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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悉 尼華人天主教會(CCC)的其中重要使
命，就是把天主的愛與人分享。多年來透過
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及設施，為的是活出主
耶穌的教導，實踐愛主愛人的精神。

提起Eastwood依士活這社區，相信大家都
會想起唐人雜貨店、不同類型的商舖、各式
食肆…，到處都可見亞洲族裔走在街頭，普
通話和廣東話此起彼落。由於愈來愈多華人
聚居這區，有見及此，CCC便於今年七月在
Eastwood依士活區成立了新的彌撒中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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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為操華語的朋友，提供他們尋靈性生命的
平台。仁慈的天主既已透過 S t Kevin’s Church
提供我們合適的地方，就要靠各位兄弟姊妹
抽出時間，一同為建設基督的神國而努力。
「莊稼多，工人少」，耶穌這話，是否也是
對你說的呢？

十 二月很快來臨，投身為主服務，就是
送給耶穌聖誕的最佳禮物。願主的平安常與
我們同在！

天父的田莊

那 天在家閒著無聊，拿起手機，隨意在

「我？呀…你…你怎麼知道我的名
字？」

網上翻閲翻閲。啊，卻竟然看見一則奇奇怪
怪的招聘廣告：

「 我 的女兒，你不是經常向我兒說，認
識祂是你一生最大的福氣嗎？你不是祈求
過：『主，請讓更多人如同我一樣能夠認識
祢』嗎？如果那都是你肺腑的真心話，那
麼，你願意接受耶穌的派遣，去收割祂的莊

「天父的田莊」招聘廣告
職位：無數空缺，急需大量人手。
條件：學歷才華不拘，身材長相無求；心甘
情願、勇於嘗試者優先。
薪金：聖神的德能、信望愛三德、試練中的
堅強、困苦中的喜樂
長俸：永恒的天福

稼嗎？因爲，現在越來越少人，願意投入田
莊的工作。正如我兒説過：『莊稼固多，工
人卻少。』」

噢 ！她怎麼可能知道我和耶穌之間的這

哈 ！看過這則有如惡作劇一般的招聘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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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來看看吧

Dorothy Ho

「人生活不只靠餅，而也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瑪 4:4)

依士活(Eastwood)又有甚麼？
「喂，這麼早去哪裡？」「去

Eastwood，
遲咗就難找位泊車！你知又多間燒臘舖開
了，九折呀！」「不用趕，街頭那間八折
添，真是益街坊！」「你住在這區可天天
去飲茶，吃盡大江南北菜！」
「配 藥呀？你知最近新開那間價錢平一
點，還有是講廣東話的。」「我們固然要
注重身體健康，但靈性生命也不要忽
略！」
「喂 喂喂，老陳，你時常把這區的新嘢
介紹我，Eastwood的確可供我們衣食住行不
少方便，但身為一個天主教徒，你又知道
這區多了些甚麼？你不是說英文彌撒不合
你？現在有機會參與中文彌撒啦！早在七
月開始，就在 St Kevin’s 教堂，你時常都泊

車在那大停車場附近。每星期日正午十二
時彌撒，彌撒後有午餐，我想老陳你都一
齊啦！」「我以為到Eastwood只有飲茶和
shopping(購物)，哈哈！我多年冇去教堂，
現在可以去，真要感謝主！」「無任歡
迎。喂，你退休啦！有時間來幫幫手，不
但服務同胞，也服務天主子民，唔好埋沒
天主給你的恩賜：時間、才能、精力和健
康呀！」「我可以做到甚麼？又點聯絡負
責人呢？」「好簡單嗟，打電話到 0413
726 213, 實有一款啱你做。」

St

Kevin’s 聖堂交通方便，由依士活火車
站只需步行七分鐘便可，545 巴士更直達門
口。聖堂平日都開門，環境寧靜，我們隨時
可以入內靜坐祈禱，把一切心中喜樂、憂
慮與耶穌交談，甚至為別人代禱。世上沒
有任何地方，比在耶穌聖體前更被接納！

