在澳洲的華

人教友，與CCC一起同謝主恩，讓我們活出

耶穌的教誨：「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

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若13:34) 

教宗已於本年10月11日，在意大利羅馬

的聖伯多祿大殿，舉行「信德年」開幕彌

撒，以紀念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揭幕五十

週年及＜天主教教理＞頒發20週年。本期雖

以愛德為題，正如保祿宗徒提及「現今存在

的，有信、望、愛這三樣，但其中最大的是

愛。」(格前13:13）其實信、望、愛三德是分

不開的，願我們在信德年內，懷着盼望之

心，力行仁愛。今年九月教會為一位平生充

滿信望愛之情的傳教士，就是翻譯了中文聖

經、為華人教友作出重大貢獻的方濟會士雷

永明神父進行宣福禮 (詳情請閱刊內專文)。

十一月是教會傳統的煉靈月，請特別為已亡

的親友及煉靈祈禱，求主賜他們早登天國。 

願平安、愛德和信德由天主父和主耶穌基

督賜與眾弟兄！（弗6:23）預祝大家聖誕喜

樂，主佑平安！ 

親愛的兒子 

我是一個平凡的母親，只想為這個家做

一點普通的事。我此生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國

內(中國)工作，在過去的三十年，我有不少

的經歷，當中有令人傷痛的，但更多是叫我

喝采的。 

回望這些日子，我發覺現今的人所缺乏

的是「感恩」，我不是說沒有，因我接觸過

很多人，大部份都有感恩之心；我只是說在

現今的社會，是沒有渠道去讓人表達感恩之

情，但卻有無數渠道去讓人提出「批評」，

這完全失去了平衡。更可怕的是，大部份的

「批評」都是無意思、無止境的投訴。 

我覺得這年代的孩子聽到批評之音多於

讚賞之聲，他們總是聽到「這個不好」、

「那個不對」，而不是「真好」、「真的美

妙」等，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難怪這世代

的孩子與我們那個年代的是多麼不同。我們

年青時，只要看到藍色的天空，已令我們樂

足整天。作為基督徒，我們感謝造物主創造

了這麼美麗的世界。 

當人總是想著「這樣不好」、「為什麼我

沒有這個，沒有那個」，心裏便會產生一種

憤恨；但如果我們凡事感激，讚賞自己已擁

有的一切，愛心便會油然而生。這就是最大

的分別。 

因為現今社會上已經有很多投訴的渠

道，所以你要在家裏作出一點平衡便更形重

要。你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在這個充斥著負

面氣氛的社會環境裏，你要付出雙倍的努力

去教導你的孩子，用開明與公正的心態去感

恩、去欣賞、去愛。不要讓那些負面思想植

根於孩子的心靈內。 

「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先問自己

能為國家做什麼」。我們都是平凡人，這個

看起來好像高不可攀，但中國聖賢有云：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想我們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也應該由此做起—先自

我檢討，看看那裏能夠做得更好。只要人人

都能這樣做，這個世界便會變得很美好。 

我用我所知道的把你養育成人，我盡我

所能幫助你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庭。我不期望

你成為什麼偉人，我只想你在人生旅途上少

些風浪，更希望你的兩個孩子能在一個充滿

愛和喜樂的家庭裏長大。 

平凡的母親 

天 下 父 母 心    瑋鈞(香港)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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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望 愛 的 典 範 －
真 福 雷 永 明 神 父     

