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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執筆之際，正值農曆甲午年新春。馬年一

到，大家互祝龍馬精神、馬到功成……連串與

馬有關的恭賀語。但願我們在愛主愛人方面，

都能一馬當先，祈禱絕不馬馬虎虎；讀經不會

走馬看花。聖經的默示錄便提及不同顏色的馬

(請參閱第六章及十九章)：只有白馬和騎白馬

者，意即「天主聖言」，就如一匹駿馬，戰勝

邪惡，馬首是瞻，唯在耶穌基督。 

在天主前，我們都是祂的子女。在祂的牧

養下，應該是良駒，甚而是千里馬，因為神恩

人人有，只是運用各不同。正如聖保祿所說：

『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分

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

別，卻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

事。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同，但全是為人

的好處。』(格前12:4-7)神恩一詞可能較抽象

深奧，多謝一位朋友以簡短篇幅給我們解釋，

希望大家都察覺天主給自己真的有不少神恩，

是次期刊得以完成，有賴不同地域的兄弟姊妹

來稿，這也是他們善用神恩的見證。從字裹行

間，也可體會到大家都是不同的肢體，互相合

作支持，生活於基督的妙身。 

祈求天主賜予我們恩上加恩，俾能一同共

建教會，服務社群，以回應教宗方濟各在農曆

新年向全球華人拜年的賀辭:「生活充滿喜樂

和希望。願他們心中對友愛的不住渴望，能在

家庭的親密中找到絕佳之處，讓人能發現友

愛、受到友愛的教育，並付諸實踐。這將為建

設一個更有人性、由和平統治的世界，提供寶

貴的貢獻。」 

神恩你有,我有,人人都有  Fred Luk   

正在為今期稿源惆悵煩惱之際，參加了京

士高花地瑪聖母堂華人組成立二十週年的慶

典，突感寫作神恩駕到，既是天主的旨意，也

不得「托手踭」(拒絕)，只好硬著頭皮「頂硬

上」，堆砌出此文。（按：第4頁另有專文詳

細報導該慶典。) 

京士高這個小小的團體，能夠屹立二十

年，壯茁的成長，實在是天主的恩賜。天主不

斷派遣「貴人」相助，上至主教，各級神長、

修女，下至一眾平信徒，人人都各盡所能，無

私的付出，令團體一日一日長大，將天國喜訊

傳給居住在附近的華人。『神恩雖有區別，却

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份雖有區別，却是同一

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別，却是同一的天主，

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

雖不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格前12:4-7) 

這在當晚晚宴演出的話劇裏更是表露無

遺。一群非戲劇專業的教友，用了差不多一年

的時間去構思、策劃、編劇、安排道具、綵排

等等大大小小的工作，各顯所長地把耶穌的生

平以「另類手法」演出，以有限的資源製作出

比專業電視電影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精采話劇，

博得全場多次熱烈的掌聲。可是我相信，這超

水準演出的背後，一定有磨擦、意見不合之

時，但更可貴的是他們都能以基督徒的精神將

事件 擺平」(解決)，絲毫沒有影響整個演出；

甚或是「不打不相識」，促進了彼此的了解。 

其實，京士高這個小小的團體，只是眾多

雪梨華人天主教團體的縮影；或許是礙於各個

「地方政府」的不同行政手段和措施，而未能

讓一眾「蟻民」各顯神恩。梵蒂岡第二次大公

會議（梵二）已倡議教會應由「層壓式」由上

而下的模式改為「漣漪式」由內而外、人人平

等的方式辦事。縱使各人的神恩、職份、功效

各有區別，『有的能行奇蹟，有的能說先知

話，有的能辨別神恩，有的能說各種語言，有

的能解釋語言，可是，這一切都是這唯一而同

一的聖神所行的，隨衪的心願，個別分配與

人。』(格前12:10-11) 

天主既賜與每人不同的神恩，祂也必定是

我們的伯樂，我們人人都是千里馬。獨食難

肥，讓我們每人都把聖神賜予的神恩獻出來，

在這馬年開始給千里馬跑接力賽或馬拉松，即

使做牛做馬，也要讓福音傳遍天涯海角。也許

我們屬不同團體，但『就如身體只是一個，郤

有許多肢體；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

身體：基督也是這樣。』(格前12:12) 