許多的對話？

告，一則出於好奇心，想去探個究竟；二則
反正無聊，心想按照廣告指示，致電應徵，
鬧著玩玩又何妨！

「 不 要害怕！我當然知道，因爲我和我
兒經常傾談。還很喜歡談論你們每一個門徒
的事情呢。」

電話接通了。
「 天 父的田莊。我是Mary，有什麼事可

「… 你 真的是聖母瑪利亞？我……」莫
非我要如實地告訴她，我只不過是閒著無聊
來鬧著玩的？「唉！其實，我……」我真的
無言以對。我該如何是好？

以幫到你？」

啊？想不到竟然真的有這一家公司？
Mary？哈哈，心想：難道你是聖母瑪利亞？

我 結果在懊惱中驟然醒來，一臉是汗！

電話裏繼續傳來那把溫柔的聲音：

啊！那只是一場夢！可是夢醒多時，夢境的
每句話卻令我思前想後。

「是，我就是！」

我不禁目瞪口呆，什麼？連我心裏的

一 想到當年自己信主的歷程，就要感恩

話，她也聽得見？我還未及回過神來，那位
Mary就繼續溫柔地往下說。

於耶穌如何慷慨地派遣了三位遠自美國和意
大利前往香港傳教的神父、多位香港本土的
修女和一位聖經老師來引導我信主領洗。單
是為了收割我「這棵莊稼」，就出動了這許
多的「工人」。如今，我是否要效法那些曾
經義無反顧來照顧我這顆禾苗的工人，到天
父的田莊，去收割和照顧其他禾苗的成長
呢？是的，主，請教導我做個感恩快樂的工
人吧！

「 我 兒的事業，在這二千多年來，雖然
經歷了許多波折，卻全賴祂的宗徒和歷代許
許多多的門徒，當中還有為數不少的殉道
者，不斷背負自己的十字架，或經歷千辛萬
苦，或離鄉別井，向普世出發，見證我兒的
事跡，傳佈祂的福音，顯揚祂的聖名，使迷
失的子民領洗皈依，以致『天父的田莊』在
世界各地得以慢慢地開拓起來。」

自 中學四年級領洗至今，我在教會的時

她 的話語娓娓動聽，說得頭頭是道，她
真的就是聖母瑪利亞？在我猶疑之際，她接
著下來的一句話，嚇得我整個人差點兒跌在
地上。

¾¾〔下接第 5 頁〕

-2-

Maria Lee

「M aria，多謝你主動回應我們的招聘廣
告。你願意為天父的田莊，做些什麼？其
實，無論你決定做什麼，我和我兒必然會為
你的決定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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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也不算短，曾見證過無數主内的兄弟姊妹
長年累月、堅定不移地在各個崗位上用心盡
力地熱誠服務。不管他們的學歷、背景和人
生經驗，只要他們向耶穌的邀請說「願
意」，進入了田莊工作，他們就得到各種美
妙的轉化。我真的領略到，一如招聘廣告所
言，他們收穫了聖神的各種德能：有人收穫
了去傳教的信心；有人掌握以前一竅不通的
¾¾〔下接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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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稼多 工人少

這 是一篇摘自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至
九節，耶穌對門徒的訓導。相信很多人都聽
過這段福音，但真正明白箇中道理，並付諸
實行的，估計不是很多人。我反反覆覆看了
不下十次，依然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到最
後才有一個大概的畫面浮現出來。

這 個故事是繼耶穌派遣了十二人之後再
多派七十二人出外，宣講天國的福音。以我
狹窄的思路，我會這樣理解：莊稼就是一般
的普羅大眾；莊稼的主人就是天父；工人就
是神職人員。眾所周知，神父的數目正在日
益減少，在老的一輩退休之後，願意加入的
年青一輩越來越少。所以，神父間的互相調
動、一個神父一個堂區、神父一日舉行多台
彌撒的情況並不罕見；神父們也經常疲態畢
露，他們也非常渴望可以得到休息。其實聖
召對年青人來說，是一個不簡單和不容易的
抉擇，其間的「主動」和「被動」感，如沒
有充份的啟示，是很難領悟得到的。

