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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什麼時候見你患病，或在監裡而來探
望過你？君王便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

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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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9-40)
When did we see you ill or in prison, and
visit you ? And the king will say to them in
reply, “Amen, I say to you, whatever you
did for one of these least brothers of mine,
you did for me.”
(Matthew 25: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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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慈悲與健康

弱小的精神。請參閱本期第四頁「他來自
澳洲」一文。

真 福德蘭修女已於九月四日封聖，有關
她的嘉言懿行，詳見七月份會刊。這位畢
生服務貧困弱小和被遺棄者的修女，曾為
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稱為「慈善撒瑪黎雅
人的典範」，在這慈悲年內封聖，實在意
義重大。慈悲年行將結束，但天主的慈悲
無限，相信耶穌仍然願意我們繼續慈悲滿
懷，如同天父！

我 們也許未必能好像聖德蘭修女或胡頌
恆神父般直接服務有需要的社群，但可學
習德蘭修女說「懷著大愛做小事」的精神
待人處事，繼續以慈悲心態渡人生，這才
是慈悲年的真正意義。

十 一月是教會傳統的煉靈月，特別提醒

早 前香港新聞報導了一篇有關一位澳洲

我們為亡者靈魂祈禱，為他們參與或奉獻
彌撒是其中一項慈悲善功，誦唸經文如玫
瑰經等，趁著慈悲年完結前（十一月二十
日）往有聖門的聖堂朝聖，滿全教會所要
求，可得全大赦，我們可將此舉轉為煉
靈，希望大家把握此良機，為煉靈奉獻。

神父如何孤軍作戰多年，力勸非洲人士勿
盲目湧來香港販毒的消息，圖文並茂，詳
述胡頌恆神父（Fr John Wotherspoon) 如何盡
心盡力游走於香港與非洲間的事蹟，並冠
以「廟街神父」的稱號，特顯他服務貧困

抱神以靜
在煩囂的人世間

謙卑地認罪懺悔

人要不斷地收拾心神

不斷革新自己

給自己活在靜中的機會

常去甚 去知 去奢

虛壹而靜就是在樸實簡易中生活

…………

周景勳神父

還得——抱神以靜
在內斂的持修上能集中精神
不受外物所影響
達事事無礙之境

人要大刀濶斧地剝落一切物慾
不使生命被物慾所覆蓋
為能使一切物慾和障礙除得淨盡

不為現世的五光十色所迷惑
不為時勢的自我放縱所蒙蔽
能每日放下一切
加添祈禱以靜

秘訣都十分感興趣，媒體也經常訪問一些人
瑞，望能指點迷津。但見他/她們都是一副與
世無爭、和藹可親、笑容可掬的面孔，氣定
神閑地坐在椅子上說著差不多同一的答案：
我沒有吃什麼特別的東西，每天都是清茶淡
飯，保持心境開朗就是了。

「有氣不生是長生藥，有火不發是不老
丹，有冤不報是真修行。」寬恕是一味良
藥，寬恕別人，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別人，而
恰恰就是自己。因為你在寬恕別人的同時，
也就敞開了自己的心靈。心靈一敞開，憤
怒、怨恨和恐懼就會悄悄地溜走，內心沒有
了鬱滯，氣血也就通暢了。氣血通暢就能把
養份帶到各個臟腑，亦能把臟腑排出的廢物
帶走，新陳代謝正常，什麼三高等代謝性疾
病都沾不上邊，癌病腫瘤等全溜走，人自然
健康長壽。有這樣的一則新聞，多年前在伊
朗有兩個要好的青年，有天一言不合，青年
甲殺死了青年乙，青年甲被判繯首死刑。行
刑當日，青年甲頸繫繩索，既驚恐，又悔意
地望著青年乙的母親；而根據當地法律，如
果受害者家屬同意，是可以寬免犯罪者的死
罪；青年乙的母親來到青年甲面前，輕輕撫
了他的面頰，便把繩索解開。自此，青年乙
母親的憤怒，悲傷和怨恨一掃而空，而自兒
子死後的失眠、抑鬱、疼痛也全部消失，從
過正常的生活。寬恕果真是一道靈丹妙藥。