(註：如你有寫作神恩，千萬不要埋沒了它，

趕快投稿吧！你投，我投，人人都投。下期截

稿日期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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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恩寵和神恩，大家會聯想到各人自

身的專長，才能……有時，人們會因某君所

得到的恩寵而讚嘆，也會羨慕一番。若我們

深入探討「恩寵」和「神恩」，便會有一個

令人喜出望外的發現，就是恩寵和神恩人人

都擁有。 

恩寵 Grace（希臘文Karis），有「上主的

恩賜」及「在上主眼中蒙受恩愛」的意思

（創6:8）。是一份由上而下，超性的愛

情。這愛流露著上主對人的眷顧。而且，恩

寵是天主「佳美可愛」的禮物，尤如父母把

好東西給子女。是祂的「俯就善意」，而我

們卻是無功受賞的。 

神恩（Spiritual Gifts / Charisma）可解作

「上主的禮物」，由聖神所賜下的特恩，這

些都與恩寵的概念一致。縱然我們知道「神

恩雖有區別」，保祿宗徒就指出了重點：由

天主聖神憑祂心意所賜給各人不同的恩寵，

是為了人的救恩和建樹基督的教會（格前

12:7-12)。所以，無論您擁有什麼才能，專

長，都是天主給予的禮物，使人在不同的神

恩助佑下，成聖長進。 

我們今天能認識基督，已經是一份寶貴

的恩寵，因著祂的降生，我們恩寵上加恩寵

(若1:16-17)，因這恩寵成義(羅3:23-24)；因

著聖神臨在，我們活得豐盛，以神恩發熱發

亮。 

恩寵,神恩  葛萊蒂 

來澳多年，奔波勞碌在各鄉鎮城市中，

過著流浪遊牧式的餐飲業生活，記憶所及，

沒有在一處地方停留是超過十年的。到現

在，一把年紀，可能會在首都長住下去。因

內子與我的英文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在其他

小埠教會中未能完全明白聚會及彌撒經文的

意思，因為沒有中文翻譯。直至最近一兩年

接觸到華人天主教會期刊，得知會有聖誕家

庭營的舉辦，所以決定鼓起勇氣報名參加。 

在營裏數日數夜的參與、講座、彌撒、

告解、聚會和聚餐，個人最欣賞和喜歡的環

節是Q&A(答問)，好讓大家一同討論、探

索，和聽著神父用心地、並在莊諧並重的氣

氛中向會眾一一解釋各提問和疑惑，獲益良

多；而晚上又可以有各自獨處一室，自我反

省的機會，更加可以直接向天主禱告和祈

求。 

在這次聚會新認識了很多主內兄弟姊

妹，在交談中，更感到神恩人人有。在這裏

讓我分享一下個人的神恩見證，是在開車往

家庭營途中所發生的事情。當車子沿著坎培

拉聯邦大路往Hume Highway 進發時，路面情

況良好，視野清晰，但當進入Hume Highway 

往 Moss Vale行駛時，天色忽然轉為密雲兼開

始下雨，路面濕滑，在一處S型的彎道上，

車子突然失控滑溜，從馬路上拐到路旁的草

地上，經過了多次「白鴿轉」(轉圈)車子才

停下來，驚魂甫定，便見到公路後面迎上來

大車、小車、貨車，呼呼的經過，心想若是

仍停留在馬路上，肯定有意外發生，後果將

不堪設想。此時此刻立即向車中懸掛著的十

字架誠心祈禱，多謝天主的守護天使護衛著

我們。甫下車仰天空一望，遠處掛著一道彩

虹，好像是給我們一家一個啟示。隨後致電

NRMA路旁維修，幸好緊是一個車輪爆了，

不一會車子便修好，可以繼續上路。正想開

車時，兒子指著天空說天上再出現彩虹。這

二道彩虹更令我和老妻不得不由衷讚美天主

所此的神恩，救我們脫離凶惡，邁向得到喜

樂和增加信德的家庭營。 

主呀，最後讓我一家用聖歌『奇妙救

恩』來表達我們今次的感受和對主敬拜的心

情：「奇妙救恩何等甜蜜，救我可憐罪人；

我曾失喪今復皈依，瞎眼今得看見。主恩浩

蕩我心敬畏，復使我得安慰；起初相信至今

不疑，此恩何等寶貴。一生路途都靠此恩，

克勝困苦艱辛；藉它引導一路平安，直到天

上家鄉。在天之邊光明燦爛，永遠感謝稱

讚；永永遠遠無盡無窮，歡喜快樂萬年。」 

神恩人人有  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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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7日Kingsgrove Our Lady of 