首 先在主動方面，除了要很清楚這是聖
召之外，亦要顧及身邊家人及朋友的反對與
贊成。聖召這回事，只有當事人才知曉；他
要很清楚這一「叮」不是在失意時所引發，
而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得出的抉擇。最重要是
他若能消除一些主觀的成見、客觀的巧合、
非理性的結論，再融合理性的分析，才做出
這個決定的話，他真的是被聖召了。在吳伯
仁神父的晉鐸感言中，他這樣寫道：有位朋
友給我忠告「當天主為你開一扇門時，不要
自行把另一扇門關掉。」他的意思是要我自
然地與異性保持交往，不要因為考慮聖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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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而劃清界限。最後結果如何在天主手中，而
不是在於我們個人。「不是你們揀選了我，
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實，
…。」（若15:16）

接著而來就是要應付家人和朋友的聲
音，這可能是最大的考驗。家人的壓力，尤
其是長子嫡孫的，與及朋友的誤解，都足以
令受召者洩氣。還有是隨之而來的多年訓
練，若不是真的受召，恐怕也會使人意興闌
珊，索然無味；最後還是放棄。故此，聖召
在主動和被動的過程中，所要接受的考驗，
真不足為外人道。

工 人既然那麼難求，那些莊稼怎辦呢？
在Catholic Daily Gospel Meditation (天主教每
日聖言默想)裏曾這樣說：平信徒一樣可以
作收割的工人，教會可多利用平信徒來作傳
道員，分擔神職人員的傳統工作，雖然不是
每一項工作平信徒都可以做，但總有一些是
他們能夠辦的。要協助福傳的平信徒，當然
要多讀聖經，多了解天主教在神學及教理方
面的知識。就如塔冷通的比喻一樣，我們接
受了福音，也接受了洗禮，並確認耶穌是我
們的救主，那我們便應善用這些恩寵，將之
發揚光大，把福音傳遍天涯海角。
「 不 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
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
實。」(若 15:16)所以我們應該感到能為教會
做事是一種榮幸，能為天主所用是極大的恩
寵，願我們繼續努力祈禱，祈求園主能派更
多的工人去收割。

天父的田莊

電腦程式或開發了潛藏的各種才華，用於
傳教的工作上；有人以祈禱、鼓勵的言
語、關懷的愛心去探訪、安慰和陪伴身心
靈受創的人；而更多人是在擔心和懷疑

抛得開對自己的評價，而讓聖神自由隨意
地使用自己，我想或許能解決工人少的問
題。
「莊 稼多，工人少」是教會歷來面對的
問題，這問題在現世更待迫切地解決。我
們當然要聽從耶穌的教誨，「應當求莊稼
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割衪的莊稼」
（路10:3）。同時，我們也必須反思，莊稼
的主人所要派遣來的工人，是不是我？

中，試著把自以為不足的能力去開展耶穌
所差遣的工作，到頭來，卻一如燧石般面
不改容地應對困難，孜孜不倦地繼續為主
工作。他們讓我明白：不是他們在工作，
而是聖神在他們之内工作！要是我們可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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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為主服務

「 四 海之內皆兄弟」這話，對主內的弟
兄姊妹們來說有更深的感受，因我們是基督
徒，受洗後做耶穌兵，同稱天主為父，大家
有着同一的信仰，是主的好兒女。「你們既
然接受了耶穌基督為主，就該在衪內行動生
活，在衪內生根修建，堅定於你們所學得的
信德，滿懷感恩之情。」(哥2:6-7)

因着主內的緣故，主內的弟兄姊妹們常
在華人天主教會聚在一起，參與彌撒聚會及
其他宗教活動，一同祈禱希望彼此都能得到
平安和喜樂。既然承認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
主，衪為了救贖我們而甘心被釘在十字架上
死，褔音是我們生活的方向，教會團體是散
居各處的小羊群，若能彼此相愛和合一，就
是天主的好兒女，也使世人認出他們是耶穌
兵。發揮各人所獲得的獨特神恩，在團
體內彼此合作，況且為教會服務作出貢
獻，是教友的本份和責任。

瑪加利大

記得神父在彌撒聖祭講道時曾說：「天
主是至公至義的，凡為主服務的人，不論他
工作時間是長是短、或多或少，均一視同
仁，主給予他們的賞報是『內心的平安和喜
樂』，就是最大的回報了。」