主題 

方濟各  

最近回港一行，有幸參加了方濟會士雷

永明神父宣福紀念感恩祭。 

雷永明神父何許人也？很多教友都不知

道。今日我們能夠有本中文聖經在手，實

在與這被列為香港第一位真福的雷神父有

莫大關係。1907年雷神父生於義大利的西

西里。1928年他仍在修院唸書，便有志到

海外傳教。當他得悉天主教還未有中文版

聖經，可是他完全不懂中文，但憑著信

德，接受天主的指引，便遠渡重洋，離開

故鄉，來到神州大地—中國。 

1931年，他抵達湖南衡陽，開始學習中

文，研究漢學。天主賜予他天資聰穎，記

憶力特強，努力學習下，很快便掌握中國

學術精粹，甚至把我國的文學巨著屈原的

離騷譯成義大利文；他熟讀史記和多本中

國史學和文學名著，甚至把中國歷代的皇

帝名號和朝代背誦出來，不過最卓越的成

就是他參考前人的翻譯資料，花了十年時

間，獨自把聖經由希伯來文譯成中文舊

約。 

1955年他與另外四位方濟會士開始翻譯

新約。1968年聖誕節，思高版中文聖經合

訂本終面世，這是首部直接由原文（希伯

來文和希臘文）翻譯而成的整部中文聖

經。翻譯期間經歷了日本侵華、國共內戰

和世界大戰等等動盪局面。雷神父就是憑

著望德，在重重危險和艱難情況下，抱着

「心向上、眼望天、手拿鍬、去苦幹」的

精神，甚至在飛機轟炸下也不言棄。時局

動盪，他只好由大陸避走香港，繼續工

作。 

其實早在1945年，雷神父已在北平創立

了思高聖經學會。1948年因政局關係，方

濟會士分批來了香港。雷神父來港繼續負

起翻譯這重大使命，實在出於愛主愛人，

尤其熱愛聖言和中國人。雷神父除了是位

博學多才的學者，與他一起生活和接觸過

他的人，都讚揚他是位仁厚、有聖德和充

滿愛心的神父。他的工作不限於學術和翻

譯，生前還常去澳門探望痲瘋病人。就如

同會的兄弟都讚他是位「有情有愛的傳教

士」。他對聖母，還有一份敬愛和依賴之

情，他曾寫道：瑪利亞常伴於我前，我寫

作的時候，她的臨在是多麼的溫良。1976

年1月26日，這位畢生充滿信、望、愛的才

德兼備傳教士於香港回歸父家。 

真福雷永明神父的宣福禮於九月廿九日

在義大利他的家鄉阿基雷爾市主教座堂廣

場舉行。十月四日是雷神父所屬方濟會聖

方濟聖人的慶節，香港天主教區特別在聖

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行感恩祭，以示慶祝

雷神父成為真福。我與好友比彌撒早一小

時便到聖堂，果真座無虛席，除了湯漢樞

機主禮、還有榮休的陳日君樞機及數十位

神父共祭。當聖經和雷神父的遺物供奉於

祭台那刻，全堂教友鼓掌歡迎，雷神父在

天上一定含笑與我們同謝主恩—聖言成了

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1:14)。互祝平安

的時候，我與老友相擁抱，感謝主賜與我

倆共聚、又能一起參與這天上人間的盛

宴，這也是我信仰歷程的難忘經驗，感謝

主！ 

後記﹕我原來沒有打算出席十月四日總

堂的宣福彌撒，因為時間和地點問題。早

在九月廿九日即雷神父宣福儀式當天，我

在港常去的堂區便有禮儀，為了參加這盛

事，所以我把與友人出外旅遊的行程稍作

改動，以便及時回港。飛機起飛前又遇上

當地颱風，但也能順利及時回程返港。不

過一到埗，便有親友來電，難得中秋前

夕，要給我驚喜，約好了一同進餐，連考

慮的時間也沒有，一時間我真的很大驚

喜！﹗我立即想到聖經上耶穌不是說過﹕

「我喜歡仁愛勝過祭獻！」相信雷神父不

只希望我們熱愛聖言、勤讀聖經，更想我

們活出聖言，實行聖經教導，有親友如此

熱情款待又是主恩，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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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在 真 實 中    瑪加利大  主題 

天主教徒往聖堂參與彌撒或其他特別儀

式時，必先向祭壇上懸掛著耶穌的十字聖

架屈膝致敬，以紀念祂為了救贖世人的原

罪，而甘心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更表示

「天主是愛」，祂不分國籍、種族、文

化、智、愚或貧富均真誠且無條件地眷顧

他們。加上祂無所不在處處都在，每當世

人遇到困難險阻時，只須能誠心誠意地向

祂禱告祈求，可能即時有位具天主肖像且

有愛心的人仕向你伸出援手。什麼難題也

可迎刃而解。故身為天主教徒的弟兄姊妹

們平日應常祈禱求主降福及賜與平安！ 

「愛就在於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

祂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們

做贖罪祭。」(若4:10) 

雖然「天主是愛」，但有時人會拒絕

「愛」。正如少年期的孩子在情緒上變化

多端，為了追求獨立，父母或親人對他的

善意關注，可能往往會變成壓力，令他產

生抗拒，甚至因而產生誤會或埋怨。故切

忌以專制嚴厲的方式來管制孩子，以免壓

力愈大，反抗力愈強。即使能暫時控制到

表面的行為，也未能收到教育他們心靈的

效果。應從信任和諒解的態度，冷靜而充

滿愛心地輔導並求主相助他以解決問題，

因祂是真實的且能無條件地看顧世人。 

耶穌來到世上，也經歷貧窮和痛苦的生

活，亦能體會其中情況，故祂常教導我們

如何接受痛苦或肩負別人的重擔。我們既

是耶穌的門徒，也應效法祂把喜樂和希望

帶給其他人。向耶穌學習關懷別人，幫助

有需要的人，利用平日省下來的錢，為愛

耶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或捐助他人。尤

其是當家人碰到困難，感到苦惱時，要互

助支持和代禱，並鼓勵他們效法耶穌，堅

守信念，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愛德中

持守真理。」(弗4:15) 

每個人都渴望被關心、被愛、被尊重和

信任，而這一切還需要賦予真誠。聖伯多

祿曾說過﹕「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

如一日。」（伯後3:8）況且時間會告訴我

們是與非，對與錯的真諦，人最需要的始

終也是愛與真情的尊重。在教會的歷史

中，憑著堅強信仰而成就大事的聖人聖

女，他們的信仰給予他們足夠捨割的精

神，但他們並不沉湎於自己工作的成就，

只本著天主的「愛人如己」的要旨而作行

實，是世人的好榜樣，更值得敬佩！ 

現今世上各神職人員，包括教宗、主

教、神父及修士、修女等多能盡心盡力地

終身獻出他們的承諾為主服務。雖處於科

技發達的花花世界及只顧享樂的世俗生活

中，他們為了「愛主愛人」，傳揚主的福

音，常克苦辛勤地為教會默默地耕耘，不

求任何回報，亦是信眾心中可敬的一群，

而值得讚賞的呢！ 

人並不像走獸一樣，只跟隨身體體能來

生活。因為人有意志、思考力，能夠觀

察，辨別是非，並實行一切發自心靈內在

的呼召，即良心內的活動，一切憑良心去

作選擇。因而對別人產生憐憫心，對有需

要者能及時施予援手和幫助，多作善行來

光榮信眾們在天之父。在他們身上有著主

的肖像，他們多不自我，不獨善其身，能

兼善天下且有謙謙君子之風，值得學習。

若主內的弟兄姊妹

能仿效，則不但可

彼此相愛，和諧共

處，更可悅樂在天

大父，做主的好兒

女！亦可作福傳為

教會爭光！ 

天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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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發生了大災難，都會聽到一些好人