Fatima 堂區華人組慶祝成立廿週年。當日下

午四時在堂區聖堂舉行感恩彌撒，由Terry 

Brady主教主祭，並有六位神父共祭，計有

本堂神父Fr. Casey, 前本堂Fr. Remy, 照顧

青年的Fr. Lito,梁加恩神父，傅慶文神父及

St. Monica 的Fr. Fernando。不同團體包括

CCC(Lindfield 及 Camperdown), St. Mon-

ica, Carlingford 和亞洲中心，多位修女及

眾多兄弟姊妹同來參與彌撒慶賀，彌撒後有

三百多人參加聚餐晚會，濟濟一堂，這是一

個感恩的日子。  

回想93年中秋節，我們十多二十個堂區

的華人由當時仍是本堂神父的Fr. Terry聚集

起來作第一次社交式聚會，至94年Fr. Terry 

替我們洽商到已故的張天樂神父每月一次為

我們主持中文彌撒，直至梁加恩神父從

Boston 返回Sydney後，由梁神父照顧我們到

如今，轉眼已是二十年。 

我們這個屬於堂區的小團體，在天主聖

神帶領之下，不知就裏竟成了一棵小小的矮

樹，眼看團體的成長，就看到全是天主的功

能。因為我們真的是一班烏合之眾，從沒有

一個健全的架構，走在一起為主工作而已。

藉著堂區這棵大樹，其他大哥大姐華人團體

帶領著我們，讓我們參與他們舉辦的靈修活

動，滋養靈魂，從中學習。實在感謝各姐妹

團體。現在更有幸得雪梨總主教區委任傅慶

文神父作南區的牧職司鐸，感謝上主的照

顧。 

慶祝晚會在晚餐後，由團體上下老幼傾

力演出一個以耶穌基督一生為藍本的跨時

代、跨文化的音樂劇 From the Cradle to 

the Cross（從搖籃到十架）。這劇目一年

前已在我們監製及編導Antonia腦海裡面孕

育，實在像懷胎十月的親生兒。起初是她一

個人懷著這胎兒，後來更是整個committee 

工作小組成員的胎兒。演出成功，大家都感

覺順利生了個肥肥白白健健康康的精靈BB。

這音樂劇不單是簡單的音樂劇，中間有古典

及現代舞蹈，有拉丁、廣東、國語及英語歌

唱，現場音樂伴奏及演唱，卡通動畫講述洗

者若翰及耶穌在約旦河的事蹟，以sand art

（沙繪）形式描述三王來朝聖誕故事，最後

聖母抱著嬰孩耶穌的映象更令大家印象深

刻，深深印入觀眾腦海，印象難忘！還有背

後的大小型道具，配合的燈光，音響效果，

一班幕後英雄，捱過不知多少個衹得三、四

個小時睡眠的晚上，確實要感謝他們。  

大家看到演出時人人頭頭是道，但排練

期間要整合這十幾個男孩子，可以想像殊不

簡單呢！其實大家犧牲了很多個週末及晚上

排練，雖然很辛苦，但很開心。這次動用的

大小演員差不多六十人，很多朋友最初是互

不相識或衹是點頭招呼，但經過差不多半年

的朝夕相對而互相認識交流，把這個團體的

人與人之間關係提昇了不少，工作人員之間

更互相照顧，分工合作，像親密的家人一

樣，感謝天主。 

劇中的音樂，唱歌幾乎全部是現場演

繹，由小學生至大學生，年青人，中年人都

有，更有國際級演奏家。舞蹈有小至三、四

歲的幼兒，也有青年舞蹈家，同場演出，真

不簡單！在主內共融合作，其樂融融！ 

我們要感謝Antonia的嘔心瀝血製作，不

眠不休地工作，連最細微的地方都想到，但

卻做了「無飯」主婦，難為了丈夫和女兒。

幸好他們都非常支持，一起努力。感謝負責

京士高花地瑪聖母堂
廿週年有感   

Mary Leung 

(Kingsgrove) 