主是仁愛慈祥、聖善無比的，上主是偉
大且高深莫測，加上「天主是愛」，教友們
為主服務是「以愛還愛」，更是「愛主愛
人」的表現，能作出犧牲和奉獻的弟兄姊妺
們，請把握為主服務的機會，踴躍和入其
中，共同光榮主，讚美主，感謝主。

主佑各位。

目前華人天主教會各中心，主日彌撒後
均設有午膳供應，以便教友到聖堂參與感恩
祭後，有機會認識該堂區的神職人員和來自
五湖四海的朋友，增加對堂區的歸屬感。彼
此藉著交談和分享各人的喜或憂，了解近
況。但與別人交往時得要接受也要付出，更
要明白團體各成員都有分担各項工作的責
任，來建立對教會大家庭的歸屬感和責任
感。現在各華人天主教會中心都需要多些人
來分担教會內不同類別的工作。既然主已給
予我們豐盛的潛力，為何不好好地趁此機會
告發揮及善用它呢？

現在那些熱心為教會服務的弟兄姊妹
們，有些仍在職、或半退休、或已退休的，
都常抽空來當義工，為主服務，充份顯示出
他們真的能「愛主愛人」，是我們的好榜
樣，也是主的好兒女，實在難能可貴，值得
學習。

其實只需用少許時間為教會做些事，都
能悅樂在天大父。不過現在正是「莊稼多、
工人少」，尤其是最近華人天主教會在依士
活開設了新的彌撒中心，實有人手不足之
感。若能團結一致，齊來響應，彼此通力合
作，各盡所長，多些接班人來作無私奉獻，
勇於為主服務，問題便可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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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提供： www.zhuyes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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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3 72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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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生活

享

生活隨筆

東尼

主啊！讓我成為你傳播和祥的僕人，
在充滿憎恨的地方，散播愛心；
在充滿創痛的地方，散播寬恕；
在充滿絕望的地方，散播希望；
在充滿疑慮的地方，散播信心；
在充滿黑暗的地方，散播光明；
在充滿哀傷的地方，散播歡樂，
神聖的主啊！願我不要一意的追求被撫
慰，而不去撫慰別人；
願我不要一意的要求被寬恕，而不去寬恕
別人；
願我不要一意的去追求被愛，而不去愛別
人；
因為當我們施捨時，就有所獲得，
當我們寬恕他人時，也被寬恕，
當我們奉獻生命時，就得永生。

翻開舊相簿，其中一張帶黃的照片，背
景是童年時，祖屋後山俯瞰下來一片片綠
油油的農田，在農作物成熟時候，菜場主
人會通知附近的村童幫忙收割。我們一班
小伙子自然興高采烈的去做臨時工人，完
工後主人會分些菜蔬給我們回家，媽媽會
加工曬成菜乾，留到秋冬時候食用。

另一張是母校當年初建成的模樣，由一
個西式大花園中改建而成，到去年回去參
觀時，規模已是翻了兩翻，以前種下的小
樹林，現已成古樹參天，樹影婆娑，所謂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在一班師長們的苦
心教誨、春風化雨下我們當年這班孺子也
走進了社會，仕農工商，各執一藝，其中
不乏成功人士、社會賢達。在師長同學聚
集聯歡會上，我們也不忘唱起那首悠揚莊
嚴的校歌：「偉哉之一真神…我們願以心
靈和誠實敬拜主，因為主是靈…」。

再下來的一張是維省的大海洋路上，那

主題

莊稼固多 工人卻少

需：
◇ 觀壞事而不驚；
◇ 讓好與壞並存，直到今世的終結；
◇ 明白在每個人或機構當中，都存在著好的
和邪惡的事。

「 莊 稼固多，工人卻少。所以你們應當
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割祂的莊
稼。」(瑪9:37-38)

