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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環顧四周，不難發現國與國、民族與民

族、家庭與家庭，甚至人與人之間常充斥

著衝突、不和，更嚴重的是爆發戰爭。今

天的世界好像欠缺一份詳和、關懷和友

愛。教宗方濟各時常以慈父心態關注全人

類，希望大家能生活在愛內，得享主的平

安與喜樂，因此他頒訂在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八日（聖母無原罪慶節）至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十六日（基督普世君王節）為「慈

悲禧年」。教宗定慈悲特殊禧年目的，是

邀請我們透過默觀救主耶穌基督的聖容，

從而將天主慈悲的奧蹟，介紹給每一個

人，並以自己的言行宣揚天主的慈悲。 

現在教會已開始了四旬期，就讓我們更

積極回應教宗的訓示，在聖神的啟迪下，

學習並實行主耶穌愛的精神和誡命，閱讀

聖經就是最佳方法，尤其讀路加福音，這

本被稱為慈悲福音。實行教宗其中建議，

俾使身邊近人體會天主的慈悲。（請參閱

第5頁<如何實踐慈悲>一文） 

耶穌說：「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

父那樣慈悲。」（路6:36） 

尋找生命的方向 

只有愛到真處 … 深深的了悟 

明心見性 

善與人同 

尚志納天 

博施濟眾 

我想起了基督無私的大愛 

 屈尊就卑地為門徒洗腳 

基督說了：你們照樣做吧！ 

 這是我的身體 …  這是我的血 

基督又說了：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 

  這是愛的許諾 

基督肯定的說了：我天天與你們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終結 

基督的愛是人生命的本質 

使人活出生命的美麗 

在服務中繪劃彩虹 

在奉獻中栽種葡萄園 

基督深深的愛了人 

無怨無尤的愛了釘死「祂」的人 

因著愛  愛到深處無怨尤 

人與天主相晤相通 

人與人相親相愛 

善 與 人 同  周景勳神父  

大小齋例 

[守齋]的用意是 : 第一是彌補罪過；第二

是促使歸依基督的心愈益成長，引導教友

思想像基督，行動肖似基督。 

[小齋] : 教會規定凡已足十四歲的教友在

每年的聖灰禮儀日及聖週內星期五紀念基

督聖死日應守小齋，即在那兩天放棄取用

熱血動物的肉類食品。 

[大齋] : 教會也要求年齡已滿十八至五十

九歲的教友在上逑兩個日子除了守小齋

外，還要守大齋，即在那兩天只可食飽一

餐，其他兩餐只可進少許食物，其餘時間

可飲流質飲品，但不能進食其他食物(藥物

除外) 。 

教區亦依照以往的慣例，寬免在星期五

守小齋規定。但建議教友在每星期五，在

食物和煙酒方面作個人克制，或協助有需

要的人。他們可減少看電視、打牌或其他

娛樂的時間，作為克己犧牲的方式。他們

也可獻出餘暇，為窮人、病者、老人或孤

獨的人作特殊服務。 

此外，在四旬期內，他們可作特別努

力，每天參與彌撒，每天朝拜聖體或拜苦

路。 

滿懷慈悲  如同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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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少氣盛、是誤入歧途、是怒氣沖

天，總之是一時之錯，他就把自己的一生

摧毀，為自己的刑事罪行付出無窮代價，

從此成了獄中人。 

每當夜欄人靜，回首前塵往事，後悔莫

及。女朋友離開，自然傷痛；母親的掛

慮，更使他心中有愧，自此在大閘門內，

決定洗心革面，可是這種無止境的枯燥生

涯，人生還有甚麼希望？直至一天有神父

來探訪，教他知道曾有一位偉大慈悲的父

親，如何等待、寬恕和接納那位不孝地要

求分產，敗盡家財，弄致無地容身，最終

潦倒回家的蕩子。而這萬分慈愛的父親，

時刻都伸開雙手預備擁抱他世上的每一位

子女，祇要他們願意悔改更新，就可藉著

聖子耶穌基督的救贖，體會天主的慈悲。

他想不到在獄中竟有機會透過神父定期的

講道，可以反思人生的意義，也認識天主

的大愛，終於在二千年的復活節，他在獄

中接受洗禮，成為天父的兒子，雖然肉體

仍監獄，但心比活在自由世界更自由，

「有上主與我同在」這話成了他的力量與

安慰。他不但善用所有機會在獄中進修不

同課程，更把握時機向囚友福傳，為教會

和社會的種種問題祈禱，真佩服一位身受

環境所限的人，常自言心中充滿主的平

安，他積極的生活態度，能漸漸地成了獄

中模範。 

在天主的奇妙安排下，我竟能與他通信

起來，雖然大家身處不同地域，由於共同

信仰，都是主內的兄弟姊妹。每逢節日，

都邀請這邊相熟的朋友一起簽名，給這位

獄中兄弟寄上賀咭，他驚喜萬里之外，竟

有人對自己關懷，我們時常在信中分享信

仰，彼此代禱。前幾年來信告知有機會獲

釋，真是天大喜訊，我們大家同心合意為

此意向祈求，可是再而三失敗。但他對主

沒有失信心，反而視之考驗，繼續進修。

前年又有似乎肯定的機會，大家又再努力

祈禱，滿懷希望，可是所獲釋的是另一個

囚友。原來接受信德考驗的不是他一人，

或許如聖保祿所說，我們都是同一的肢

體，悲喜與共。信中滿有失意，這是人之

常情，但他最終安慰大家，他會繼續依賴

天主。近期來信告知一個令人期盼的好消

息：終於可重新投入外界社會了。當我接

到來信，立即就是感謝天主的慈悲。事事

有定時，他是因在獄中才有機會受洗；天

主也安排他在這慈悲禧年出獄。相信他在

入獄那刻，絕不會想到天主是如何慈悲恩

待自己。 

要重新投入和適應闊別很多很多年的社

會實在不易，困難和誘惑很多，他懇請代

禱，希望他記得自己所常說的話：有天主

同在，什麼也不怕。盼望兄弟能在日後生

活中，見証天主的慈悲。願天父的慈悲永

受頌揚！ 

天主的慈悲  多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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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是慈悲禧年，香港天主教