好事。當年香港爆發沙士，有不少醫護人員

冒死搶救被這當時仍無法控制的傳染病感染

的患者；南亞海嘯，世界各地的義工第一時

間趕到各災區搶救和善後；汶川地震，有掘

出的死者彎著身子，為保護身下仍然活著的

孩子…。 

十月一日，香港發生了開埠以來最嚴重

的撞船海難，三十九人罹難。當中有不少動

人的情景，以下是其中的一些報導： 

『海難現場救援人員不停將死傷者救

走，有人自身帶傷仍留在現場。…最後抵院

傷者是參與救援的兩名水警，當值護士檢查

兩警傷勢後，問了一句：「為何這麼遲才到

醫院？」當時兩人輕描淡寫答了一句：「我

知道，但我一定要救起所有人才行。」 』 

『李先生確認兒女無恙，即帶着一件救

生衣折返欲拯救妻子。尋妻無果，但遇到瀕

淹死的兩女一男，李先生大義無私，先把救

生衣贈予男方，然後再徒手拯救另外兩名女

乘客，把她們逐一推上救生筏。』 

當我們在哀悼死難者，為死傷者及家屬

祈禱之際，也願這些好人好事，能再次觸動

人心，珍惜生命，關愛別人，感謝上主所賜

予的每一天、每一事，無論合意或不合意。 

人 間 有 情   主題 
綠衣氏 

找到生命的正確方向 
—談慕道班初感受  

 Mary Kong  信仰分享 

曾幾何時每個人都會有各種各樣的疑問

和困惑，我也如此。人是從哪裏來到哪裏

去？面對問題和誘惑時我該如何抉擇？諸如

此類的問題常常會纏繞着我。 

自從我參加了慕道班之後，漸漸對這些

問題有了答案，更重要的是從此我的生活得

到了改變，我也找到了生命的正確方向。 

知道了天主創造了我們人類，就更加感

激主賜予了我們健康的體魄，賜予了我們豐

富的食粮，賜予了我們幸福的家庭。 

了解了天主將來會在我們臨終時指引我

們到天國與祂相聚，從此不再覺得死亡是多

麼可怕，也不再恐懼那一天的到來，因為生

命是永恆的，愛是永恆的。 

最近在我的身邊發生了一件小事，使我

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主就在我們身旁，主無

時無刻不在垂憐我們，幫助我們。 

清晨開車，碰到紅燈，安靜的在等，突

然聽到很大的摩托車啟動的聲音，緊接着就

是「卡」的一聲，我心裏想，摩托車摔了，

我抬頭向聲音處看去，結果令我大吃一驚，

因為摩托車後面的大卡車根本沒有看到它，

也沒有聽到聲音，仍然繼續開動，只見大卡

車推着摩托車轉彎，大家都開始按喇叭提醒

卡車司機。我當時緊張極了，驚慌失措，不

知如何是好，而且真的是很害怕，這時，我

馬上想到祈禱。祈禱主保佑摩托車手能平安

無事，祈禱主幫助我擺脫恐懼。這樣我的心

也慢慢平靜下來，繼續我的行程了。通過這

件事我知道我的生活發生了實質的變化。以

前的我是一個人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難以

名狀的恐懼，而現在的我却覺得不再孤單和

害怕，因為主在我內。 

我非常喜歡我現在的生活。因為每個主

日我都可以參加慕道班和彌撒，和大家一起

分享主的福音，聽神父講道，有時還會和唱

詩班一起唱聖歌，最高興的就是和各位教友

交流彼此的心得。平時我也會在臨睡前讀一

讀聖經，看一看大家寫的文章。心中也是常

常祈禱。以前的我很隨性的去做事，去解決

問題，而現在的我會思考一下，來仔細聆聽

天主的聲音！ 

真誠的感謝天主指引了我生命的正確方

向，希望我在天主的幫助下，慢慢成為一名

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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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 年  那 些 日 子…    Dorothy 三十週年 

早晨！早晨！你好！﹖當汽車駛進巴拉

馬打區聖莫尼加堂的停車場，便會聽見熟

識的廣東話招呼聲，還可見不少同文化、

同膚色的面孔。從93年移民定居悉尼，每

個星期日，我們一家四口都會風雨不改地

到華人天主教會的西區中心參與彌撒。

『當人對我說，我要進入上主的聖殿時，

我心歡樂盈盈。』這兩句聖詠真能道出心

聲，可以全家一起參與感恩祭，不是理所

當然的事，是很大的恩賜，更何況每主日

也可與同種族文化、同信仰的兄弟姊妹一

同讚美、朝拜、感謝主！ 

自從兩個孩子完成學業，各自到外發展

後，我兩老便多去所屬的堂區了。這裏的

一草一木都是我所熟識的，畢竟兒子在此

渡過多年小學生涯，平日有時都會來參與

彌撒，這間也是天主的殿宇，不過主日彌

撒後，我們只偶與神父打招呼，與其他教

友禮貌地揮揮手而已，就是欠缺一點點，

那是甚麼呢？呀！想起了…… 

彌撒禮成，踏出聖堂門口，我們CCC眾

人的父親—馬神父慈祥微笑的面孔，便吸

引我走到他面前，不少教友都跟他說這說

那，他的幽默風趣、和靄可親，都令我的

孩子喜歡與他握握手。不知從何時起，馬

神父已成了我信仰和人生歷程中的慈父，

我們可以無所不談。「Dorothy，你來參加做

送聖體員吧！」於是我便乖乖與其他被邀

請的兄弟姊妹一起去上他的培訓課程，一

嘗我渴望已久的服務，自此也很期待當值

的日子。能把耶穌聖體送給教友，何等美

妙！最難忘還是給一位患病的教友送聖

體。我的駕駛技術差勁，唯有全家陪我出

動，不久這位教友平安離世，天主在我們

身上行了奇事！「Dorothy，你來加入聖神祈

禱會啦！」我夫婦倆便成了首批的會員。

有段日子，每週晚上在神父帶領下與一些

兄弟姊妹一同讚美主！當我遇上困難或有

些特別事情，只要撥個電話：「喂！Fr. 