天 主創造世界，一切豐碩，天主亦希望
我們能分享天國的福傳果實。

天 主尊重所有人，人受到的誘惑都是大

天主派遣其獨生子耶穌來拯救我們之

過自己的意志，我們小心勿將別人標簽為好
人或壞人。

前，祂已派遣先知到來，為使人悔改皈依，
回到祂內。天主雖很努力但仍未滿意，因為
人們仍生活在罪惡之中，故祂派遣其獨生子
耶穌從罪惡中拯救我們，並給我們開啟天國
的大門。

我 們都知道，魔鬼就是那在麥子中間，
撒上莠子的仇人，收割莊稼之時，就是今世
的終結。天使就是收割莊稼的工人。天主要
麥子和莠子一同成長，直到收割之時。我們
懷著信心與希望，當種子不斷生長，穀粒定
能壓倒莠子。

基 督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已有二千多
年，但很多問題在過去數十年卻日趨愈大和
愈差，基督不停要求每一個人用其才能去服
務人群，但衪亦需要工人去收割衪的莊稼。
因此，凡已受蒙召的人應同聚於教會團體
內，一同懇切祈禱並細聽基督的呼召，教會
需要工作人員亦同樣需要信徒。

同 樣地，天國好像一粒芥子，耶穌基督
強大的說話就隱藏在內，天主會使之生長和
結果。讓我們繼續為主工作，管它有沒有我
們所期望得到的幫助，我們只要全心依靠基
督的話語，天主必會成就我們。我們只需盡
己所能樹立基督徒的好榜樣，一切成敗便留
給天主。

天 主經常要我們忍耐、慈悲、寬恕、包

著名世界的海邊名勝：十二門徒石。記起
以前和老妻初戀時期也曾到此一遊，在夕
陽和雲彩的掩映下，瑰麗絕倫，巧奪天
工。這正好代表天主給世人一個活生生的
印證，就像當年耶穌差遣十二宗徒，將福
音傳到後世和全人類、直到地極。

家居維修
Dennis Cheung
Mobile: 0416 205 209

看看現今這個凡塵俗世，天災人禍，罪
惡連天，戰爭殺戮，無日無之，就連自己
的原居地香港，在此刻也陷入政治危機。
也讓我們默默祈求全能的天父，能感召和
差遣更多神聖的使者工人，打救因伊波拉
病毒而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給中東國
家帶來和平，使各地國泰民安，尋回像我
們這班迷途的羔羊，拯救所有失落的靈
魂。誠如經上記著說：「已壓破的蘆葦，
他不折斷，將熄滅的燈心，他不吹滅，直
到他使真道勝利。」(瑪12:20) 希望有一天
會見到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會說中文的
天主教會出現，也希望多些主內兄弟姊妹
踴躍投稿，寫出生命的見證，彰顯天父的
大能。

修補圍欄、瓷磚、牆壁裂縫，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

養，貨 van 搬運，一切家居什項
維修。
經驗豐富，保証質量，
大小工程，無任歡迎，
服務教友，可靠忠誠。

免費報價，歡迎電話查詢
My Service is Your Guarantee

尾聲並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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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ng of Mrs. Loretta Tsang
華人天主教會

泳池清潔保養，Gutter 清理保

最後容我恭錄聖方濟各的和平禱文作為

容地成長，直到收割之時。要成長，我們定

內外油漆，更換門鎖、燈飾，
修整浴室、龍頭、水箱漏水，

陳克勳
(譯本)

tributions to the formation of CCC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It is comforting to know that, she is enjoying peace & eternal rest in the kingdom
Heaven with our Lord.

P.O.Box 414 Burwood NSW 1805
Tel : 0413 726 213

The Community will continue to pray for
her repose soul.

Dear Louise and family,
On the passing of Mrs. Loretta Tsang

We also send our condolences to The
Tsang family for their sad loss.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 I would like to say how sad we are
to loose such a great woman – mother to
many successful children, wife, teacher in
many fields such as bible, culture, history
& language. More importantly, she is a
model of a good practice catholic to us all.

Yours in Christ,

Hudson Chen
President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
27th August 2014.

Your mother, Loretta Tsang, has set a very
high standard for us to follow: her faith in
God is beyond matched by many; her con-7-

請支持本刊贊助教友

The harvest is abundant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The harvest is abundant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Ask the master of the harvest therefore to send workers to gather his harvest.” (Mt 9:37-38)

God has created the whole universe for us
with plenty of everything and also wants us to
share the kingdom with Him in Heaven.