教區月曆以不同地區聖堂做每月主題，並

簡介它的歷史，移民雪梨來自香港的教友

對它們不感到陌生，可能曾留下足跡，並

勾起不少回憶！ 

一月份用中半山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為

主題，表示特別尊重聖母瑪利亞，她是主

耶穌基督的母親，既無原罪又充滿聖寵，

彌撒講道時神父以聖母參加加納婚宴時，

當她見主人家不夠酒奉客，即生善心，請

耶穌基督顯聖跡，將水變酒免主家失禮，

由此可知聖母多慈悲、仁愛，肯及時為他

人解困，而耶穌亦聽命於母親，做世人的

好榜樣！同時教導我們要愛自己的近人，

替他們解決困境，常慈悲憐憫濟眾生，造

福人群，才是主的好兒女！為表示恭敬聖

母，日常教友所在教會或家庭聚會時多誦

唸玫瑰經，求聖母幫助及讚頌慈悲、仁愛

的聖母瑪利亞。 

環顧現今世界，天災人禍常發生，一場

豪雨或大風雪便可造成災難，催毀家園。

天災無可避免，但人為的禍害則可免則

免，世人應抱著「愛主愛人」的心去生

活，多以慈悲、仁愛、寬恕去迎禧年。正

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勿因一時之

氣而犯錯，其實有些人做傷害他人的事，

可能只是一時之氣，若人人都能多自我反

省，冷靜地去處事，則可大事化小，小事

化無，退一步海濶天空，又一新景象，日

常多些笑容對待他人，尤其是來自「五湖

四海」的主內弟兄姊妹們，能互相聚首一

堂是「主賜之福」。身處異鄉多元文化的

社區中，若能和諧共處，天天過喜樂的生

活多好呀！希望日後世人能彼此共融，擺

脫愚昧、暴力和放縱的生活態度，而能在

和平自由中發展文明，多些慈悲心為老弱

及病危的人祈禱，求主感召我們以愛去對

待他人，活出基督的生活，以表示我們是

個慈悲、仁愛、友善的好教友。「你們應

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路

6:36） 

世人多是軟弱且不完美，有時可能犯

錯，平日應多自我反省，尤其是在四旬期

時，應常省察，在日常生活中，有否猜忌

和嫉妒別人，甚或只看外表而做出不合理

的判斷，毀壞了他人名聲。故我們祈禱時

最好說：「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上主，

求你來扶助我。」（詠 70:2）況且天主是

慈悲的，若我們真的有錯，可藉修和聖事

道出以往犯的過錯，求主寬恕，重新做個

好教友，如浪子般回歸上主的道路，使內

心得到真正的平安，重拾洗禮後的新生，

讓眾多天主子女重新踏上回歸父家之路，

因天主只拒絕罪惡，從不拒絕罪人！四旬

期教會內的司鐸們，也樂於聆聽教友們利

用這慈悲特殊時刻去悔改，日後在愛德中

生活，不再墮罪愆，天主多仁慈和慈悲的

啊！ 

總而言之，聖門將成為慈悲之門，所有

經過慈悲門進入的弟兄姊妹們，都會得到

天主的愛，天主會施以安慰、寬仁，並注

入希望。當我們被天主憐憫時，也要多張

開眼睛去關懷身邊所有人，對他人多憐憫

和寬大些。更希望慈悲禧年能喚醒世人除

去自我，彼此寬恕，多包容別人，在日常

生活中，活出天父賜予我們的慈悲心，多

接納他人，因「天主是愛」，祂愛我們，

並希望我們，同分享祂的愛。既是天父的

兒女，應多做「愛德」善工，宣講慈悲，

活出慈悲，因天主的慈悲是無窮無盡的，

但願教會內各弟兄姊妹們，能迴響著天主

聖言，不停地重複詠唱：「上主，求你憶

及你的仁慈和恩愛，因為他們由亙古以來

就常存在。」（詠 25:6） 

天主保佑！ 

慈悲為懷    瑪加利大      

相片提供： http://www.catholic.org.tw/hua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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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踐慈悲    平凡  

教宗方濟各頒佈自主曆二○一五年十二月八

日(聖母無玷始胎節)至二○一六年十一月廿日(耶

穌普世君王節)為慈悲禧年，在他的詔書中，他指

出耶穌基督是天父慈悲的面容，身為基督徒的我

們亦要以生活行動去彰顯這面容，以下有四十項

提點，可幫助大家落實地去善渡這禧年：  

1. 避免譏諷挖苦的語言，因為這是有違慈悲。

「上主，求你在我的口邊派一守衛，求你在
我的唇前派一警備。」(詠 141:3) 