「愛眾人並給與歡樂，謂之慈。」知足

當發現物慾束縛生命時

人心要修持忘我無執之德

我 輩一把年紀，對什麼養生之道、長壽

請為香港麥英健神父的爸爸麥全日(圖左)的靈魂
祈禱，他於月前因病安息主懷。以下是麥神父十
月四日在臉書上的留言：「爸爸在今天早上
4:36 分離世，他跑完了人生和信仰的馬拉松。請
大家為他的靈魂安息，求主收納他的靈魂並給予
我們一家人平安，恩寵和力量，謝謝你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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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能常樂，知足讓我們遠離貪、嗔、癡三
毒，免得傷害別人。「知足常足，終身不
辱；知止當止，終身不恥。」不辱不恥必
「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
安穩的心讓我們遠離七情（喜、怒、憂、
思、悲、恐、驚）。過度的七情能影響體內
氣血運行而傷害臟腑，令人生病。二千多年
前的醫書黃帝內經已說道：「恬淡虛無，真
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要歡樂，
古語亦有云：「會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
會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會做快活人，大
事化小事；會做快活人，小事化無事。」自

綠衣獅

家快活，人家快活，茲(此)心為慈。

「憐 憫他人，並拔除其苦，謂之悲。」
唐代醫書有明訓：「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
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
普救含靈之苦」。人人都能當大醫，天主已
給了每個人不同的「塔冷通」(古希臘文
Talentum，即才能)，我們應盡力發揮自己的
才華去幫助他人。人有了慈悲之心，就會變
得善良。善良的心就像春雨，默默地滋潤著
身體，讓氣變得柔順，讓血變得通暢。所
以，善心是萬病之藥。

人 有了慈悲之心，內心就會充滿著愛，
愛就像春風，能吹散七情的烏雲。曾經有一
位十分膽小的女同學，平時不敢一個人留在
家裏，後來結婚生了孩子，竟然能自己一人
陪伴兒子在家，她說這是因為她愛兒子，所
以什麼也不怕了，就這樣她便克服了七情之
驚恐。愛能戰勝一切，當你陷入恐懼、憂
慮、悲傷和憤怒之時，試試去服務他人，領
略一下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諦。

人 有了慈悲之心，也就懂得感恩。人一
旦懂得感恩，心就會平和下來，因為感恩者
知道自己只不過是大自然和群體的一部份，
所以應該謙卑地面對自然，尊重他人，不妄
作求。心平則氣順，氣順則血暢，氣順血暢
則百病消；莊子也曾說：「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相反，不懂得感恩的人終日認為自
然是人的一部份，世間的一切成就都是靠自
己得來；所以，他們總是要操控別人，貪婪
無度，狂妄自大，心浮氣躁。黃帝內經這樣
說：「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這樣的人又
怎會健康？養生的最高境界是養心，而養生
有五難：「名利不去為一難，喜怒不除為二
難，聲色不斷為三難，滋味不絕為四難，神
慮精散為五難」。

雖 然教宗頒佈的慈悲禧年即將結束，但
讓我們五十年不變，繼續慈悲，予人歡樂，
助人脫苦，「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渡
人舟」，藉著寬恕、關愛和服務他人，令自
己更健康，繼續做主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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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來自澳洲
那 一年有機會在香港參與一位神父晉鐸
二十週年的感恩祭。彌撒中神父特別向胡
頌 恆 神 父 致 謝。想 當 年 一 位 青 年 隻 身 來
港，為的是追尋聖召，雖然來自亞洲，但
言語文化畢竟與香港不同，獨自生活難免
有點困難。有一天竟然有人拍門，原來是
喜歡走入區內作親善探訪的胡神父！從此
兩人成了朋友，胡神父更引導了他加入獻
主會！想不到胡神父原本只是挨戶探訪貧
困和孤獨的人，機緣巧合當了善牧中的善
牧！

認識胡頌恆神父

Fr John Wotherspoon 是
八十年代的事了。他由澳洲來到香港，便
居住在我任教學校所屬的修會團體宿舍，
見面的機會很多。學習廣東話是他早期要
做的事，他常在口袋中放置小咭紙，每次
在等候公共交通工具或一有機會，就拿出
來 溫 習、學 習 和 練 習，雖 然「多 謝」「唔
該」這兩詞的運用令他困擾一陣子，但時
至今天，應該是他最常使用的詞彙，因為
神父是一個非常謙遜的人！

胡 神父早期負責九龍聖母院小堂牧民工
作，遇上我們學校有什麼宗教活動，一定
抽空協助。耶穌在世曾與人同餐共飲，胡
神父也明白箇中道理。那一年他著我先召
集一群較低班的天主教男學生，每週一天
一同在小聖堂後面午餐。起初我都覺得神
父的橋段真趣怪，好端端要我連午餐都傷
腦筋。經過一些日子，這些男孩子都變成
輔祭，早上七時便回來輔彌撒，上我的課
時用心很多，原來真是可以吃出感情來！
胡神父同時也忙於探監、探病、探訪和安
排週末補習英文班事宜，分分秒秒都服務
他人。