Please Support Our Sponsors

Hudson Chen

In order to grow up, we must:
◇ not scandalized at seeing evil everywhere,
◇ allow the good and the bad to mix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 expect the good and the evil will always be
present together in persons and institutions.

God

respects all humans - temptation is
stronger than intention and we must not label
any of them as “the” good ones and “the” bad
ones.

Before

God sent His only Son, Jesus, to
save us, he had sent many prophets to come
to remind our ancestors of their evil deeds to
make them turned back to God.

We all know that the enemy who sows the

God

was still unsatisfied with His efforts
because people still living in sins.
us from original sin and to open the gate of
Heaven for us.

weed is the devil : the harvest is the end of
time and the workers are the angels. And God
asked us to grow together with them until
harvest time. Hopefully, while the seeds are
growing the grain can overtake the weed.

It has been 2000 years since the Lord was

In the same way, the Kingdom of God as

crucified for us and the “problems” in recent
decades have gone bigger and worse than before. Jesus continues to ask each of us to serve
humankind with our own talents. But He also
needs workers for the harvest of the kingdom,
that is, to gather into the Church those who
receive a call from God. Jesus asks us to pray
and be attentive to God’s call. The Church
needs workers as well as believers.

symbolised by the seed, the word of Jesus, is
potentiality hidden to grow and bear fruits.
The word of Jesus is powerful, the action of
God will reach fulfilment.

God always asks us to be patient, compas-

We do what we can and be good example

So he sent his only Son Jesus Christ to save

sionate, forgiving and tolerant with each other
and grow up together until the harvest time.

We can carry on the work of God by ourselves with or without the help we wish for. If
we rely solely on the powerful “word” of Jesus
and action accordingly, we will reach fulfilment at the end.
to others and leave the rest to God.

Youth group activities in Eastwood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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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join. Please contact Catherine Wong for details.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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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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相

(更多相片在本會網頁)

Pictorial

(More photos on CCC website)

在高齡之家舉行的中秋晚會﹐除晚餐、燈迷、抽獎外﹐更有多項精彩表演：福音粵曲、古箏、搞笑兼具教育性
話劇、舞蹈、太極、歌唱…，壓軸好戲為 Fr Ruben 高歌多首中文歌曲
CCC Homes celebrating Moon festival with dinner gathering, Chinese Opera and instruments, humorous but educational drama,
dances, Taichi, singings… with Fr Ruben singing in Chinese as the finale

依士活中心首台中文彌撒於七月六日舉行﹐由本堂神父 Fr Martin 及已故馬神父的長上 Fr Shane 主持, 有百多位教友
參加﹐「莊稼多﹐工人少」﹐人人身兼數職﹐各就各位﹐積分在天國。彌撒後共進午餐慶祝。
CCC first Chinese Mass in Eastwood centre held on 6July, celebrated by Fr Martin, Parish priest and Fr Shane, superior of late Fr Mo.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labourers are few”, everyone is multi-tasked and working hard, to collect points in Heaven. Celebrating lunch after Mass.
一年一度跨團體活動 Unite 14 讚美崇拜夜今年由 CCC 及亞洲中心青年合辦﹐他們都是莊稼的未來工人
The annual cross-communities Praise & Worship Night (Unite 14) was co-hosted by youths from CCC and CCPC this year,
they are the future ‘labourers’ of the ‘harvest’

(左至右)北區中心法律講座﹐中區中心慶祝父親節﹐泛澳華人天主教信友團體論壇 2014-達爾文
(L to R) Legal talk in Lindfield centre, Fathers’ day in Camperdown centre, Pan-australian Catholic Chinese Forum 2014-Darwin

