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會也會和諧相處。主說：「我給你們一條
新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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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在一份中文報刊讀到這則小新聞：
一位終日沉迷電腦遊戲的男孩，其母屢勸
無效，一怒之下便把電腦關掉。兒子無機
可打，便揮拳打傷母親，結果驚動鄰居將
婦人送院。青少年問題日益加深，實在是
現今社會關注的一環，為人父母真不易，
有誰不想子女成材？﹗

今期季刊很高興有位很年輕的朋友從香
港來稿。讀過他的「我會做好呢年工」會
否喚起你為天國為社會做些甚麼？怎樣實
踐「教友年」的使命？千禧年(2000年)復活
節，一個由父母抱着的小孩子，與大群候
洗者在雪梨華人天主教會這團體帶領下接
受了聖洗聖事，今天他竟在香港就讀的基
督教學校作福傳，並得到師長及同學的認
同和讚賞。由此可見，孩子若能得到家庭
的悉心培育、學校的支持，也可做個福傳
小先鋒。最近維省掀起一片反對在學校教
授宗教科目的浪潮，特別是針對基督教，
希望透過大家的祈禱，各方面都能放下一
己的私利和誠見，不要阻礙基督的宗教植
根於我們的下一代。也希望經過今年在馬
德里舉行的世青節，教會有更多年青人為
天國來臨努力﹗

很 多家中育有年幼或在求學階段的父
母，往往在週末及假日非常忙碌。為了使
子女善用餘閒或有更理想的學業成績，連
自己休息和娛樂時間也犧牲了，駕車四出
接送子女學這學那，可見父母愛子女之心
無微不至。身為教徒父母，我們除了關注
子女的學業和健康成長外，有否也注重他
們的信仰和靈性生活呢？耶穌在世時，曾
示意祂的門徒要讓孩子到祂跟前。今年季
刊的主題是「教友年」，最基本就是為人
父母者應把握機會把信仰的種子播放在子
女心靈上，並協助他們發展成長，如果他
們能與天主有良好關係，相信與家人、社

之筆
神來

愛的重生

周景勳神父

在喜樂中的辛勞

揮一揮手

看到了美麗的笑容

放下了生命的執著

也看到了感動的淚水

透過水的洗禮

確認在愛中的生命

人也變得純潔了

使人合而為一

心靈的潔淨反映自我的真善美

猶如一體之仁

開心地大叫：我復活了！

在葡萄樹的比喻中

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

亦不分離的生命

在信德中堅忍

在自我的修鍊和修剪下

在愛德中活潑

能結出豐碩的善果

在望德中前進

為生命開顯了愛的喜樂

尋獲生命的食糧

超越一切…在太陽的光照下

滋潤了我的身心靈

能無私…長樂…活出光明

藉著修德與天相配，永不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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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教友年…
我 會 做 好 呢「年」工

Victor
(香港)

每 逢星期日，十三歲的我六點半起床，

香 港教友年專責小組主席陳志明副主教

七點半到達官塘聖若翰堂，直到下午一時正
才結束我的「超級星期日」，有時更會在下
午四、五時才離開。為什麼呢？因為我是教
友，我要盡我身為教友的本份！

表示無論任何人，包括神職人員、修道人士
及平信徒，大家都是跟隨主耶穌，並以基督
為生活的中心。教友年將會是一個恩寵之
年，但也是一項新挑戰。

七 點半參與彌撒，參加彌撒是我們教友

在 今年餘下的數個月，我們可以聽從陳

的本份；八點半聖母軍開會，我認為參加善
會也是我們教友的本份，而我們聖母軍的宗
旨就剛剛好是成聖自己、聖化他人。我經常
參加堂區舉辦的活動，支持堂區所舉辦的活
動也是教友的本份。

志明副主教的教導，回應2011教友年的部份
具體行動，包括：每主日共同誦唸教區提供
的教友年祈禱文，重溫聖經中所有新約，特
別是四部福音，參加至少四次有關大自然或
環保的活動，參加至少四次有關關心社區或
社會的活動，個人每日盡力成為各行各業的
模範。

今年教友年的主題是召叫、共融和使
命，目的以喜樂精神，活出教友身份、建設
團體共融、履行福傳使命、成聖自己、聖化
他人。

您 是教友，您有沒有做好身為教友的本
份？有沒有成聖自己，聖化他人，轉化世
界？又有沒有關心社區或社會呢？

【按: 香港特首曾蔭權當年曾以「我會做好呢份工」作為競選口號，表示會盡心盡力服務香港。本
人借用特首的說話來提醒大家要做個好教友，善度教友年。】

教友年祈禱文
仁慈的聖父！感謝你親自召叫
我們，使我們成為你聖子的門
徒。我們明白你的召叫不單是一
份禮物、一份喜樂和光榮，也是
一份使命。透過聖洗聖事的恩
寵，你邀請我們分享你聖子的君
王、先知和司祭職務，共同為拓
展天國而努力。