Mo！」「點呀！Dorothy！」耶穌所說：

「我認識我的羊」這話可在神父身上實

踐！歲月催人，神父終於年老體弱退休

了，但他在我心中仍有一份難揮之情。

「Fr. Mo，好掛住你呀！」若不是加入了

CCC這大家庭，人生中就不會遇上這位善

牧。感謝主！ 

「Dorothy，天主叫我找你教慕道班。」 

「係呀！Sister，祂講中文或英文呀！﹖」電

話一端，傳來司徒修女爽朗的笑聲。記得

移民前與一群深交的天主教學生午膳，她

們問道：「你去到澳洲做什麼工？」我很

爽直答：「我去為天主工作！」我想若時

光倒流，有人再問我同樣問題，真不知會

否有同一答案！﹖感謝天主，賜我機會與人

分享衪的愛，我是個滿有人性弱點、各方

面都非常有限的人，衪使我嘗到「傳報福

音者的腳步多麼美妙」的滋味，就在CCC當

上幾年慕道班導師，最喜悅的是復活前

夕，陪伴候洗者踏上祭台，接受洗禮那一

刻，這是他們新生的開始，天主的奇妙化

工自會在他們身上展開，只是各自有不同

的回應吧了。他們的導師只有一個，就是

耶穌基督，他們中有些更成了我的好朋

友。當年踏足澳洲，我是完全沒有朋友，

但加入CCC，我交了很多朋友，大家除分享

信仰，還在人生旅途結伴同行，感謝主！ 

每當神父說彌撒禮成，其實也是我們這

新的一週生活開始，聖言、聖體滋養我們

的靈魂，肉體也催促我們走到熱鬧的禮

堂。正當飢腸轆轆的時候，負責當大厨的

兄弟姊妹已把熱騰騰的飯菜奉上，這雖是

簡單的愛心午餐，我可乘機與四周的朋友

分享生活心得，談天說地。孩子們的奔走

聲、歡笑聲，聲聲入耳；偶爾有人拿起咪

宣佈一些事項：「雪山旅行尚餘少量額

位，這是最後一次舉辦了，因為每年已有

很多人參加過。」小兒子連忙提議我加

入，這是我平生、相信也是唯一一次上雪

山，希望這也是我們母子倆的甜蜜回憶！

「聖誕家庭營也可到這邊交費。」一年一

度在聖保祿學校舉行的盛事，難得有神父

自遠方來主持，這是一家大小最佳的靈修

與康樂活動，的確吸引不少華人教友參

加。記得第一次入營，人生路不熟，大清

〔下接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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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 年  那 些 日 子 …  
早便約好幾家朋友，浩浩蕩蕩駕車出發，

既緊張又興奮，雖不用穿州過省，但途中

也互相照應，我們都知道朝向同一目的

地，其實CCC團體中的每個人，都是邁向唯

一的目標，只有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穌為愛我們而生，每年聖誕在紀念主

降生的彌撒後，大家便到禮堂聯歡；耶穌

為愛我們而死，祂的受難與復活揭示天主

的偉大愛情。中文禮儀幫助我們更投入，

方便不懂英語的教友參與，年中還有些應

節活動。的確，CCC藉此凝聚不少家庭和華

人信友，感謝主使這個團體成為祂臨在的

工具，更使我透過這個團體實踐教友的使

命，也增添我在移民澳洲的生活有點姿

采。 

孩子們長大了，離家獨立生活，再不能

每主日同去聖堂，但環境沒有改變我們的

心，仍彼此關愛着，為人父母只是多了點

記掛，唯有交托！很久沒有到CCC參與彌

撒，但我仍是CCC的一份子，更忘不了那些

年、那些日子、那些人、那些事……CCC經

歷了卅年，正是十年人事幾翻新，期望CCC

這團體茁壯成長，願天主祝福那些為CCC栽

種、澆水、除草……的兄弟姊妹！ 

〔上接第 6 頁〕 

三 十 年 的 感 想    平凡  三十週年 

女兒今年八月已步入三十歲芳齡，這正

提醒我華人天主教會（CCC）也同時踏進三

十年的光景，因為女兒是一直與CCC一起成

長的。 

還記得當年我懷孕了她，直至她誕生的

那一年，正是CCC「出谷」的年代，好不容

易CCC進入了「福地」，安頓於Camperdown

的聖若瑟堂，而我們一家，亦成為會的中堅

份子。直至九一年，CCC開枝散葉，分枝到

西區北巴拉瑪打的聖莫尼加堂，連同中文學

校也移往聖莫尼加堂的附屬小學。我們亦因

兒女們上中文學校的原因而往那邊「著

腳」，成為西區中心的「開荒牛」之一，更

全情投入服務。 

得到香港閻神父逗留五個月的悉心領

導，中心開始走上軌道；及至馬神父正式上

任成為我們的神師，CCC更見茁壯。幾年

後，更增添北區中心。 

近幾年，因種種原因，我不能繼續在

CCC服務，只偶爾參加其中活動。不過，每

年的聖經/家庭營，我卻絕少錯過。無論怎

樣，我仍是在主的莊田內默默地耕耘。 

從多年來在團體服務的經驗中，看到團

體內的種種人事變遷，教曉我一件很重要的

事，就是個人靈修是在團體內服務的支柱。

因為，長期在團體內付出時間與精力，加上

複雜的人際關係，很容易會出問題。唯有恆

常的祈禱、默想聖言、領受聖事，與天主建

立更親密的親係，才使我領悟到將自我放

下，學習謙卑。所以，聖保祿致斐理伯人書

的一段勸勉，很值得我們參考，以作反省： 

所以，如果你們在基督內獲得了鼓勵，愛
的勸勉，聖神的交往，哀憐和同情，你們就
應彼此意見一致，同氣相愛，同心合意，思
念同樣的事，以滿全我的喜樂。不論做什
麼，不從私見，也不求虛榮，只存心謙下，
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各人不可只顧自己的
事，也該顧及別人的事。(斐2:1-4)   

最後，亦想以德蘭修女所著《一條簡單

的道路》其中的名句，與大家共勉之： 

沉默的果實是祈禱 

祈禱的果實是信仰 

信仰的果實是愛 

愛的果實是服務 

服務的果實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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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發 音     李太   中文學校 