〔下接第 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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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偏私     瑪加利大 

現今世人多只求安逸，當順風、順水沒

有遇上任何困難險阻時，就認為自己幸運

「好彩」，卻不感到主在扶佑他而應知感

恩。但當遭遇困難、病患或失意時，卻埋

怨自己缺主恩，甚或「扭曲」他一向能理

性的思維，只抱怨主恩不再，沒有理會

他。這樣不但於事無補，只會愈來愈差，

令事件惡化，沒有多大裨益。 

人若能增加信心、常靜心禱告求主相

助，便更能面對現實，重新振作起來。除

了祈禱，守好教友本份，亦應多默想，在

平時生活上體驗主的臨在，因人的能力有

限，且人性軟弱經不起考驗；加上埋怨只

會增添怨氣，於事無補。反之若能積極面

對一切，以樂觀心情去處事，凡事盼望，

凡事喜樂，向好的方面想，多信賴主，說

不定可產生奇蹟，頓時把逆轉為順。況且

人生旅途中的“生、老、病、死”是自然

現象，應欣然接受目前一切（所發生的

事），何用太介懷呢！ 

當人感到無能、無奈、或孤單時，應多

作祈禱，若能遇見了生命中的主宰，並能

親自體會出祂的大能和憐憫，是最有福

的。凡事盡力而為，若人的辦法用盡了，

更應常祈禱，希望藉著禱告得到主的幫

助，因造物主掌管及賜與人的生命力，絕

不使人陷入人生谷底。此外家人、親友亦

需要作默默的支持，常關懷、照顧，免增

添當事人的愁煩，能安心靜養也很重要！ 

人的價值觀各有不同，況且人的生命很

短暫，只有永生才是最高峰，若能在有生

之時多做公益的事，造福世人，又何須介

意生命之長短呢？當面臨災難或病重時才

醒悟到健康、財富、生命可能在一剎那失

去！故能得到主給予生存應很滿足，不用

去計較生命之長短，好好地面對人生，享

受目前仍能生存於世的日子，不用多憂

慮、執著，應笑看人生，自求多福。正是

「天助自助」，可能反逆為順，就算患上

絕症也應唯主是望呢！ 

目前從電視看到數年前有位年幼女教

友，不幸在車禍中燒傷身體，弄致手腳殘

廢，多年來常進出醫院接受治療，不但要

坐輪椅，又要駁上義肢，她所受的痛苦非

筆墨可形容。但她的面上常掛笑容，積極

地面對一切，如今已長大成一位美少女，

在電視上露出燦爛的笑容，接受在場人仕

為她開的慶祝會。她雖遇上不幸，卻沒有

埋怨任何人及她所信的主，因她知道仍能

生存，是主在照顧她，保守她，內心充滿

信德及有感恩之心，難能可貴，值得學

習。 

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14:6）既然主內的弟兄姊妹們已受洗成

為天主的兒女，則主是我們信心的對象，

亦是盼望之源。同時主是至公、至義絕不

偏私，對任何國藉、種族、文化等信眾，

均一視同仁。公平、保守、眷顧著祂的兒

女，因「天主是愛」。 

由此可知主恩常在，無人能明白掌管生

命之主的奧祕，就算遭遇不幸亦應常感

恩，世人能擁有什麼不是必然的！當病重

時，頓時可醒悟到主可隨時取去我們在世

上所擁有的一切，甚至我們的呼吸及生

命。我們能健康、平安地生存著是主賜之

恩，應珍惜及對主懷有感恩之心。在有生

之時能各盡所能、各展所長地為主服務，

是主內的弟兄姊妹們最大的福氣！主佑各

位！ 

京士高花地瑪聖母堂廿週年有感 〔上接第 4頁〕 

道具、服飾及一切雜務的Victoria及丈夫

Frandic, 還有文氏一家五口全身投入，這

鐵三角組合加上一眾演員的全力配合，成

就了這基督一生故事的演出。 

最後且最重要的是感謝天主，讓我們演

好了這齣基於聖經、以二千年前背景滲入

現代文化、亦古亦今的話劇。就像劇中壞

男孩的轉化，反映天主永遠不會放棄我

們，主耶穌在今天及將來都在引領、在陪

伴著我們走這人生路。願我們學習基督，

以謙遜、以愛去擔待每天相遇相知的親

人、朋友、甚至擦身而過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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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華人天主教會主辦，以探討信仰為主