九 十年代初期我打算移民澳洲，但到最
後期才告知胡神父，他的反應有點詫異，
這正如我所料！他擔心澳洲失業問題，也
奇怪我為什麼好端端放棄安穩工作，另方
面他非常嚮往來香港甚至到中國傳教，反
而我們卻走向澳洲。記得他早年曾經到訪
St Monica church ，彌撒中他盛讚中國大陸風
景 如 何 美 麗，更 推 介 將 來 誰 人 結 婚 渡 蜜

月，不妨考慮他去了服務的廣東肇慶，當
然他順便邀請大家有機會回中國教英文，
因為當年他已經到了大陸藉教育工作而接
觸貧苦大眾，我的朋友和學生中也有些回
應神父邀請。可能他的工作積極和性格直
率，經過多年的努力，雖在愛德服務和宗
教工作方面有所進展，但最後仍是被迫離
開他一直想留下的地方！

胡 神父由大陸返香港後，為了方便探訪
工作、接觸貧困和弱勢社群，便放棄居住
神父宿舍，自己搬住只容隻身的所謂「劏
房」，過著異常簡樸生活。他身邊的朋友
笑說，神父有時看似是流浪漢！實在他就
是要走入他們中，分擔他們的困擾，開始
為他們安排 Pizza Party，猶如一些團體的基
層飯局，讓這些弱小的兄弟互相扶持，分
享主的愛，並為他們祈禱！一次彌撒後，
我們幾個朋友想邀請神父吃一次較好的午
餐，可是他指示大家去了一間簡陋的小茶
餐廳，匆忙進食後他要趕去探病。我想最
實際的支持神父慈善工作，莫過於捐助他
日常花在幫別人的經費開支。有一次他告
訴我要去非洲一個月，以為他放假為什麼
不 回 澳 洲 卻 轉 去 另 一 洲。原 來 近 這 些 年
來，他常去探覊留所，發現不少非洲人被
人利用帶毒品來港，一到香港機場便立即
被捕，他收了很多有關信件和資料，想請
政府當局正視，卻不得要領，只有自掏腰
包飛行萬里到非洲不同地區去，把在港覊
留囚犯所寫的信交給同鄉，以親身經驗告
訴同胞勿墮入金錢陷阱，因運毒而犯險入
獄，結果只坦桑尼亞一地已經有減少運毒
來港的顯著成果。神父也通過互聯網等作
出呼籲，所謂預防勝於拘捕，他的行動引
起很多人讚賞和認同，可惜未得政府有關
當局支持，只是孤軍作戰。其實胡神父有
著澳洲人的傳統，就是每年都會放大假一
次，他習慣回澳洲享受一下陽光與海灘，
在寧靜環境中調適身心，不過近年他因積
極 與 弱 小 兄 弟 同 行，往 往 忘 我，犧 牲 假
期。聖德蘭修女教導我們要「懷著大愛做
小事」，胡神父實在懷著主愛做一切事！
〔下接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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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化身

多羅德

教 宗方濟各所定的慈悲禧年（由

2015
年 12 月 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0 日），在禧
年期內教宗以身作則，多次出國探訪作親善
訪問，他的辛勞及友善親民形象早已深入民
心，故到處受人歡迎及愛戴。雖年事已高，
加上工作繁忙，仍馬不停蹄地往外奔波為主
宣揚福音，他為教會的服務精神，令人讚
賞！日前教宗曾突然到訪羅馬一間醫院的新
生嬰兒部，他穿上手術袍，掛上口罩，並手
抱嬰兒和他們的父母閒談，又和嬰兒握手，
在每張嬰兒床都留下一個教宗徽章。教宗藉
著慈悲禧年，每月抽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出外
行善，作慈悲化身及忠於為主服務的精神，
為教友們立下好榜樣，喚醒世人應有仁愛和
慈悲心去善待他人，共享和平友愛、喜樂的
生活！