我的大女兒在澳洲出生，三、四歲到香

港探親時，常被香港的親戚朋友取笑她是

鬼妹仔學中文，發音不準確。我深感她因

父母要全職工作，從兩個月大就在託兒所

內，每天有近十小時只能聽英語、說英

語，接她回家後，又要忙著煮飯和做家

務，她實在太少時間學習和接觸中文，必

須送她上中文學校，認識多些學習中文的

同學，營造一個學習中文的環境。當我第

一次得知有中文朗誦比賽時，真的很高興

女兒有多一個機會學習中文發音，必然是

第一時間為她報名參賽，並請老師留校糾

正她的發音，令她的發音大有進步，並取

得個人小組季軍。第二年女兒除了參加朗

誦比賽外，還參加海華文藝季唱遊歌唱比

賽，成為該個比賽唯一唱粵語歌的參賽

者，並取得個人亞軍。可惜的是女兒所讀

的中文學校宣佈停辦了！訓練及指導女兒

發音和參賽的老師亦告退休﹐一時間真不

知到那裏找一所好學校！ 

幸好有親戚告知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師資優良，除了參與編寫澳洲中文教材

外，還積極推動中文在澳洲發展，每年都

贊助全澳中文朗誦比賽，亦派出多隊不同

年齡的學生參賽，並取得多個獎項。所以

我就決定每週駕駛汽車四十公里，也要送

女兒上一所那麼好的中文學校。 

大女兒在新校繼續參加中文朗誦比賽，

感到團體組的合作性高，在有多年朗誦經

驗的老師指導下，初得團體組獎。其後，

大女兒和小女兒除了一起參加中文朗誦比

賽外，還一起參加學校舉辦的歌唱組兩

年，練習國、粵語歌時，還比較有關的英

文歌，令女兒們對所學的中文歌認識加

深。 

由於大女兒由幼稚園到中文學校畢業，

每年均有參加中文朗誦比賽，得到各老師

的特別指導，對多首詩歌深切瞭解，發音

準確，曾經有新從香港來澳的朋友，還以

為她亦是來澳不久的香港人呢！ 

如果你也想子女發音準確，得到老師的

特別指導，就來參加中文朗誦比賽吧！ 

富 翁 得 了 絕 症   絕代名醫 生活分享 

有一個富翁得了絕症，他知道自己不久

於人世，心中很難過，還好他去請教一位

隱居的名醫。 

名醫把脈診斷後，說：「這病除了一個

辦法外無葯可醫，我這裏有三帖葯，你必

須依照做，一帖做完再打開另一帖。」 

富翁回到家，打開第一帖：「請你到一

處沙灘，躺下三十分鐘，連續廿一天。」

富翁半信半疑，但還是照做了。結果每次

一躺就躺了兩個多小時，因為雖然他很有

錢，卻從來沒有這麼舒服過，聽風聽海和

海鷗鳴叫。 

第廿二天他打開第二帖：「請在沙灘上

找五隻魚或蝦或貝，將牠們放回海裏，連

續廿一天」。富翁還是滿心懷疑，但都照

做了。結果每次將小魚蝦放回海裏時，他

卻莫名地感動。 

第四十三天他打開第三帖：「請隨便找

一根樹枝，在沙灘上寫下所有不滿和怨恨

的事。」每當他寫完沒多久，海浪漲潮時

就把那些字沖掉，他哭了。回家後他覺得

全身舒暢，很放鬆，甚至不怕死了。 

原來人因為學不會三件事，所以不快

樂：休息、付出和寬恕。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富翁問曰：「忍豈不更好，還可百忍成

金？」名醫曰：「忍字心上一把刀，恕字

如意在心頭。忍能傷身折壽，送你金棺材

又何用；恕能歡心延壽，益己利人，遺愛

在人間，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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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拜 讚 美 夜 - 聯 繫 12  
Praise & Worship Night - Unite 12 

今年八月廿五日﹐本人有幸參加了由 CCC 青年組主辦的週年敬拜讚美夜 - Unite 

2012。 
打響頭炮的是由 Carlingford 慈愛樂園 AA band 的表演﹐接着是一個很有意義﹐關於用

心祈禱的話劇。話劇後有亞洲中心的青年組 Fly 帶領我們敬拜讚美。今年是 Fly 第一次

參與 Unite﹐希望來年能夠繼續見到他們。在小休享受完由各位家長精心泡製的美食後﹐

是一齣搞笑版反串灰姑娘話劇﹐逗得觀眾們很高興呢﹗接下來是嘉賓 Sam Clear 的見證。 
他帶著普世基督教會合一的訊息﹐走過半個地球﹐途經二十個國家。他跟我們分享在此

次旅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和趣聞﹐有險被監禁及客死異鄉的情景﹐其中一個很有趣的經歷

是他仿傚聖方濟各跟兇惡野豬對話﹐並為牠按摩﹐終於從惡豬那裏拿回自己的背囊。嘉

賓分享過後是朝拜及明供聖體。最後一節敬拜讚美是由 St Monica's Church 和 Lindfield 中

心的青年負責﹐為晚會劃上句號。 
很高興能夠在 Unite 認識到不同團體的弟兄姊妹﹐但願天主繼續祝福 Unite 能如其

名﹐聯繫大家﹐同心一起讚美我們的天主。 
                Adrian 

One of the key aims of UNITE is to 'unite' Catholic youths from Sydney, so you can imagine how 
overjoyed we were to have the youths of St Monica's and FLY join us as official supporters this 
year. Together, we used our skills in music and drama to not only create a night of fun and 
laughter, but also one of deep reflection. While we were united in our singing during praise and 
worship, we were alone and intimate with Jesus during adoration. Sam Clear's amazing tales from 
his journey brought both laughter to our faces and tears to our eyes. As you can tell, it was night of 
contrasts but I'm sure that we can all agree that it was a night that brought us closer to each other 
and closer to Go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at UNITE 2013! 
                Flo 

Inspiring ! 
   Sunny Enlightening :D   

The talk by Sam Clear was 
really good :)  and all the 
music was amazing. :D   
    Katie 

It was fun and musical 
with great plays to see!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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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i t o r i a l  
There was a beautifully sung folk song in the 

1970’s called “There is a Ship”. Despite the title, 
the so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ailing, but about 
romantic love. The third verse says: 

“Oh love is gentle and love is kind 
The sweetest flower when it is new 
But love grows old and waxes cold 
 And fades away like the morning dew” 

In the present day world, romantic love can be 
transient, no matter how glamourous it can be at 
the beginning. This kind of love could fade away 
when personalities don’t match. The secular world 
is too excited about romantic love, which saturates 
songs, movies and books. When love is unfailing 
and binding, there is no story to tell; hence the 
world loves to look for fading love which always 
bring hurt and sadness to the two parties. 