的家庭營，屈指一算，2013年已是第廿二屆

了。去年的營，一如既往，硬件不變；在古

木參天，松柏成林，景色宜人，環境清幽的

聖保祿國際學校舉行。成人、青年、幼兒共

超逾百五人參加了這三天的活動。青年組分

大青及少青兩組，由三位神師帶領。成人組

則由香港特邀而來的蔡惠民神父負責。主題

是：承先啟後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程序緊密：一日三講，再加小組分享；好食

好住，一日三餐再搭上、下午荼，住則每人

一房。每日有彌撒，講道，更有明恭聖體和

告解聖事。青年組、成人組神師全部上陣，

再加全程參加活動的小梁神父，共五位聽告

解。徹夜明恭聖體今年改為只到深夜，因為

不願神師過勞。還有成人與青年的互動，由

以往有失感情的爸媽和子女對戰，改為男對

女的競逐，從而達到母女父子互助互勉，感

情增進的互動。 

長期在香港聖神修院執教、培育神父的

蔡惠民神父，晉鐸有廿七年。他同時也是沙

田一堂區的非正式本堂神父，是少有的修院

牆內牆外、學術與牧民實踐兼備的神父。去

年是信德年，全球教友響應教宗號召，重視

梵二文獻，與承之而來的教理。數香港教區

站在前台的，相當活躍的推動者，相信必少

不了蔡惠民神父。華人天主教會能邀請到他

來給我們，就他最熟悉的範疇講解，認真是

我們的幸運。 

就我的觀察，梵二這個不好碰的題目，

落在專攻神學的蔡神父手裏竟可成為滋味盛

宴，或是巧手小炒。在答問環節，提問的手

之多為歷屆之最。不是他的講座有問題，是

他在解答梵二憲章、教理要義這些對座上客

多少有些陌生的話題後，就引發出更多的問

題。蔡神父個子高高，但沒架子，溝通能力

強，生活面廣，是令到他被追問的原因(一

天之後就能以家傳燒豬技術和一位教友交換

燒鴨必可口的祕方，以之證明神恩各自不

同)。在梵二、教理浸淫了這麼多年的蔡神

父，面對紛至沓來的問題、表現了他控馭能

力強。他側耳傾聽後，不徐不疾，怡然給予

提問者很多啟發，又產生更多的問題。 

梵二大公會議這樣學術味濃的嚴肅話

題，在蔡神父的精采闡釋下，竟無一人眼簾

沉重，實在不容易。本刊一位負責人吩咐我

寫篇報導稿。我一口答應下來後，才發覺最

明智、最有良心的做法，是懇請各位去購買

現已製成的錄音光碟。一是原汁原味、二是

演講部份和Q&A答問部份都值得一聽再聽，

三是梵二是個迴避不得，出台五十年卻仍是

燙手的信德文件，要聽就聽這個深入淺出的

講座。 

三天的家庭營，在經驗豐富的主辦團

隊、義工的努力下，順利結束。我開車載了

幾位教友到Strathfield一酒家，參加和蔡神父

在一起的宴會。開車之際，如是我聞： 

 

以色列人是天主的唯一特選，其他民族

沒有份兒。耶穌來了，去掉割損等以色列色

彩，使教會走出巴勒斯坦，傳到小亞細亞、

中亞，及後到歐洲，受了拉丁、希臘的影

響。濃濃的歐洲色彩，不利於耶穌會利瑪竇

的中國福傳。誰能在當日的神州大地，叫人

不慎終追遠，不要盡孝而不被驅逐的呢！利

瑪竇曾儒冠易服，取名西泰子，以學問折服

他人，才能在文化底蘊深厚的地方介紹天

主！卻被視為異端，被道明會告了一狀，天

主福傳在神州消失。梵二是個大醒悟，容許

和尊重本地文化。 

 