日前慈悲禧年的

9 月 4 日，梵蒂岡教廷
冊封德蘭修女為聖品。當日羅馬廣場正中掛
上她那充滿慈祥笑容的巨型遺像，場內到處
都是特來參與慶典的人群，人山人海，擠得
水泄不通，非常熱鬧。德蘭修女在世時所留
下的豐功偉績人所共知，被人推崇及愛戴，
加上她終生奉獻為主服務，和她的犧牲精神
極受人稱讚。尤其是曾受她恩惠照顧過的窮
人、孤兒、病人等弱勢社群，現仍能有自尊
地生存於世上，對她的大愛常銘記心中，也
特來觀禮，同分享她的榮耀、舉世矚目的歡
樂時刻。確認她是慈悲的典範，難能可貴的
修女，更是一位慈悲的天使，永誌難忘！

在 聖年期間，各地特別指定的一些聖堂
安排一扇慈悲之門，更有很多朝聖地的聖
堂，也設有聖門，因教友們前往這些朝聖
地，是充滿恩寵的時刻。雪梨華人天主教會
在慈悲禧年內，舉辦多項宗教活動，使教友
可直接參與，和生活出聖年，作為恩寵與靈

〔上接第 4 頁〕

服務

瑪加利大

性更新的特殊時刻。今年七月，慶幸能邀請
到香港周景勳神父，在百忙中第三度蒞臨雪
梨，以慈悲禧年為主題，分別在 CCC 的北
區中心、依士活中心、高齡之家，及其他天
主教華人團體主持避靜、講座、修和聖事及
彌撒，作慈悲禧年
雪梨福傳之旅。周神
父在避靜講道時特別用仁愛及寬恕作主題來
喚醒教友，因「上主富於仁慈寬恕。」
（詠 103:8）慈悲是天主到來與我們相偕的
終極和包容行動。況且慈悲是存在各人心底
的基本定律，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和主內的
兄弟姊妹相處時，不要太執著，能寬恕別
人，作為天主在我們生命中行動的有效標
記。周神父在數天內，整天忙著為教會服
務，仍精神奕奕，笑容滿面，不厭其煩地啟
迪我們的愚昧，獲益良多。更難得一班善心
義工幫助年長教友，參與部份宗教活動，同
過一段有意義的聖年日。他們常熱心且盡力
為教會服務，都是慈悲化身的好教友，值得
我們學習！

二 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慈悲禧年便完
滿結束，主內的弟兄姊妹的慈悲仍應常存，
因對他人有善心是無盡頭的，有生之時仍存
在！何況「如同天父，滿懷慈悲」是本聖年
的格言，我們既然是華人天主教會內一份
子，應分工合作，同分擔堂區神職人員的工
作。耶穌說：「人子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
事人的。」（谷 10:45）在聖神的光照下，
各有不同的神恩，若能各展所長地參與不同
類別的工作為教會服務，定可提高服務的質
素，更可共同推進會務，雖不是做什麼大
事，也可以用大愛去做些小事，表示我們能
關心教會，是主的好兒女，況且慈悲的化身
就是服務，彼此和諧共融地事奉主！感謝
主！讚美主！天主保佑！

他來自澳洲
【按：各位想多了解胡神父近況和服務，請
參閱 www.v2catholic.com。如想捐款支持胡神
父，他歡迎以電郵聯絡 jdwomi@gmail.com】

教 宗方濟各在慈悲年中提醒大家：「出
去，走入貧窮人中」，原來胡神父正活出此
話，服務弱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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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相

(更多相片在本會網頁)

Pictorial

(More photos on CCC website)

中秋節在依士活中心舉行感恩祭後聚餐聯歡，精彩表演包括舞蹈、中西樂器及歌唱
Moon festival celebration in Eastwood centre

周景勳神父七月由香港蒞臨雪梨，在多處主持「慈悲禧年
雪梨福傳之旅」講座，例無虛座
Series of talks conducted by Fr Edward Chau from Hong Kong in various locations with overwhelming response
Fr Kelly 在依士活中心祝福本屆會考生，隨後度祝他晉鐸卅六週年
Fr Kelly blessing the HSC students and then celebrating his 36th ordination in
Eastwood centre

2016 詩歌頌讚夜在依士活中心舉行

中文學校舉行一年一度的師生同樂日

Annual activity day in Chinese school
-6-

北區中心度祝梁神父生日
Lindfield centre celebrate Fr Leung birthday

2016 Unite in Eastwood Centre

週年大會選出新一屆的華人天主教會委員(左)和高齡之家委員(右)
New CCC committee (left) and CCC Homes committee (right) elected in the A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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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期間活動時間表
1/12 星期四 Thursday
上午 11:30 am
4/12 星期日 Sunday
下午 1:00 pm
24/12 星期六 Saturday
晚上 8:30 pm
25/12 星期日 Sunday
中午 12:00 pm
26-28/12 星期一－三
Monday - Wednesday
29/12 星期四 上午 9:30am
晚上 7:30pm
30/12 星期五 上午 9:30am
晚上 7:30pm
31/12 星期六 Saturday
晚上 10:00 pm
1/1/2017 星期日 Sunday
中午 12:00 pm
晚上 5:30 pm