In contrast,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s the love 
between  God  and  Man.  The  Greek  word  is 
“agape”,  which refers to the covenant love of 

God for humans, as well as the human reciprocal 
love for God;  “Agape” also demands the faithful 
love of mankind to one another. God’s love is 
given already, as Christ died for us while we were 
sinners. God’s love is gentle, faithful and never 
fades away, just as the psalmist calls out “But I 
will sing of your strength, in the morning I will 
sing of your love; for you are my fortress, my 
refuge in times of trouble.”  (Psalms 59:16) 

However, not everyone - even though who 
were baptized - readily experience and embrace 
agape.  But, love is in the air and God is patiently 
waiting for us and His love never grows old. To 
some people, God’s love is experienced through 
tragic events or sickness; to others God’s touch is 
felt in friendship and during emotional circum-
stances; or even through natural events for the 
believers. No matter how, each person has their 
own way to experience agape, and their choice of 
whether to whole heartedly embrace or reject this 
love. 

Love is in the Air  

A Love  Le t t e r   Joana (Hong Kong) 

Dear son, 

 I am an ordinary mom trying to do ordinary 
things for the family. I spent a majority of my life 
working in China, and I have seen a lot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There are things that hurt, but there 
are more that I applaud. 

When I look bac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feel 
a  lot  of  people  nowadays  missing  is 
“appreciation” — I am not saying it does not ex-
ist, as when I talk to people around me, we still all 
share the same kind of value. I am saying that 
there is no channel that one can show apprecia-
tion,  while  there  are  all  channels  open  for 
“criticism”— there is no balance. The scary part is 
that a lot of these “criticism” are merely endless 
senseless voice of complaints. 

 I feel that kids in this generation has heard 
much more criticism (on anything) than apprecia-
tion (on anything) — that also explains why the 
new generation behaves in a way so different from 
ours, because they grow up hearing ‘what’s not 
right’, ‘what’s wrong’ and not ‘how nice’, ‘so 
good’, ‘it’s beautiful’. 

When we were young, even the blue sky 
makes  us  glow  with  happiness  and  at  that 
time, as a Christian, we thank God for giving us all 
this beauty in nature. 

Having all these ‘what’s not right’, ‘why didn’t 
I have this’ builds up anger in the young hearts, 
whereas “appreciation” builds love. That’s the 
major difference. 

As there are already overwhelming voices of 
complaints  in  a  lot  of  public  channels, 
it is then even more important that you have to 
have a balance at home. You are father of two 
kids,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atmosphere already 
negative, it will take twice the effort to raise your 
kids to learn with an “open and unbiased” mind 
and heart, to appreciate, to love. Do not let the 
negative channels plant the wrong seeds in the 
kids’ mind.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While we 
are just ordinary people and it may seem too big a 
task, but it got a lot of truth in it. There is a Chi-

(continued on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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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saying, “first cultivate the self(修身), then 
regulate the family(齊家)﹐then govern the coun-
try(治國), and this brings harmony to the world
(平天下)”. That where I think we all can start, and 
where all people should start — review yourself, 
see where you can do better. If everyone can do 
just that, the world will be a much better place. 

I did what I know best to raise you up and did 
all I can to help your family so you have a rea-
sonable life. I do not expect you to be someone 
extraordinary, I just want you to be able to walk 
through life with as little rocky road as possible, 
and that your two kids will grow up in a house 
filled with joy and love. 

Love from mom 

A Love  Le t t e r  (continued from p.10) 

Preparing the Marriage Agnes & 
Harold 

"No one has ever seen God. Yet, if we love one 
another, God remains in us, and God's Love is brought 
to perfection in us" (1 John 4:12) 

The Sacrament of Matrimony is a gift and a plan 
from Go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reation in Genesis 
when he created Adam and Eve. Our parents have also 
been an important role-model for both of us that mar-
riage is a blessing from God filled with happiness and 
joy. Hence, when we both discerned that marriage was 
the vocation that God and us have decided to embark 
upon, our wedding preparation began with much ex-
citement and energy! 

We were so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our wedding 
and still savouring the happy ever-after feeling from 
our engagement. With so much to plan, find and or-
ganise, our families would almost always see us either 
being glued to the computer, running around with a 
shopping list or talking on the phone. Then there would 
be many a time when we had to decide on things from 
which church to where we should hold our reception, 
to how should we dress our bridal party, to what should 
we give as bomboniere, and many more. 

While we felt so much of a blessing from God 
when we find something that we both like, there were 
times when we could not find or agree on anything 
with each other and it almost felt like God has pur-
posefully thrown us to the deep end. Even though we 
have dated for many years and travelled on pilgrim-
ages together, we were rather surprised to discover 
more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other in values, opin-
ions  and  preferences  than  what  we  have  already 
known. Sometimes we would even doubt whether we 
would be able to survive our marriage in the future 
with all these differences in our way! 

Although these deep end experiences were diffi-
cult and if we had a choice we would rather not need to 
settle with each other's differences, these experiences 

helped us to love each other through God. We wanted 
God to walk with us and to teach us how to love gen-
erously.  Moments  of  despair  and frustration were 
transformed into seeds of hope and peace when we let 
God be in charge of our problems and disagreement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Catholic Church offers 
wonderful wedding preparation courses to assist cou-
ples in the sacrament. We attended a course at the 
Catholic  Adult  Education  Centre  which  provided 
spiritual and yet practical ways in marriage life. Ac-
companied by preparatory sessions with both Fr Lito 
and Fr Leung, we felt that we gained a much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sacrament of matrimony.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n the midst of our busy 
schedules,  work  commitments,  post-it  notes  and 
mountains of wedding magazines, God was sometimes 
left in the back of our minds nowhere to be recognised 
even though He was there with us every single step of 
the way. Even regular Sunday Masses started to feel 
more of a chore and inconvenience to our preparations 
rather than deepe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Fortunately for us, we were blessed with an abun-
dance of God-loving families and friends that con-
stantly reminded us the importance of prayers and the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in our preparations and 
also kept us in their prayers. In the final week leading 
up to our wedding, we started a short prayer novena  
that helped our focus of keeping God in our midst. 