我覺得梵二是教會瘦身和回到根源的大

事！反對禮儀為先、生活其次的思想！梅瑟

得了十誡，成了法律，日後為了幫助以色列

民不離開天主，不停地加上禮儀、教規、這

令到最懂這些添加的人為禮儀、教規的經師

法利塞人，擋在天主與人之間。令人但知教

規多多，卻不知如何生活出天父的愛！二千

年後，耶穌來了，正本清源，看似藐視法

規，安息日行善助人，又說生活出愛天父、

愛人如己就夠！耶穌至今，二千年矣！教會

法典、禮儀、規定、傳統，又是多到只有權

威、專家才看得透；教友只知按規章，按神

父的話去愛天主，按規定披紗戴帽、單膝雙

膝、舌領聖體手領聖體、右手放在左手之

上…教會再次回到耶穌降世時的痴肥。為了

〔下接第 7頁〕 

二零一三年家庭營如是我聞    魯河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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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家庭營如是我聞 〔上接第 6頁〕 

避免為世界淘汰，梵二召開，再次減肥，重

生活的禮儀而輕限制人接近天父的禮儀！只

可惜積肥難減、梵二至今五十年了，她的精

神仍處處受阻，難以展開，更甚的是不少人

要回歸到拉丁時代。有幸新教宗，耶穌會的

方濟各，來自解放神學的南美洲，為梵二帶

來希望，他重福音生活精神，不要繁文縟

節，要簡樸：不坐寶座、不戴金石戒指，不

穿紅鞋，不住皇庭，只住旅舍。不為高級人

士在伯多祿大殿做洗足禮，而是跑到監獄去

為罪犯洗足。他的行動，足以感化那些沒有

傳承到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神，但

知追求華服珍饈的耶穌追隨者。這就是梵二

精神、方濟各教宗缺乏的歐洲色彩，反而有

利於亞洲、中國的福音傳播。 

 

梵二提及教外或許有教恩。說準天堂裏

有沒領過洗的住客。這是相信天主是愛，祂

不會任由因交通不便而沒機會去歐洲，聽道

理，受洗的亞洲人、非洲人下地獄。這不公

平！天堂只有以色列人或歐洲人也太單調。

孔子說：只要那人生活得有修養，有禮貌，

就算他沒有受過教育，我也認為他是受過教

育的。沒有聽過耶穌的文天祥會說天地有正

氣、司馬遷說天佑善人，難道聖神不和亞

洲、非洲、那些離歐洲遠的聖賢有來往？他

們會因為沒有報名慕道班、入教而得不到救

恩，天主何其忍心！我相信：何處有仁，何

處有愛，天主必常在、也就是說天主是愛，

愛不獨存於教會內。也就是說雖無基督之

名，但有基督之實的也應有救恩。這當然是

想當然。 

 

我贊成天主的愛不能為司祭、司鐸、聖

事、禮儀所劫持、通不過道理考核就不能信

天主？信天主是為了得到上天堂的機票？病

人垂危，不坐車去醫院，而是去找神父辦告

解。你知道參與彌撒遲到了多久，這台彌撒

是無效的、要不要再多去一台才不犯規？唸

經唸錯了、唸漏了有效嗎！十五世紀的特倫

多禮儀，有效和無效的規定很嚴格，唸禱文

遺漏一字，按禮典是犯了大罪。神父覆手為

信友祈禱、若不說：赦你的罪，或求主降福

你，那祈禱是無效的！因為天主不知你求什

麼？現在不同了，我們可以求天主俯聽我們

說出口的或沒說出口的祈禱！禮儀、祈禱是

協助我們走好愛主的道路，不是要阻止我們

的路障！但今天只知禮儀，不知天主的人多

的是。我祈求梵二得勝。 

 

六時到了目的地：眾人仍滔滔不絕！在

澳洲華人教會活動，很少有像蔡惠民神父談

教會更新，梵二的承先啟後，能夠如此深入

淺出。各位，訂購這次講座的錄音不是值不

值的問題，而是真有需要了解五十年前的梵

二為何推也推不開的問題！再次聲明、以上

所記全是妄言之姑且聽之的如是我聞：只是

參加家庭營的感想，絕不是講座紀錄，文責

自負！ 
 

家居維修  

Dennis Cheung 

Mobile: 0416 205 209 

內外油漆，更換門鎖、燈飾， 

修補圍欄、瓷磚、牆壁裂縫， 

修整浴室、龍頭、水箱漏水， 

泳池清潔保養，Gutter 清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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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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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一 相  

多謝各位神長、修女、及大厨令家庭營順利舉行 

Thanks to all Fathers, Sisters and the Master Chef making the Family Camp a great success 