2. 與有需要的人分享你的所有，無論是金錢、

物質或時間。 

3. 打電話給一些你知道是寂寞孤獨的人。 

4. 寫一封寬恕的信給一些需要寬恕或你想要求

被寬恕的人，如果寄不出，可以將信洒上聖

水，請求主耶穌垂憐你倆，然後將之燒掉或

埋藏。 

5. 嘗試學習這樣祈禱：「主耶穌，請祝福(某麻

煩人的名) 及憐憫我！」 

6. 計劃作些簡短朝聖之旅，例如到訪不同主教座

堂、進入一些被選為有慈悲之門的聖堂、聖祠

(shrine) 、聖人墓地等等。 

7. 為某些你相處不來或曾得罪過你的人，作些

好事或加以幫助。 

8. 為一些還活著的人奉獻彌撒，例如：家人、

朋友甚至間接知道而正面臨困境的陌生人。 

9. 讓別人幫助你，因為他們亦需感到被需要。 

10. 用些時間祈禱，從一些難相處的人身上，領

悟其可取之處，對家人亦可作同樣的事。 

11. 寄慰問咭給一些曾在六個月前喪失至愛的朋

友，因大多數人或已忘卻他/她們的傷痛。 

12. 主動為一位繁忙的母親看顧她的嬰孩，讓她

有兩至三小時自己的時間。 

13. 為一些有需要的人準備食物，例如：初生嬰

孩的母親、患病的、剛經歷喪失至愛或各類

的缺失者。 

14. 謹箝口舌。 

15. 主動為一些有需要的人作接送、買東西、做

家務…等 

16. 如未能以實際行動去幫助那些窮困或無家可

歸的人，可捐款給一些教會的慈善機構。 

17. 對有需要的人作出用心的聆聽，要有耐性和

同感心。 

18. 載長者去參予彌撒。 

19. 與人(和家人)談話時要專注，要有眼神接觸。 

20. 用整年時間去閱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富

於仁慈的天主>通諭。 

21. 列出一張你「敵人」(包括你厭惡的人)的名

單，然後每天為他們祈禱。 

22. 特意去對一些你生活圈子以外的人付以一個

微笑、招呼或對話。 

23. 將你一些喜愛的東西送給一些你知道亦喜歡

擁有這些東西的人。 

24. 在上下班途中或乘公共汽車時唸慈悲串經。 

25. 寫下一些你對配偶欣賞之處及一些他/她曾

做過令你感激的事(可能是細微的)，以後當你

生氣想批評他/她時，讀出你曾寫下的。 

26. 學習誦唸耶穌禱文(Jesus prayer)：主耶穌，
天主子，憐憫我，罪人。 

和默想天主的慈愛，會幫助我們更慈悲。

28. 每週用點時間到聖堂聖體櫃前與耶穌相伴，
有機會明供聖體更好，不然，亦可在十字架

苦像前默想。 

29. 為一個你不喜歡的人作九日敬禮。 

30. 用你最好的紙筆親筆寫一封信給某人，以表

達他/她對你的重要。 

31. 為患病或視障者朗讀一些他們想看的，如他

們沒有特別要求，聖經會是很好的選擇。 

32. 如你覺得很難為一個曾經傷害你的人祈禱，

呼求聖神幫助你。 

33. 與人對話常以親切和善的口吻作開場白。 

34. 到祖先親友的墳墓拜祀，亦可到附近的墳場

漫步，為那裏的亡魂誦唸玫魂經。 

35. 當與人交談，開始溜入閒言閒語或說是非

時，請立刻轉話題。  

36. 抽時間去退省，給自己有一天或一個晚上，

靜靜地作一些回顧反省。 

37. 招待一些你通常不會邀請的人到你家作客。 

38. 主動為人祈禱或與他們一起祈禱。 

39. 為煉獄的靈魂祈禱。 

40. 重新發現形哀矜（Corporal Act of Mercy)：

饑者食之、渴者飲之、裸者衣之、收留旅

人、照顧病人、探望囚者、埋葬死者(包括安

慰喪失至親的人)(瑪 25:31-40)。亦不要忘記

神哀矜（Spiritual Act 0f Mercy)：解人疑

惑、教導愚蒙、勸人回頭改過、安慰憂苦、

赦人侮辱、忍耐磨難、為生者死者祈求。 

求聖神助佑，盡能力多實行以上的提議，一年後

可能你會發覺你有好的轉變。 

法利塞人看見，就對衪（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老師為什麼同稅吏和罪人一起進食呢﹖」耶穌
聽見了，就說：「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生，而是有病的人。你們去研究一下：『我喜歡仁愛勝過祭
獻』是什麼意思； 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來召罪人。 」(瑪 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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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仙樂飄飄處處聞之旅   Mary  

(Kingsgrove)    