In conclusion, we would like to thank God for the 
Holy Spirit guiding us in our wedding preparations. 
Even though there were many up and downs, both 
spiritually and emotionally, we felt that the trials that 
we faced in the year of engagement, a deepe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f us and God. We pray 
that God's spirit will continue to be with us (and all 
married and engaged couples!) always, "yes, to the end 
of time" (Matt 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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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丙年主日讀經  Sunday Readings Year B/C 
每日聖言 http://www.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Daily reading: http://www.usccb.org/nab/index.htm 

11/11/12 常年期三十二 1 Kg 列上 17:10-16 詠 146 Heb 希 9:24-28 Mk 谷 12:38-44 

18/11/12 常年期三十三 Dan 達 12:1-3 詠 16 Heb 希 10:11-14,18 Mk 谷 13:24-32 

25/11/12 基督君王節 Dan 達 7:13-14 詠 93 Apoc 默 1:5-8 Jn 若 18:33-37 

             丙年讀經              Year C       

02/12/12 將臨期一 Jer 耶 33:14-16 詠 25 1 Thess 得前 3:12-4:2 Lk 路 21:25-28, 34-36 

09/12/12 將臨期二 Bar 巴 5:1-9 詠 126 Phil 斐 1:4-6﹐8-11 Lk 路 3:1-6 

16/12/12 將臨期三 Zeph 索 3:14-18 詠依 12 Phil 斐 4:4-7 Lk 路 3:10-18 

23/12/12 將臨期四 Mi 米 5:1-4 詠 80 Heb 希 10:5-10 Lk 路 1:39-45 

30/12/12 聖家節 1Sam 撒上 1:20-22,24-28 詠 84 1 Jn 若一 3:1-2, 21-24 Lk 路 2:41-52 

06/01/13 主顯節 Isa 依 60:1-6 詠 72 Eph 弗 3:2-3, 5-6 Mt 瑪 2:1-12 

13/01/13 主受洗節 Isa 依 42:1-4, 6-7 詠 29 Acts 宗 10:34-38 Lk 路 3:15-16, 21-22 

20/01/13 常年期二 Isa 依 62:1-5 詠 96 1 Cor 格前 12:4-11 Jn 若 2:1-11 

27/01/13 常年期三 Neh 乃 8:2-6, 8-10 詠 19 1 Cor 格前 12:12-30 Lk 路 1:1-4, 4:14-21 

03/02/13 常年期四 Jer 耶 1:4-5, 17-19 詠 70 1 Cor 格前 12:31-13:13 Lk 路 4:21-30 

10/02/13 常年期五 Isa 依 6:1-8 詠 138 1 Cor 格前 15:1-11 Lk 路 5:1-11 

13/02/13 

17/02/13 四旬期一 Dent 申 26:4-10 詠 91 Rom 羅 10:8-13 Lk 路 4:1-13 

24/02/13 四旬期二 Gen 創 15:5-12, 17-18 詠 27 Phil 斐 3:17-4:1 Lk 路 9:28-36 

03/03/13 四旬期三 Ex 出 3:1-8, 13-15 詠 103 1 Cor 格前 10:1-6, 10-12 Lk 路 13:1-9 

10/03/13 四旬期四 Jos 蘇 5:9-12 詠 34 2 Cor 格後 5:17-21 Lk 路 15:1-3, 11-32 

17/03/13 四旬期五 Isa 依 43:16-21 詠 126 Phil 斐 3:8-14 Jn 若 8:1-11 

聖灰占禮    Ash Wednesday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2012 年度家庭營 
陳永超神父主持成人組 

日期﹕ 26/12 – 28/12 

地點﹕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 

現已開始接受報名﹐詳情請參閱 

CCC 網頁 

梁加恩神父晉鐸鑽禧慶典 

Celebration of Fr. Lucas Leung’s Diamond Jubilee of Ordination 
(Organised by Kingsgrove Chinese Community) 

2013 年 1 月 5 日星期六   Saturday 5th January 2013  

感恩祭 Thanksgiving Mass  

下午 4:00pm  Santa Sabina College﹐90 The Boulevarde, Strathfield 

慶祝晚會 Dinner celebration  

下午 6:00pm  Burwood RSL Club﹐ 96  Shaftesbury Rd Burwood 

餐券 Ticket ：成人 Adult @$40.00﹐ 

                  小童 Children (12 and under 十二歲或以下) @$20                                                           

購買餐券 Tickets available at Kingsgrove Chinese Community﹐Barry 

Wong, Wai Pon, Cameal Liu, Gloria Cheung, Joe Kwan, Ruby Chan 

查詢 Enquiry ： Agnes Man  0413 096 960  

電郵 Email ﹕olfkingsgrove.chinese@hotmail.com 

13/2/2013 聖灰瞻禮  

當日需到鄰近堂區參加彌撒並守

大小齋 

13/2/2013 Ash Wednesday 

Fasting & abstinence & attend Mass 

at local Parish 

聖誕期間活動時間表   Christmas Timetable    
6/12 星期四 Thursday 

 上午 11:30 am 

高齡之家 

聖誕聯歡會 

CCC Homes 

Christmas Party 

9/12 星期日 Sunday 

 下午 1:00 pm 

北區中心禮堂 

聖誕聯歡會 

Lindfield Centre 

Christmas Party 

13/12 星期四 Thursday 

上午 11:30 am 

中區祈禱小組  

聖誕聯歡會 

Camperdown Prayer Group 

Christmas Party 

23/12 星期日 Sunday 

 中午 12:00 noon 

中區中心禮堂 

聖誕聯歡會 

Camperdown Centre 

Christmas Party 

24/12 星期一 Monday 

 晚上 8:30 pm 

中區中心  

聖誕前夕彌撒﹐隨後舉行茶點聚會 

(請帶一碟甜品)及報佳音 

Camperdown Centre 

Christmas Eve Mass﹐followed by supper 

(please bring a dessert) & Christmas carols 

26-28/12 星期三 – 五 

   Wednesday - Friday 
家庭營  (必須預先報名) 

詳情請參閱 CCC 網頁  

Family Camp (pre-registration required) 

Please refer CCC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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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3 年上半學年各級新生(2 月 3 日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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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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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C