家庭營大集會與眾同樂,「營」男「營」女齊集禮堂各顯神通 

Talent show in the boys vs girls competition 

並非蔡神父講座悶到跳樓,只因此君有高大威猛的神恩,借來掛掛窗簾吧了;看看

營內(中)座無虛席,營外(右)隨後在中區中心舉行講座的盛況便知講座多精釆 

He is not jumping out of the window to get away from the talk, God has given him a strong body to help hanging the sunshade. Fr Choy’s 

talk is so wonderful with almost full house in the camp, plus a lot of attendees in the subsequent talk in Camperdown centre (right)     

活力充沛的年青人聚會 

Youth gatherings in Family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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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c t o r i a l  

 

CCC 與各位神長及修女週年聖誕聚餐 

Annual Christmas dinner with Fathers and Sisters 

CCC 在中區中心舉行聖誕前夕彌撒, 隨後聚餐及報佳音 

Christmas Eve Mass followed by celebrations and carols in Camperdown Centre 

(左至右)高齡之家長者在司徒修女家慶祝聖誕, 青年組在高齡之家表演歌舞賀聖誕, 中區中心祈禱會聖誕聚餐 
(L to R) CCC Homes elderly celebrate Christmas in Sr Seeto’s home, CCC Homes Christmas celebration with singings and 

dancings by CCC youths, Camperdown Prayer Group Christmas gathering 

北區中心慶祝農曆新年, 中區中心慶祝生日會(右) 
Lindfield Centre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Camperdown Centre birthday party (rightmost) 

紐省中文教育理事會頒發長期服務獎晚宴 
Long service awards presentation dinner by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uncil NSW 

中文學校慶祝農曆新年 
CCC Chinese School celebrate Chines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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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澳華人天主教信友團體論壇-達爾文 2014     

Pan-Australian Catholic Chinese Forum, Darwin 2014 
主題 Theme:      Relational Poverty 
日期 Date﹕      Friday 27/6 to Sunday 29/6 
                 Registration at 12:00pm 27/6, Concluding Mass: 6:30pm 29/6 followed by dinner 
主講嘉賓 Speaker: Fr. Joseph Yim 閻德龍神父  
地點 Venue:      St. John’s College 10-54 Salonika St The Gardens, NT 0820 (10 km from Darwin 

airport) http://www.stjohnsnt.catholic.edu.au/  
費用 Cost:       $220.00 
住宿 Accommodation: St. John’s College ( 3 nights) 
註:St. John’s College 宿位有限,為免向隅及另找住宿,請從速登記及付款。 
Ps: Limited vacancy for accommodation in St. John’s College, please register and pay the fee 
ASAP to secure your place, or you may have to arrange for your own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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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中心 逢星期日下午 1:15  St. Joseph’s Church - Every Sunday 1: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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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齡之家 3/4 星期四 上午 11:30 CCC Homes - 3/4 Thursday 11:30am 

中區中心祈禱聚會 10/4 星期四 上午 11:30 Camperdown centre prayer group - 10/4 Thursday 11:30am 

聖週禮儀時間表    Timetable in Holy Week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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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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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建璋神父主持避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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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by Fr Edward Khong 
Sequence : Station of the Cross﹐Talk, Recon-
c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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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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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聖週六  Holy Saturday 
  下午 6:30 pm 

主復活前夕彌撒暨聖洗聖事 
康建璋神父及梁加恩神父主禮  
 (Santa Sabina College1) 

Easter Vigil Mass with Baptism 
Celebrant: Fr Edward Khong and Fr Lucas 

Leung (Santa Sabina College1) 

   彌撒後 After Mass 聚餐 (大三元海鮮酒家, Strathfield) 
詳情參閱下表 

Dinner (Strathfield) 
See details below 

20/4 主復活日 Easter Sunday 
  中午 12:00 pm 

主復活日彌撒 (地點稍後公佈) 
主禮：康建璋神父及 Fr Nestor  

Easter Sunday Mass (venue to be advised) 
Celebrant： Fr Edward Khong and Fr N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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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3 72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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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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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 聖週六聚餐 Holy Saturday Dinner :  
    成人席每位$35        青年/兒童席每位$20        四歲以下免費(每台限一名) 
    Adult table @$35       Youth/children table @$20    Under 4 free (limit 1 per table) 
    訂位 reservation﹕ 網上 Online ﹕Saturday dinner registration (at www.ccc-inc.org.au)或 or 0413 726 213或 

or電郵 Email: registration@ccc-inc.org.au或 or各中心總務 centre coordinator, 中文學校 Chines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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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天主教會中文學校 