2015 年 12 月 6 日 Kingsgrove 堂區辦的意大利朝聖團，一行十六人走了十七天路程，拜訪了多位聖人聖

女，現以日記方式與大家分享我們的見聞與經驗。 

7/12 意大利時間早上七時到達羅馬機場，即時往

南走，十時半到達海拔二千米高屬國家公園的

Manoppello，參觀當地著名的 Santuaio Volto Santo 

教堂。裏面收藏了主耶穌基督的聖殮汗巾，這有二

個說法：一說是聖婦 Veronica 在苦路上替耶穌抹血

汗印上面容的手巾，另一說是若望福音二十章七節

講及與裹屍布分開放，蓋著主聖臉的汗巾。汗巾用

美麗金屬架鑲着恭奉於祭台之上，我們有幸能到此

與主親近朝拜，感恩無限。午飯後乘車三小時到達

PadrePio 比奧神父的聖堂 San Giovanni Rotondo 山

上 。 我 們 有 幸 瞻 仰 了 比 奧 神 父 不 腐 朽 的 身 體

(uncorrupted body)。神父生於 1887 年，1918 年接

受耶穌五傷(Sitgmata)，五十年傷口滲血但從不發

炎，痛楚非常。至 1968 年五傷痊癒，他也知道是

回歸天父的時候，他終於 1968 年，享年八十一

歲。過世時很瘦弱，個子也很矮小，大概是五傷所

致。他是位活聖人，能同時身處二地，也能看透別

人心靈，人不能在他面前說謊，每天花在告解亭十

多小時，改變不少人的心靈。天主也藉他的手冶癒

不少人的疾病。2004 年宣聖，宣聖前教廷程序要把

屍體從墳墓掘出，發現屍體並無腐化，如在生一

樣，在在証實天主的臨在，感謝天主！ 

8/12 聖母無染原罪始胎瞻禮，意大利全國公眾假

期。晨早從東南部經過山區到西岸的拿坡里市郊 

Napoli 的龐貝古城。古城在公元前八世紀已存在，

後由希臘人統冶，建立有規模的城市，其後由羅馬

帝國統治，建成羅馬式古城。古城面積有約六十六

公頃大，有典型的羅馬大道，供馬車行的街道，商

鋪林立，有劇院、音樂廳、男女分開的浴室，和桑

拿浴室，還有偌大的廣場。其輸水系統之完善令人

嘖嘖稱奇！可想像當時的繁榮。但在公元前 79 年

8 月 24 日位於龐貝後面的維蘇威火山突然爆發，火

山灰把整個城埋在下面，足有六米深！直至十八世

紀 1759 年左右才被發掘出來！對前人的聰明先進

設計建築讚嘆不已！ 

9/12 早上 8 時出發到梵帝崗聖彼得廣場 Vatican 

St. Peter Square 準備參加教宗方濟各接見信眾活

動。我們經過少許曲折，有機會擠到前排，當教宗

經過時我們大聲叫喊「Papa Francesco」，很興奮

感動，最後教宗在祭台上講道及祝福我們、我們的

家人及為他們祈禱的人，很感恩，不太相信是真

的。午飯後到梵帝崗博物館，欣賞西斯汀小堂的藝

術與建築，令人目瞠口呆，嘆為觀止！跟着到聖彼

得大殿 St. Peter Basilica，希望從聖門進入，以得大

赦，怎知工作人員說一定要先在網上登記後才可進

入聖門。我們望着聖門卻不得其門而入，大失所望

之餘唯有極力爭取！幸好我們梵帝崗的導遊小姐一

而再，再而三為我們詢問之後，終於讓我們通過，

那喜出望外、失而復得的心情，難以形容，真是感

謝主恩！ 

10/12 我們今天早上先到 Santa Maria in Cosme-

din Church，內裏有 St. Valentine 的頭骨及其他駭

骨，在那裏點上焟燭為所有情人，夫妻及家庭祈

禱。之後到了 St. Peter Church 裏面藏有當年綑綁聖

伯多祿的鎖鍊。伯多祿被鎖了二次，一次在耶路撒

冷，另一次在羅馬，後來二條鎖鍊都找到並交給當

年的教宗，二條鎖鍊連結一起成為一條並存於此聖

堂內。跟着到羅馬圓形競技場、君士坦丁大帝凱旋

門、特維雷許願泉 Fontana di Trevi。這水泉雄偉的

氣勢不能從照片或電視感受到，真的要親歷其境。

感恩的是這噴泉關閉了一年半作清洗維修之後，至

上月才重新開放！何等幸運！ 

我們走遍了幾個廣場，然後到了一座本是羅馬帝

國的神殿，建於公元前四十五年左右，後由天主教

會改成教堂。這座超過二千年的教堂是世界上最大

的圓拱形頂建築物，當年米高安哲路進來一看，說

這不可能是人建做的，一定是天使做的！的確，這

座令你看到目定口呆的圓頂，頂部有個無蓋的圓形

開口，雨水經此流到地下雲石地面的二個去水口，

據說有史以來，從未有過水浸。時至今時今日，羅

馬人仍用着二千年前建成的污水系統，真的佩服得

五體投地！我們以聖母雪地大殿結束這天行程，共

走了一萬六千多步！很感恩的是這些日子是祣遊淡

季，因快到聖誕所以隨處滿是聖誕燈飾及佈置，但

又未到聖誕旺季，故入場不用排隊，到那裏都可走

到最接近點觀看和拍照，甚至可在雪地上聖母大殿

最前排唸玫瑰經！感恩再感恩！ 

11/12 天氣清凉，晴朗。晨早往城外聖保祿大殿

St. Paul outside the wall 拜訪，內有安葬聖保祿的墓

穴，還放有一個顯奇蹟的十字架。架上耶穌因俯聽

瑞典朝聖者畢哲修女 Sr. Brigit 的祈禱而把頭傾側

了，並啟示了修女要世人為賠補主耶穌十字架上的

痛苦而編成的 15 端禱文。 

之後到教宗宗座教堂拉特朗大殿 St. John of Lat-

eran Basilica 參觀。歷任教宗由聖伯多祿開始至今天

在任的第 266 任教宗方濟各，都以此為宗座座堂。

牆上還有六個空位，導遊小姐說一般羅馬人認為到

填滿這些空位之時，世界窮盡將至也！走過馬路便

是聖梯教堂。信奉了天主教的海倫皇后從聖地帶回

耶穌受彼拉多審判時走過的樓梯，信徒要雙腳跪上

去。上去時很感動，耶穌被綁、被鞭打的影像浮現

眼前，飲泣求主寬恕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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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起程往 Assisi，旅程的一個重點。中途停在