求你派遣聖神，引領你的子
民、我們的教會，團結共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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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帶領下，成為天國臨現人
間的標記，並在你的保護下，使
我們每一位基督徒，都能緊緊的
跟隨主耶穌基督，熱愛生命，珍
惜天恩，並按照各人的身份，不
斷在每日生活中，成聖自己，聖
化他人，及轉化世界。因你的聖
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和你
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
王。亞孟。

生活
教友

隻眼開隻眼閉的日子

一 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烏雲蔽月，突然
星星出現，並閃鑠飛舞，莫非時辰已到，老
眼開始昏花？定眼細看，再來個疑似煙花，
難道是「眼火爆」? …果真，是眼球內的視
網膜穿孔爆裂兼開始脫落。自此，回答他人
的問候時，也再難說「冇穿冇爛」了。

到 專科診所檢查，先後做了多次治療，
包括利用激光把脫離部份熔合，但未有好
轉。輾轉十多天，一次覆診被送進急症室做
眼部手術。第一次入醫院，感受良多。人過
中年，危機四起，既然未能生不入醫門，唯
望能夠死不入地獄。當要換上病人的衣袍，
再要把身上物品拿出，接著還要三番四次登
記個人資料，驗明正身，豈不是像入冊（監
獄） 一樣？當在外面等候入手術室時，看見
病人一個一個被推進去，就如動物被推入屠
房般。想着想着，我正常的血壓不斷颷升，
累得護士小姐經常再回來替我量度，我說只
是緊張罷了，但她說血壓太高對手術有危
險。終於我想起了那做我養我的天主，便臨
急抱主腳，用最原始全無科技的「無影風」
跟祂談談。不談猶自可，一談即下火，血壓
隨即下降，不久我便被擺上手術檯，我還清
楚記得那位麻醉師跟我說：你現在可以放
鬆，我會寄張單給你；我還來不及反應，便
昏了過去，不省人事，他可真專業。

也 不知過了多久，一把聲音叫醒了我。
正在想想自己是否尚在人間，才發覺自己已
是隻眼開隻眼閉，噩夢現在開始。

手 術雖然沒有性命危險，只是把眼球內
液化了的玻璃體抽出，並放入氣體幫助已脫
落的視網膜復位，但接著的數星期，都要以
特定體位，整天俯在床上，以鞏固療效。俯
者，「頭耷耷」，面向下也；這對於一副已
用了數十載兼中央肥胖的老骨頭來說，是
「苦」也。然「苦」與「盲」，二者任擇其
一，捨盲而取苦也。

也 許我罪孽深重，天主要我在這四旬期
內面「地」思過；也許我像馬爾大般整天忙
著忙著，沒有時間靜下來聽祂說話，現在祂
讓我休息；也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
「俯」其筋骨…。在這些日不能動，夜不能
眠，輾轉不能反側，隻眼開隻眼閉的日子

綠衣獅

裏，我頓悟天主創造萬物的奧妙。像在我們
尚未出廠那十個月，天主己為我們準備好謀
生所需的道具：四肢五官，五臟六腑，六慾
七情 …，有些還買一送一，兼作後備。我的
眼睛雖然武功暫廢，但我雙耳仍健在，口齒
尚伶俐，神志還清醒，可與外界溝通。在那
日夜顛倒、夜闌人靜的時候，聽聽神父以往
的講座錄音，得益不淺。

我 是幸福的，生活在一個醫療設備良好
的國家，有能力應付所需的醫療費用，有家
人體貼的照顧，有親戚朋友的關懷和慰問，
有教會兄弟姊妹為我祈禱，更有上主作我的
牧者。祂雖未曾應允天常蔚藍，也未曾應許
花兒常開，但祂卻恩許祂的慈愛常在；有這
樣的一個「大佬」沿途照住，雖苦也安然渡
過。看看很多地方，或缺乏醫療設備，或醫
者只要父母「金」，使多少病人失救？又有
多少老弱無依，身患頑疾，乏人探望關懷，
或受親人嫌棄，甚至被遺棄在醫院裏，身心
靈空虛，久病厭世…。其實，一句很簡單的
問候，對一個患病的人來說，已經是甜滋
滋、暖在心頭的，這無形中幫助了病者康
復。情志就是很重要，記得一位曾經患癌的
朋友這樣分析，癌病有三份一是嚇死，三份
一是醫死，只有三份一是病本身致死。難怪
坊間有云：每日笑一笑，醫生要上吊。