招收 2014 年上半學年各級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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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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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由教育培訓部長撥款支持及由教育培訓部管理 

C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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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4 聖灰瞻禮     Ash Wednesday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9/3/14 四旬期一 Gen 創 2:7-9;3:1-7 詠 51 Rom 羅 5:12-19 Mt 瑪 4:1-11 

16/3/14 四旬期二 Gen 創 12:1-4 詠 33 2 Tim 弟後 1:8-10 Mt 瑪 17:1-9 

23/3/14 四旬期三 Ex 出 17:3-7 詠 95 Rom 羅 5:1-2,5-8 Jn 若 4:5-42 

30/3/14 四旬期四 1 Sam 撒上 16:1,6-7:10-13 詠 23 Eph 弗 5:8-14 Jn 若 9:1-41 

6/4/14 四旬期五 Ez 則 37:12-14 詠 130 Rom 羅 8:8-11 Jn 若 11:1-45 

13/4/14 聖枝主日 Isa 依 50:4-7 詠 22 Phil 斐 2:6-11 Mt 瑪 26:14-27:66 

18/4/14 主受難日      Good Friday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20/4/14 復活主日一 Acts 宗 10:34,37-43 詠 118 Col 哥 3:1-4 Jn 若 20:1-9 

27/4/14 復活主日二 Acts 宗 2:42-47 詠 118 1 Pet 伯前 1:3-9 Jn 若 20:19-31 

4/5/14 復活主日三 Acts 宗 2:14,22-33 詠 16 1 Pet 伯前 1:17-21 Lk 路 24:13-35 

11/5/14 復活主日四 Acts 宗 2:14,36-41 詠 23 1 Pet 伯前 2:20-25 Jn 若 10:1-10 

18/5/14 復活主日五 Acts 宗 6:1-7 詠 33 1 Pet 伯前 2:4-9 Jn 若 14:1-12 

25/5/14 復活主日六 Acts 宗 8:5-8,14-17 詠 66 1 Pet 伯前 3:15-18 Jn 若 14:15-21 

1/6/14 耶穌升天節 Acts 宗 1:12-14 詠 27 1 Pet 伯前 4:13-16 Jn 若 17:1-11 

8/6/14 五旬節 Acts 宗 2:1-11 詠 104 1 Cor 格前 12:3-7,12-13 Jn 若 20:19-23 

15/6/14 聖三主日 Ex 出 34:4-6,8-9 詠 8 2 Cor 格後 13:11-13 Jn 若 3:16-18 

22/6/14 聖體聖血節 Jer耶 20:10-13 詠 69 Rom 羅 5:12-15 Mt 瑪 10:26-33 

2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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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4 常年期十四 Zec 匝 9:9-10 詠 145 Rom 羅 8:9,11-13 Mt 瑪 11: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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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 國/粵語慕道班現招收新生 

無論你已領洗或有意領洗與否，歡

迎你與我們一起從天主教信仰的角

度去探討人生，藉著大家的聚會和

分享，建立真摯的友情，提升靈性

的生命。 

逢星期日 中區中心 上午 10:00am 

  北區中心 上午 11:00am 

聯絡： 0413 726 213     

中區中心國語會話班 
逢主日上午十時(學校假期除外) 

費用全免﹐歡迎參加 

趙必成神父粵語講座及退省 
Spiritual Talks by Fr. Abraham  

京士高花地瑪聖母堂華人組主辦  

4/4/14 至 19/4/14 詳情請參閱 
https://sites.google.com/site/olfkc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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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another exciting edition of Children’s Corner! In this issue, have 

a go at the activitie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Bible and its teachings. 

When you have done the puzzles, see if you can think 

of something kind and helpful that you could do for a 

friend or someone in your family. Could it be helping 

around the house? Maybe you could lend someone a 

hand or ask them how their day was. 

Happy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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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本刊贊助教友  Please Support Our 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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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本刊贊助教友  Please Support Our 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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