一個曾有聖體奇蹟的地方 Orvieta。公元 1263 年一

位神父對祝聖後的麵餅成為基督的聖體有所懷疑，

有一天就在他舉揚聖體擘開之際，聖血流出灑滿九

摺布 Corporal，震驚神父、教友以及剛在附近的教

宗 Pope Ur Baniv。以後教宗就定了當天為聖體聖血

節 Corpus Christi Feast Day，教宗且組織在這裏山

頂建一座教堂紀念。我們乘纜車再轉小型巴士到達

一廣場，甫下車，大家嘩然驚嘆，因下午四時夕陽

照下，這座宏偉的哥德式教堂矗立山頂，上面精細

的 mosaic 馬賽克畫反映為金黃色，真令人目定口

呆。本想瞻仰聖布，可惜藏了在櫃內，適逢小教堂

內明恭聖體，能與主一樣親近。之後往亞西西去！ 

12/12 天陰，無風無雨！我們到了 Assisi 最重要

的三個地方。方濟各大殿，三個教堂合成一座大教

堂。上層為歌德式建築，牆上由大師 Giotto Di Bon-

done 繪畫了方濟各的一生；下層是羅馬式建築，內

裏簡潔莊嚴；第三層的正中是方濟各的墓穴，他早

期的四個同伴也在，我們如夢似真的居然親身來到

有教會新基督之稱的先祖前瞻仰，且參與了兩台彌

撒，真感謝主恩。更甚的是，我們竟能一次過拜會

了教會二位印有五傷的聖人，很幸福。 

Assisi 山頭裝了應是全世界最大最真實的馬槽。

方濟各是第一位用真人及動物裝飾馬槽的人，後人

繼續至今。之後我們到方濟各出生和長大的家，那

裏能遙望到聖佳蘭的家，跟着到聖佳蘭大殿，裏面

有聖達勉堂的十字架真蹟（有一千年歷史），主耶

穌顯現給方濟各囑咐他重建他的教會。地牢小教堂

是聖佳蘭 St. Clare 的墓穴，我們又拜會了一位聖

祖！午飯後下山去了聖母瑪利亞天使教堂 Santa 

Maria di Andeli Basilica。這大教堂內有一個小教

堂，是方濟各當年修建的小堂，一千多年的歷史，

十分珍貴。我們且看到方濟各有三個繩結的腰帶及

衣服，很真實、很親切。我們也看到在後園方濟各

像旁的一對活白鴿，據說從未試過少於或多於二隻

白鴿！旁邊的無刺玫瑰園也是奇蹟，據說當方濟各

受誘惑之際，他便投入這玫瑰園草叢中，但天主把

玫瑰的刺除去，對他愛護有加！ 

13/12 星期日早上參與方濟各大殿九時彌撒。置

身於聖方濟各墓穴上面，聖殿頂及四週的畫像，歌

聲加禱聲，彷如參與天上筵席一樣，感覺美妙！今

天行程又有驚喜，我們上了山頂，那是方濟各與同

伴靈修、講道、苦行，也是他接受五傷的地方。山

上充滿靈氣，山洞很冷很細小，可想像方濟各他們

的刻苦。方濟各能活到 46 歲，已屬異數。隨後我

們去到聖佳蘭（聖嘉勒）與她的修女同伴所創立的 

Poor Clare（貧窮修女院）所在地聖達勉堂 San 

Damiano，這教堂就是當年方濟各路經這破爛教

堂，教堂內的十字架向方濟各啟示叫他重修天主的

教會，方濟各便努力修補好這教堂，其實天主是要

他重建整個教會。後來聖佳蘭追隨方濟各，依循方

濟各小兄弟會修行方式建立女修院，方濟各便把聖

達勉堂讓給聖佳蘭作女修道院之用。聖佳蘭此後從

未離開過這裏，住了 42 年之久直至去世。 

14/12 星期一天氣晴朗且很清涼（7-13 度)，晨早

離開可愛的 Assisi，往東北方向到了 Siena，先由當

地導遊帶我們探訪了一位聖人 St. Catherine of Si-

ena，十四世紀道明會第三會聖女，整個歐洲的主保

聖人。她九歲時已對父母表明要跟隨耶穌基督，作

他的新娘。她曾力勸教宗額我略十一世從法國遷回

羅馬，之後留在教廷幫助教宗，她是在羅馬去世且

安葬於那裏，終年三十三歲。聖女生前有醫治能

力，服務窮人，且接受耶穌基督五傷，但聖女要求

不呈於外在，衹有自己受苦，教宗保祿六世封她為

教會聖師 Doctor of the Church。我們在道明會大教

堂拜訪了聖女的聖髑頭顱骨及拇指骨，然後到 Siena 

的聖母無原罪大教堂 Santa Maria of Assumption，

我們由聖門進入這莊嚴美麗的大教堂。教堂主要用

黑白雲石建做，裏面有很多名師的宗教名畫及米高

安哲路的真蹟雕像，洗禮池也是非常美麗的雕刻

品。教堂的古老風琴在彈奏着，為即將來臨的聖誕

彌撒作準備，我們也在教堂內作簡短祈禱而作結。 

15/12 星期二，在佛羅倫斯 Florence，徐志摩稱

它為翡冷翠的一天遊。這個孕育了藝術大師米高安

哲路，達文西及拉非爾 Raffaello 及許多藝術家的古

城，文藝處處，隨便在街上牆上都有一幅文藝復興

時代或更古舊的畫。我們先走到一間前方濟各會修

道院看一幅壁畫 Fresco painting 濕壁畫–耶穌基督

與門徒的最後晚餐，是放於修士們的餐堂內，作者

是米高安哲路的第一位老師。米高跟了這師傅不

久，發覺自己最大興趣是雕塑，便離開了這位師傅

另隨名師。但後來教宗請他畫梵帝崗聖西斯汀小堂

內，在教堂天花的驚世鉅作「創世紀」及在祭台正

面牆上的「最後審判」，他能有這些傑作，天賜奇

才也！此行學了並看了很多藝術品及知識，記得幾

多不敢說，但人也靈氣了一點點吧！至於參觀的教

堂，正是一浪接一浪，高處未算高，間間都令人嘩

然！今天又再一高潮，轉入一小巷，慢慢出現眼前

的百花聖母大教堂 Santa Maria dei Fiore，簡直令人