(上) 中文學校舉行師生同樂日 (左)本校
兩位老師在教師節獲頒長期服務獎 (右)
學生張樂怡在省長盃決賽中獲獎
(Above)Sports Day in Chinese School (L)Two
teachers received long service award in Teachers’ Festival (R)Rebecca Cheung received
award in Minister’s Award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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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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星期四 Thursday
上午 11:30 am
11/12 星期四 Thursday
上午 11:30 am
詳情稍後通告
Details to be advised
詳情稍後通告
Details to be advised
詳情稍後通告
Details to be advised
24/12 星期三 Wednesday
晚上 8:30 pm
26-28/12 星期五–日
Friday - Sunday
28/12 星期日 Sunday
晚上 6:00 pm

Christmas Timetable

高齡之家
聖誕聯歡會
中區祈禱小組
聖誕聯歡會
依士活中心禮堂
聖誕聯歡會
北區中心禮堂
聖誕聯歡會
中區中心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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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營 (必須預先報名)
詳情請參閱 CCC 網頁
與周景勳神父晚宴
詳情稍後通告

CCC Homes
Christmas Party
Camperdown Prayer Group
Christmas Party
Eastwood Centre
Christmas Party
Lindfield Centre
Christmas Party
Camperdown Centre
Christmas Party
Eastwood Centre
Christmas Eve Mass﹐followed by supper
(please bring a dessert) & Christmas carols
Family Camp (pre-registration required)
Please refer CCC website
Dinner with Fr Edward Chau
Details to be advised

周景勳神父主禮除夕感恩祭
詳情稍後通告

New Year Eve Thanksgiving Mass by Fr
Edward Chau, details to be advised

31/12 星期三 Wednesday
上午 10:00 am

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5 學年各級新生 (2 月 1 日開課)

CC
C
2014 年度家庭營

時間

日期： 26/12 – 28/12
地點： 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
周景勳神父主持成人組
主題：《默觀「信仰之光」的神
韻》和《從愛德說起》—〈宗
教信仰：以愛的溝通提升人的生
活質素與中國文化的互攝關係〉

宗旨
課程

Fr. Gerard Kelly, Fr. Lito Layug 主
持青年組
報名﹕CCC 網頁，中區，北區，
依士活中心，中文學校，
Kingsgrove 華人組，Carlingford 慈
愛樂園

報名

Northmead High School, 28 Campbell St., Northmead
PO Box 414 Burwood NSW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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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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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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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聯絡： 0413 726 213

甲/乙年主日讀經 Sunday Readings Year A/B
每日聖言 http://www.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Daily reading: http://www.lectionary.com/