Christmas Timetable

高齡之家
聖誕聯歡會
北區中心禮堂
聖誕聯歡會
依士活中心
聖誕前夕彌撒﹐隨後舉行茶點聚會
(請帶一碟甜品)及報佳音
依士活中心, 北區中心
聖誕日彌撒
家庭營 (必須預先報名)
詳情請參閱 CCC 網頁
依士活中心彌撒,隨後與廖神父外遊
講座 (依士活中心)

CCC Homes
Christmas Party
Lindfield Centre
Christmas Party
Eastwood Centre
Christmas Eve Mass﹐followed by supper (please
bring a dessert) & Christmas carols
Eastwood Centre, Lindfield Centre
Christmas Day Mass
Family Camp (pre-registration required) Please refer
to CCC website
Eastwood Centre Mass, then day trip with Father
Talk (Eastwood Centre )

京士高華人組彌撒,隨後與廖神父外遊
講座(Our Lady of Fatima Church, Kingsgrove)
依士活中心
廖雅倫神父主禮除夕感恩祭
隨後舉行茶點聚會 (請帶一碟甜品)
依士活中心 主日彌撒—廖雅倫神父
北區中心 主日彌撒—梁加恩神父
廖神父聚餐 (Eastwood 百福海鮮酒家)

Kingsgrove Mass, then day trip with Father
Talk (Our Lady of Fatima Church, Kingsgrove)
Eastwood Centre
New Year Eve Thanksgiving Mass by Fr Joseph
Liu , followed by supper (please bring a dessert)
Eastwood Centre Sunday Mass by Fr Joseph Liu
Lindfield Centre Sunday Mass by Fr Lucas Leung
Dinner with Fr. Liu (Eastwood King’s Seafood Restaurant)

Walk with Christ 聖體出遊 (http://www.sydneycatholic.org/events/Eucharist16/document.shtml)
20/11/2016 Sunday 星期日下午 2:00pm, CCC 集合點: Pitt Street and Hunter Street , 集合後出發，到達聖瑪
利主教座堂後隨即舉行明供聖體及聖體降福，約四時半完畢。
交通:1) 火車/巴士到 Wynyard 站 2)駕車-可泊在主教座堂旁停車場(全日十元)

CC
C
2016 年度家庭營
日期： 26/12 – 28/12
地點： 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
成人組：廖雅倫神父 Fr. Joseph Liu
主題：教宗方濟各的「願你受讚頌」
通諭

27/11/16
04/12/16
11/12/16
18/12/16
25/12/16
01/01/17
08/01/17
15/01/17
22/01/17
29/01/17
05/02/17
12/02/17
19/02/17
26/02/17
01/03/17
0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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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卅三 Mal 拉 3:19-20
詠 98 2 Thess 得後 3:7-12
Lk 路 21:5-19
基督君王
2 Sam 撒下 5:1-3
詠 122 Col 哥 1:12-20
Lk 路 23:35-43
甲年讀經
Readings Year A
將臨期一
Isa 依 2:1-5
詠 122 Rom 羅 13:11-14
Mt 瑪 24:37-44
將臨期二
Isa 依 11:1-10
詠 72 Rom 羅 15:4-9
Mt 瑪 3:1-12
將臨期三
Isa 依 35:1-10
詠 146 James 羅 5:7-10
Mt 瑪 11:2-11
將臨期四
Isa 依 7:10-16
詠 80 Rom 羅 1:1-7
Mt 瑪 1:18-24
聖誕節
Isa 依 9:2-7
詠 96 Tt 鐸 2:11-14
Lk 路 2:1-14
天主之母節 Nb 戶 6:22-27
詠8
Ga 迦 4:4-7
Lk 路 2:15-21
主受洗節
Isa 依 42:1-9
詠 29 Acts 宗 10:34-43
Mt 瑪 3:13-17
常年期二
Isa 依 49:1-7
詠 40 1 Cor 格前 1:1-9
Jn 若 1:29-42
常年期三
Isa 依 9:1-4
詠 27 1 Cor 格前 1:10-18
Mt 瑪 4:12-23
常年期四
Mi 米 6:1-8
詠 15 1 Cor 格前 1:18-31
Mt 瑪 5:1-12
常年期五
Isa 依 58:7-10
詠 112 1Cor 格前 2:1-5
Mt 瑪 5:13-16
常年期六
Ecc 德 15:15-20
詠 119 1Cor 格前 2:6-10
Mt 瑪 5:17-37
常年期七
Lev 肋 19:1-2,17-18
詠 103 1Cor 格前 3:16-23
Mt 瑪 5:38-48
常年期八
Isa 依 49:14-15
詠 62 1Cor 格前 4:1-5
Mt 瑪 6:24-34
聖灰占禮 Ash Wednesday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四旬期一
Gn 創 2:15-17; 3:1-7
詠 32 Rm 羅 5:12-19
Mt 瑪 4:1-11
-8-