嘆為觀止！是人類的傑作嗎？非親身看到，不能形

容，拍照也不能反映到它的宏偉美麗。教堂前面一

座偌大的黑白雲石六角型建築是洗禮池，每年復活

節前夕 Easter Vigil 為成年皈依信徒付浸洗禮。它的

一對金色門，由創世紀開始至撒羅滿王的舊約聖經

故事盡述其中。各位準備受洗者，可考慮明年到此

洗禮。 

16/12 天晴溫暖，米蘭 Milan 一天遊，又是一位

靚女導遊，先帶我們到 Castello Sforzesco，這城堡

屬十三世紀最有錢家族所擁有，請了 Leonardo Da 

Vinci 設計這城堡，之後我們到了感恩聖母教堂道明

會會院前會士飯廳，參觀達文西所繪畫的壁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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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這幅畫經歷很多次破壞，特別在二次大戰期

間，經過不斷的修復，我們今天能看到這幅畫的原

狀。為保存這幅名畫，入內參觀有嚴格限制：每天

限制人數，每次不可超過三十人，並只限十五分

鐘，因怕呼吸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會影響這幅畫。達

文西的畫，經導遊細心指導，比較懂得欣賞了。畫

作是根據福音，耶穌在最後晚餐時所說「你們中有

一個要出賣我」，耶穌像投了一塊石頭在湖中，起

了一片漣漪。門徒們三個一組，猶達斯也在其中

（在這以前的畫，猶達斯都被安置在餐桌外），坐

近耶穌的伯多祿手拿着小刀，表現出其衝動，遠一

點的猶達斯則兩臂緊張架起，好像未知發生什麼

事；而耶穌自己是獨自一人，寂寞憂苦的，因門徒

們還未明白他。真感謝導遊的講解，十五分鐘到，

立刻被趕走！跟着去了舉世聞名的米蘭主教座堂

Duomo，經六百年才建成的偉大歌德式聖堂，意大

利人是不喜歡歌德式建築，但因政治關係要建歌德

式，所以他們沒依正統的歌德式建築來一個尖頂，

卻建了百多個尖頂，加上精細絕倫的裝飾，成了這

座令人驚嘆的教堂。教堂頂存着一口耶穌聖十字架

的釘，非常寶貴，教堂內的建築宏偉，彩色玻璃更

令人目不暇給，感恩，感恩，更感恩是我們走第三

度聖門！ 

17/12 星期四，天晴溫暖。起程到一個比羅馬帝

國更古老的城市柏多雅 Padova，旅遊車不能進入舊

城，走路需約廿分鐘，所經過的就是典型的羅馬大

道，兩旁拱型建築，後面便是商鋪，在龐貝古城遺

跡倒塌了的上蓋不再需要憑空想像，盡現眼前。來

到最重要的朝聖點聖安多尼大教堂，大殿內安放了

這位十四世紀聖人 St. Anthony 的遺體。這教堂原是

一座小教堂，聖安多尼在這裏服務宣講，遺言說要

葬於這裏，因此他雖是葡萄牙人，但安眠於意大利

柏多雅。聖人生前是位宣講神父，傳教之初，人們

醉心享樂而忘記天主，不理會他的宣講，於是他來

到河邊向水中魚兒講道，所有的魚都擁來聽道，

Padova 的人叱叱稱奇，並接受聖安多尼的訓誨。他

一生行了不少奇蹟，死後十一個月便被教廷封聖，

比他的會祖方濟各死後二年才獲封聖更早，可見天

主透過聖安多尼行了很多奇蹟。他現在更是天堂失

物主管(一笑)，很多人失物後都找他，大部份都失而

復得！其實聖人聖德超凡，愛主情深才是我們跟隨

的好榜樣。他特別親近耶穌聖嬰，以童心信靠主耶

穌，我讀他的傳記，他從小便與小耶穌是很好的朋

友，靠哂佢！聖安多尼的一位修會同伴及一位朋友

都曾見過他祈禱時房間很光亮，聖人手抱聖嬰祈

禱，但他嚴禁他人透露此奇蹟。故此，聖安多尼像

都是抱着耶穌聖嬰的。我們先到一小堂，內有聖人

的棺木，據說幾十年後開棺，他的舌頭仍然是粉紅

的，天主讓我們知道他實是福音的宣講者！我們拜

會過他的下顎及舌頭後，是否應努力為主作見證？

我們之後到了聖安多尼墓，摸着他的墓請他為至愛

親人祈禱，當然也包括堂區內多位有需要的姐妹！

也許大家想知道聖方濟各與聖安多尼有沒有相遇

過？答案是有的。當安多尼在西西里養好病準備回

葡萄牙前，方濟各會在亞西西舉行大會，安多尼隨

大隊到了亞西西而與會祖方濟各見面。 

18/12 我們本該早上起程去威尼斯 Venice，但我

們的絕好領隊很想我們看一幅，不，是一組十三世

紀 Giotto Di Bondone 的名畫，是濕壁畫，整本新約

聖經的重要故事都畫了在兩邊牆上，分三層樓展

示，讓當時大部份不懂拉丁文的人可明白聖經。這

位當時及以後都極具影响力的畫家，是第一位能把

畫中人的表情盡現。因在他以前只是希臘式的 icon

畫，全部都要按規格，毫無表情，他是第一人把一

幅畫生動起來。在小堂背面的一幅「最後審判」，

米高安哲路也要來看看才構思他在 St. Sistine Chapel 

的那幅最後審判。其他很多大師都對 Giotto 推崇備

至。他二層樓的聖經故事可循迴一直看，由聖母領

報開始，也可上下看，例如上一層是三賢士來朝拜

猶太人的君王聖嬰耶穌，下層是這位君王為門徒洗

腳，十分震憾！在「最後審判」地獄裏的魔鬼吃掉

壞人，之後瀉出來，循迴永不休止，叫人千萬別遠

離天主！! 