9/11/14

常年期卅二 Wis 智 6:12-16

詠 63

1 Thess 得前 4:13-18

Mt 瑪 25:1-13

16/11/14 常年期卅三 Prov 箴 31:10-13,19-20,30-31 詠 128

1 Thess 得前 5:1-6

Mt 瑪 25:14-30

23/11/14 基督君王

Ezek 則 34:11-12,15-17

詠 23

1 Cor 格前 15:20-26,28

Mt 瑪 25:31-46

30/11/14 將臨期一

Isa 依 63:16-17,19; 64:2-7

詠 80

1 Cor 格前 1:3-9

Mk 谷 13:33-37

07/12/14 將臨期二

Isa 依 40:1-5,9-11

詠 85

2 Pet 伯後 3:8-14

Mk 谷 1:1-8

14/12/14 將臨期三

Isa 依 61:1-2,10-11

路1

1 Thess 得前 5:16-24

Jn 若 1:6-8,19-28

21/12/14 將臨期四

2 Sam 撒下 7:1-5,8-11,16

詠 89

Rom 羅 16:25-27

Lk 路 1:26-38

24/12/14 聖誕子夜

Is 依 9:1-7

詠 96

Ti 2:11-14

Lk 路 2:1-14

25/12/14 聖誕節

Is 依 52:7-10

詠 97

Heb 希 1:1-6

Jn 若 1:1-18

28/12/14 聖家節

Gen 創 15:1-6:21:1-3

詠 105

Heb 希 11:8,11-12,17-19

Lk 路 2:22-40

04/01/15 天主之母

Nm 戶 6:22-27

詠 86

Gal 迦 4:4-7

Lk 路 2:16-21

06/01/15 主顯節

Isa 依 60:1-6

詠 72

Eph 弗 3:2-3,5-6

Mt 瑪 2:1-12

11/01/15 主受洗節

Isa 依 55:1-11

詠依 12 Jn 若 5: 1-9

Mk 谷 1:7-11

18/01/15 常年期二

1 Sam 撒上 3:3-10,19

詠 40

1Cor 格前 6:13-15,17-20

Jn 若 1:35-42

25/01/15 常年期三

Jon 約 3:1-5,10

詠 25

1Cor 格前 7:29-31

Mk 谷 1:14-20

01/02/15 常年期四

Deut 申 18:15-20

詠 95

1Cor 格前 7:32-35

Mk 谷 1:21-28

08/02/15 常年期五

Jon 約 7:1-4,6-7

詠 147

1Cor 格前 9:16-19,22-23 Mk 谷 1:29-39

15/02/15 常年期六

Lev 肋 13:1-2,45-46

詠 32

2Cor 格後 10:31-11:1

18/02/15 聖灰瞻禮

Ash Wednesday

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及華人天主教會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廿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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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2014 in Eastwood Centre, with new committees elected.

乙年 Year B

22/02/12 四旬期一

當日須守大小齋

Gen 創 9:8-15

詠 25

Mk 谷 1:40-45

Fasting & abstinence
1 Pet 伯前 3:18-22

Mk 谷 1:12-15

01/03/15 四旬期二

Gen 創 22:1-2,9-13,15-18

詠 116

Rom 羅 8:31-34

Mk 谷 9:2-10

08/03/15 四旬期三

Ex 出 20:1-17

詠 18

1 Cor 格前 1:22-25

Jn 若 2: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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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 華人天主教會
(Spiritual Director 神師 Fr Gerard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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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dson Chen(Chairperson)
Joe Kwan, Henry Choi
Allen Tang, Barry Wong,
School principal, School
Co-ordinator, Admin Treasurer

President 會長
Hudson Chen
Vice Presidents 副會長 Barry Wong, Joe Kwan
Admin Secretary 秘書
Elizabeth Hong*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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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al : Wai Pon
appointed by School Board
中文學校校長
由校董會委任

Pastoral Sister
St. Paul Sisters

牧職修女
聖保祿修女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局 (8 Directors)
Hudson Chen (President),
Sr. Teresia Seeto (also Secretary),
Barry Wong, Joseph Lai, Wai Pon, Henry Choi,
Marita Cheung, Mary Lee, Peter Tam
Board of Trustee 信託管理局
( Elected in AGM annually)
Ruby Chan (Secretary), Sam Chu, Kelvin Wong,
Henry Cheung, Allen Tang

Sr. Teresia Seeto RSJ
Sr. Anne Lo SPC

Centre Executive Committee (elected in AGM )
各中心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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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ment Committee
( Elected in AGM for 2014-2015)
管理委員會

Camperdown 中區

Lindfield 北區

Eastwood 依士活

Chairperson 主席

Joseph Lai

Fenny Cheng
Vacant
Donna Wong
Peter Tam
Tony Chau

Gloria Cheung*
Henry Choi
Katherine Tam*
Kitty Lo
Helen Shek*

Andy Lee*
Lucy Leung*
Judy Fung*
Becky Chan*
David Wong*

Vice chairperson 副主席

Gloria Cheung*

Secretary 秘書

Eve Chen

Treasurer 財政

Andy Lee*

Co-ordinator 總務

Joe Kwan*

* Newly elected 新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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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are the words from the Book of Samuel. You need to
place the words listed into the grid below. There are some letters
in the grid to help you.

What a jam-packed year it has been! We are already in November! Christmas is about to be
here once more and we will be celebrating Jesus’ birthday!
There are a lot more fun activities in this issue, so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Hooray for the warmer months! The weather is certainly changing without much warning.
Staying cool by the air conditioner and/or fans when the weather is boiling hot, and keeping
warm by the heater are some ways that I use to feel comfortable. Do you use these ways and
perhaps some other ways too?
Although it’s getting harder to keep cool and warm at times, we can continue to think and
pray for others who do not have as much as we do.
God bless,
Harmonie

Look closely to the picture on the left. In the picture on the right hand side, put a circle around the things that are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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