宗旨

Fr. Gerard Kelly 主持青年組
報名﹕CCC 網頁，北區，依士活中
心，中文學校，Kingsgrove 華人組，
Carlingford 慈愛樂園
20/11 之前報名及付款可獲每人十元
折扣
Early bird discount of $10 per person is
available for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received before 20/11/2016

課程

報名

Contact 聯絡： 0490 026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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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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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及華人天主教會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日假依士活中心禮堂舉行。週
年大會已選出新一屆委員會。
CCC Homes & CCC Inc. held their AGMs on 2/10/2016 in Eastwood Centre, with new committees elected.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 華人天主教會
(Spiritual Director 神師 Fr Gerard Kelly)

丙/甲年主日讀經 Sunday Readings Year C/A
每日聖言 http://www.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Daily reading: http://www.lectionary.com/
06/11/16
13/11/16
20/11/16

時間

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7 上半學年各級新生(2 月 5 日開課)

Chinese School
中文學校

CCC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行政委員會

School Board
appointed by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由行政委員會委任

President 會長
Joe Kwan*
Vice Presidents 副會長 Barry Wong*, Ben Tsang*
Admin Secretary 秘書
Elizabeth Hong*
Admin Treasurer 財政
Mary Lee
Admin 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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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ordinator
各中心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秘書﹐財政及總務

Joe Kwan(Chairperson)
Henry Choi,
Allen Tang, Barry Wong,
School principal, School
Coordinator, Admin Treasurer
Principal : Wai Pon
appointed by School Board
中文學校校長
由校董會委任

Pastoral Sister
St. Paul Sisters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局 (9 Directors)
Joe Kwan (President),
Sr. Teresia Seeto, Henry Choi,
Barry Wong, Joseph Lai, Wai Pon, Marita Cheung,
Mary Lee, Katherine Tam(also Secretary)
Board of Trustee 信託管理局
( Elected in AGM annually)
Ruby Chan (Secretary), Richard Leung, Kelvin
Wong, Henry Cheung, Allen Tang

牧職修女
Sr. Teresia Seeto RSJ
聖保祿修女 Sr. Anne Lo SPC

Centre Executive Committee (elected in AGM )
各中心執行委員會
Lindfield 北區
Chairperson 主席
Vice Chairperson 副主席
Secretary 秘書
Treasurer 財政
Co-ordinator 總務

CCC Homes Ltd 高齡之家

Gloria Cheung
Henry Choi
Katherine Tam
Kitty Lo
Helen Shek

Management Committee
( Elected in AGM for 2016-2017)
管理委員會

Eastwood 依士活

Chairperson 主席

Joseph Lai

Catherine Wong*
Lucy Leung
Edmund Cheuk*
Becky Chan
TBA

Vice chairperson 副主席

Gloria Cheung*

Secretary 秘書

Eve Chen

Treasurer 財政

Antonia Yeung*

Co-ordinator 總務

David Lo*

* Newly elected 新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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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本刊贊助教友

Please Support Our 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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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r God,
I pray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guide and bless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Please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Give strength to those who are struggling and in
pain. Help us to find ways to better ourselves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you.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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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l in the gaps!


The giant, Goliath, was defeated by a boy call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o struck him on the forehead with
one ___________ .



A raven was the first animal to go out of the ark.



The strongest man in the Bible wa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he Bible was written over a 1500 year span.



The greatest warrior in the Bible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He defeated 135, 000
Midianites with 300 men, 300 trumpets and God.



After Moses was given the ___________ Commandments, he wore a veil over his face because
he g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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