下午坐船到達威尼斯，我們參觀聖馬爾谷(聖瑪

可)教堂 St. Marco Church。馬爾谷曾在威尼斯傳

教，很受威尼斯人愛戴。之後被派往埃及亞歷山大

傳教，在亞歷山大港逝世，威尼斯人把聖人屍體混

入運送豬肉的貨箱偷了回威尼斯，恭奉於這教堂

內。教堂以包 24K 細粒馬賽克 mosaic 砌成，莊嚴

美麗。跟着我們參觀像皇宮一樣的身兼市議會，

Doge 議會長（總督）住所、法院及監獄。威尼斯以

前是一個強國，民主選舉已存在，亦有健全制度防

止貪污，很了不起。至於聞名浪漫的嘆息橋則是囚

犯被判刑後經過此橋嘆息一番而得名。 

19/12 早上隨着我們離開意大利，亦結束了這次

朝聖的旅程。我們乘車往奧地利 Austria 去。巴士載

著我們在公路上跑，不多久便進入山區，穿越無數

的山洞，原來我們正穿過阿爾卑斯山。六小時的車

程，大家沒有叫苦之餘，卻非常享受山景的美麗。

還記得電影 The Sound of Music 開場時主角 Julia 

Andrews 在山上唱歌那幕，便是取景於此；或者小

時候看卡通片「飄零燕」的背景也是阿爾卑斯山。

幅幅都是像明信片的風景，捨不得睡覺。真的，住

宿酒店就是在山腰，像仙境一樣，每間房間都有露

台，我們就享受著這人間仙境！ 

餘 下 四 天 的 旅 程 ， 我 們 遊 歷 了 奧 地 利 的

Salzburg，德國的國王湖。穿越了世界其中一個最

小的國家－列支登士敦 Liechtenstein。最後來到瑞

士蘇黎世 Zurich，便結束了我們這充實而愉快的十

七天旅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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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週禮儀時間表    Timetable in Holy Week       
24/3 聖週四 Holy Thursday 

    下午 8:00 pm 
主的晚餐 (Santa Sabina College1) 
朝拜聖體  

Lord’s Supper (Santa Sabina College1) 
Adoration to Holy Eucharist  

25/3 主受難日 Good Friday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上午 10:00 am  
   下午 2:30 pm 

成人組 (Santa Sabina College1) 
避靜詳情容後通告 
次序﹕拜苦路﹐講座﹐修和聖事 
(備有簡單午餐—麵包/飲品)  

Adult group (Santa Sabina College1) 
Retreat details to be advised 
Sequence : Station of the Cross﹐Talk, Reconciliation 
(light lunch provided - bread / drinks) 

  青年組 (Society of St. Paul2) 請於 9:45
到達 
避靜﹐修和聖事﹐拜苦路 - Fr Gerard 
Kelly   (備有簡單午餐—麵包/飲品)  

Youth group (Society of St. Paul2) be there at 
9:45 : Retreat﹐Reconciliation﹐Station of the 
Cross - Fr Gerard Kelly  (light lunch provided 
- bread / drinks) 

  兒童組  (Santa Sabina College1) 
司徒修女帶領拜苦路及各項活動  

Children group (Santa Sabina College1) 
Station of the Cross & activity led by Sr. Seeto  

   下午 3:00 pm - 
  下午 4: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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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ult/Children groups (Santa Sabina College
1) 

Youth group (St. Dominic’s Parish Church3) 
Passion, Veneration of the Cross 

26/3 聖週六  Holy Saturday 
  下午 6:30 pm 

主復活前夕彌撒暨聖洗聖事 
主禮神父容後通告  
 (Santa Sabina College1) 

Easter Vigil Mass with Baptism 
Celebrant: to be advised 
(Santa Sabina College1) 

   彌撒後 After Mass 聚餐  
詳情容後通告 

Dinner  
Details to be advised 

27/3 主復活日 Easter Sunday   主復活日彌撒 (詳情稍後公佈) Easter Sunday Mass (details to be advised) 

地址  1Santa Sabina College : 90 The Boulevarde﹐Strathfield  
Address 2Society of St. Paul : Cnr Meredith St & Broughton Rd. Homebush 
  3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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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0 026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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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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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四旬期內拜苦路    Station of the Cross in Lent 

北區中心    逢星期五 下午 8:00 Holy Family of Nazareth’s Church, Lindfield - Every Friday 8:00pm 

依士活中心 逢星期五 下午 8:30 St Kevin’s Parish Church, Eastwood—        Every Friday 8:30pm 

周景勳神父將於 7 月

1 日至 7 日在各區主

持避靜及講座，詳情

稍後公佈。 

高齡之家現有一間一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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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請

與 Joe Kwan 聯絡（0412 

128 388）。  

依士活中心 明供聖體 

Exposition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St Kevin’s Parish Church, Eastwood 

每月第一主日下午 2:00-3:00 pm  

請各位教友熱心參與， 
和主耶穌共聚一小時 

SKYE St. Kevin's Youth/Young adult Eastwood    依士活中心--青年組  

Youth group gathering will be held from 10:45 am in the Parish Meeting room on every Sunday.  We aim 

to help the youths to live our faith. Any youth from year 7 to 25 years old are welcome. Please contact 

Catherine Wong for details.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about bible, a bible study session led by Fr. 