請為馬神父及梁神父祈禱 

Please pray for Fr Mo &  

Fr Leung 

馬神父現已入住護老院﹐他很

歡迎亦希望能見到各位教友﹐

但因健康關係﹐院方及長上已

實施嚴格探訪限制。所有訪客必

須事先登記﹐為免被拒門外﹐

請於探訪前最少一週聯絡下列

任何一位﹐以便將名單交給長

上及院方: 

Catherine Wong 0407 249 389 

Fred Luk   0425 224 079 

Wai Pon   0416 243 302 

email: catherine.wong@y7mail.com 

也請為梁神父祈禱。 

Chinese School  

中文學校 
School Board 

appointed by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由行政委員會委任 

Peter Wong (Chairperson) 
Joe Kwan, Henry Choi 

Allen Tang, Barry Wong 
Principal : Wai Pon   

appointed by School Board 
中文學校校長 
由校董會委任 

CCC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行政委員會 
               President  會長            Peter Wong  

            Vice Presidents 副會長       Hudson Chen, Barry Wong*  

            Secretary 秘書                   Elsa Chiang  

            Treasurer 財政                  Mary Lee              

 Admin Co-ordinator 行政總務  Wai Pon  

 School Coordinator 學校總務    Marita Cheung* 

Office Bear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rom each centre comprises 

Chairperson, Vice Chairperson, Secretary, Treasurer & Co-ordinator 

各中心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秘書﹐財政及總務  

Pastoral Sister 牧職修女 Sr. Teresia Seeto RSJ 
St. Paul Sisters 聖保祿修女 Sr. Anne Lo SPC 

CCC Homes Ltd 高齡之家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局 (9 Directors) 

Peter Wong (President), 

Sr. Teresia Seeto (also Secretary), 

Barry Wong, Joseph Lai, Wai Pon, Henry Choi, 

Marita Cheung, Cameal Liu and Mary Lee 

Board  of Trustee 信托管理局 

( Elected in AGM annually) 
Hudson Chen ( Chairperson), Joe Kwan 

Ruby chan (Secretary), Sam Chu, Kelvin Wong 

Centre Executive Committee (elected in AGM )    

各中心執行委員會  
 Central 中區  Northern 北區  
Chairperson 主席 Cameal Liu* Gloria Cheung 
Vice Chairperson 副主席 Simon Chan Henry Choi* 
Secretary 秘書 Carbo Yeung* Harmonie Luk 
Treasurer 財政 Louisa Lee Kitty Lo* 
Co-ordinator 總務 Tony Chau Helen Shek 

Management Committee  
( Elected in AGM for 2011-2013) 

管理委員會  
Chairperson 主席  Joseph Lai 
Vice chairperson 副主席  Gloria Cheung* 
Secretary 秘書 Eve Chen 
Treasurer 財政 Andy Lee* 
Co-ordinator 總務 Wai Pon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 華人天主教會  

(Spiritual Director 神師 Fr Gerard Kelly) 

*  Newly elected 新選 

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及華人天主教會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七日

假中區中心禮堂舉行。週年大會已選出新一屆委員會。 

CCC Homes & CCC Inc. held their AGMs on 7/10/2012 in Camperdown Centre, 

with new committee elected. 

Welcome our new Spiritual Director 

Fr Gerard Kelly 

歡迎本會新神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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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一 相  

CCC 青年組主辦的週年敬拜讚美夜 - 聯繫 2012 的各項精彩活動﹐有動也有靜 

Unite 2012 - the annual praise and worship night organised by CCC youths 

北區中心舉辦春季郊遊﹐多代同堂齊盡興    Spring picnic organised by Lindfield centre 

北區中心歡送前正副本堂神父

Fr Vlad 及 Fr Raul    
Lindfield centre farewell Fr Vlad & 

Fr Raul 

恭賀陳樹榮神父(左二)十月在墨爾本

晉鐸﹐陳神父是北區中心教友 Terry 

Chan 的弟弟 
Congratulations to Fr Harry Chan ofm 
(2nd left), brother of Terry in Lindfield 
centre, ordained in Oct in Melbourne  

中區中心分別慶祝蔣先生(左)及會長 Peter Wong 生辰  

Camperdown centre celebrate birthdays for Mr Chiang (left) and CCC president Peter Wong 

Julian Porteous 主教頒發服務證書給

中區中心慕道班導師 
Bishop Julian Porteous giving out cer-
tificate of service to RCIA leaders in 

Camperdown centre 



- 15 - 

P i c t o r i a l  

中秋晚會節目豐富﹐有中文學校學生表演古箏﹐北區中心表演芭蕾舞﹐並有青年及家長的精彩歌舞及笑話 

Moon Festival celebration with Chinese School student playing GuZheng, ballet by Lindfield youth, plus jokes and singings 

本校學生黃潔雯榮獲今屆紐省社
區語言民族學校廳長獎初級組最
高榮譽(Minister Award)﹐宋穎思
獲 高 級 組 高 度 嘉 許 獎 (Highly 
commended) 
Cindy  Wong  obtained  this  year 
Minister Award (top award) for the 
Junior group while Carol Sung got 
the Highly Commended Award for 
the senior group 

(右)本校學生區珮珊獲頒中文教

育理事會作文比賽二等獎 

(right) our student obtained Chinese 

writing competition award 

新一屆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委員(左)及華人天主教會委員(中)﹐多謝李潤輝先生每年為會員大會主持選舉事務 
Newly elected CCC Homes committee (left) and CCC Inc committee (middle), thanks to Francis Lee for supporting the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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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 kids! Now that we’ve begun Term 4 and the weather is really 

starting to heat up, let’s remind ourselves of our beautiful family, friends, 

teachers and nature- all of which are from God. 

  

The following hymn is one that we often sing- look up a music recording of it and hear it being played 

and sung: 
All flowers will sing, all fields will rejoice; 

True joy is all around 

All flowers will sing, all fields will rejoice; 

In God new love and joy we have found. 
 

From the dusty road around us, 

a new life we have begun; 

Through the rains and stormy weather, 
We are striving for the sun. 

Who will walk on the garden path with you to see all of God’s creations? Draw 
them on the stepping stones below and colour the garden picture with bright 
col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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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as the message of the sto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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