Lito and organised by our young adult group will be held on every 2nd Sunday at 1:30 pm in the 

hall.  Please contact Harold Pon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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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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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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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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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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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6 聖枝主日 Isa 依 50:4-7 詠 22 Phil 斐 2:6-11 Lk 路 22:14 - 23:56 

27/3/16 復活主日 Acts 宗 10:34,37-43 詠 118 Col 歌 3:1-4 Jn 若 20:1-9 

3/4/16 復活主日二 Acts 宗 5:12-16 詠 118 Rev 默 1:9-13,17-19 Jn 若 20:19-31 

10/4/16 復活主日三 Acts 宗 5:27-32,40-41 詠 30 Rev 默 5:11-14 Jn 若 21:1-19 

17/4/16 復活主日四 Acts 宗 13:14,43-52 詠 100 Rev 默 7:9,14-17 Jn 若 10:27-30 

24/4/16 復活主日五 Acts 宗 14:21-27 詠 145 Rev 默 21:1-5 Jn 若 13:31-35 

1/5/16 復活主日六 Acts 宗 15:1-2,22-29 詠 67 Rev 默 21:10-14,22-23 Jn 若 14:23-29 

8/5/16 復活主日七 Acts 宗 7:55-60 詠 97 Rev 默 22:12-14,16-17,20 Jn 若 17:20-26 

15/5/16 五旬節 Acts 宗 2:1-11 詠 104 1 Cor 格前 12:3-7,12-13 Jn 若 20:19-23 

22/5/16 聖三主日 Prov 箴 8:22-31 詠 8 Rom 羅 5:1-5 Jn 若 16:12-15 

29/5/16 常年期九 1Kg 列上 8:41-43 詠 117 Gal 迦 1:2,6-10 Lk 路 7:1-10 

5/6/16 常年期十 1Kg 列上 17:17-24 詠 30 Gal 迦 1:11-19 Lk 路 7:11-17 

12/6/16 常年期十一 2 Sam 12:7-10,13 詠 32 Gal 迦 2:16,19-21 Lk 路 7:36-8:3 

19/6/16 常年期十二 Zech 匝 12:10-11 詠 63 Gal 迦 3:26-29 Lk 路 9:18-24 

26/6/16 常年期十三 1 Kg 列上19:15-16,19-21 詠 16 Gal 迦 5:1,13-18 Lk 路 9:51-62 

3/7/16 常年期十四 Isa 依 66:10-14 詠 66 Gal 迦 6:14-18 Lk 路 10:1-12, 17-20 

10/7/16 常年期十五 Deut 申 30:10-14 詠 69 Col 哥 1:15-20 Lk 路 10: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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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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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c-inc.org.au/wp-content/uploads/2012/03/good-Friday-Retreat-enrolment2.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http://www.liturgy.sydneycatholic.org/images/uploads/180711/2015Acolyt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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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一 相  (更多相片在本會網頁) 

除夕感恩祭在依士活中心由麥神父主持, 其後在禮堂

聚餐聯歡 

New Year celebration Mass in Eastwood Centre 

celebrated by Fr Mak, followed by light supper in 

the hall. 

2015 年第廿五屆家庭營         2015 25th Family Camp 

(左至右) 與麥英健神父遊 Penrose Park, 雪梨海港, 午餐, 及市內聖堂 

(L to R) Outings with Fr Mak to Penrose Park, Sydney harbour, lunch and chu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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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c t o r i a l  (More photos on CCC website) 

中文學校頒發長期服務獎給教職員及義工 

Long service awards to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staff and volunteers 

(左至右) 中文學校 2015 結業禮中國舞蹈及學生表演、就讀十年學生及國粵語班畢業同學致辭 

L to R) Chinese School 2015 presentation day with Chinese dances and student performances, 10 years students and 
graduates from Cantonese & Mandarin classes

中文學校教職員及義工週年聚餐 

Chinese school annual dinner 

高齡之家慶祝農曆新年 
CCC Homes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依士活中心慶祝司徒修女當修女五十週年 
Eastwood centre celebrate 50th anniversary of Sr Seeto sisterhood  

中文學校慶祝農曆新年 

Chinese school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慶祝依士活堂區神父晉鐸廿八週年 
Celebrating 28th anniversary ordination of St 

Kevin’s parish priest Fr Martin 

陳樹榮神父在依士活中心主持彌撒 
Fr Harry Chan celebrating Mass in 

Eastwood centre 

非常務送聖體員在依士活中心接受派遣禮 
Commissioning of extraordinary ministers in 

Eastwood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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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boys and girls, 

 

I hope you are all having a wonderful summer! With such a  

flurry of activity, I hope you are enjoying time together with those around you and looking after each other. 

 

I find it wonderful that we have friends and family to share the joys and also, the let downs that sometimes seem 

impossible to face alone. In this issue of Children’s Corner, we will make finger cymbals using materials you might 

find at home. 

Praise him with the 

clash of cymbals, 

praise him with 

resounding cymbals. 

 

Psalm 150:5 

- 15 - 

Materials 
To make 2 finger cymbals: 
 2 large buttons with large 

holes 
 2 rubber bands 
 1 toothpick 

Time frame: 15 minutes 

Method 

 Thread a rubber band through two holes in button (If it is tricky, 

use the toothpick to push the rubber band through the holes. 

 Repeat to make a second cymbal. 

 To play, fasten cymbals to your fingers and tap out a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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