徐 錦堯神父曾教導：再苦也要笑一笑。
他說人生活在世上，必有很多煩惱，痛苦或
快樂只是視乎自己怎樣去面對。當遇到苦
難，如果能夠將暫時的困境視作黎明的前
奏，然後積極面對，很多時事情並不是如想
像中差。在漫長的人生，必定有困難，只要
信念沒有萎縮，無論這個信念是對天主還是
對自己，都是一種動力，艱難險阻，是上天
對我們意志的磨練。

或 說現在雨過天青，你在事後孔明，在
說風涼話。其實，買豬肉又怎會不搭些豬
骨？雖然現在不是隻眼開隻眼閉，但卻經常
是「矇查查」，因為手術加速了白內障的形
成。縱使治療白內障的手術非常成熟，但不
無極限，無骨便不會是豬。人可以升天，但
不能勝天。唯有信賴上主是我的牧者，即使
經過陰暗幽谷，祂必會領我到茵茵的草地。
(下接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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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保勝神父講座後感

死、中年危/轉機、夫婦關係（亦同時直接
影響子女的培育）。既然過去了的是無法
追溯和補救，而心理輔導當然有一定的幫
助，但卻不能根治，因為這是牽涉到靈性
方面，是罪的後果，罪使靈魂處於黑暗，
甚至死亡，聽不到天主的聲音，嚮往世俗
慾念及帶來連串的負面情緒。

葉神父在八月間到訪雪梨，前後不到十
天，他馬不停蹄地為雪梨各華人天主教團
體主持不同的講座與避靜，我有幸參加了
三個，每個講題都非常吸引，包括：「如
何在痛苦中了解生老病死」、「父母，夫
婦，子女在現今的信仰培育和挑戰」和
「信仰上看中年危機，有危必有機」，發
覺三者都植根於「人之初」，而葉神父用
了靈魂與心理學的角度去討論這些問題，
正與我從心靈治療祈禱所學到的不謀而
合。因為心靈治療祈禱正是追溯到人在童
年時，甚至在母胎時所受的創傷，而在祈
禱中，以主的愛去加以治療。

所以人需要救恩，而救恩有兩個層面：
一是自己幫自己，原來肉身的痛苦是可將
靈魂的罪減輕，伯多祿前書有很好的提
示：「基督既然在肉身上受了苦難，你們
就應該具備同樣的見識，深信凡在肉身上
受苦的，便與罪惡斷絕了關係；今後不再
順從人性的情慾，而只隨從天主的意願，
在肉身內度其餘的時日。」(伯前4：1-2)
「那賜萬恩的天主，即在基督內召叫你們
進入他永遠光榮的天主，在你們受少許苦
痛之後，必要親自使你們更為成全、堅
定、強健、穩固。」(伯前5：10)

葉神父認為一個人的痛苦有兩個來源，
第一個是從受孕一刻開始，胎兒的靈魂便
不斷受到母親的思想與情緒的影响，倘若
母親的負面思想與情緒越多，便會帶給嬰
兒日後很多不良的影响，這痛苦是給予
的，是無奈的。而其後在成長過程中，環
境與教育便會繼續影响這人。如果一切是
正面的，那便會不同程度地改善其在母胎
內所受到的負面影响；反之，如果在成長
階段中得不到需要的愛、關懷、接納、肯
定、安全感及正面的價值觀（尤其是信仰
的支持），這人在情緒思想上便變得更負
面，形成了第二類痛苦的根源。

至於第二個層面—原罪，就一定要救主
耶穌基督和我們的悔改皈依了，唯有信賴
主，向祂開放降服，才能得到祂的愛的治
療。

朋友，假如你想主耶穌對你在心靈方面
加以治療，釋放你內心很綑綁，但又覺不
知該如何是好，我們一班有祈禱服務經驗
的弟兄姊妹，是很樂意幫助你的，可與
Teresa Lau聯絡 0422 313 579。

因此，人在早期成長中所遇到的一切，
都直接影響其日後如何面對痛苦、生老病

(上接第 4 頁)

平凡

隻眼開隻眼閉的日子

很多時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不一定是對我
們好的。就像兒時我們經常嚷著要飲汽水，
幸得爸媽心恨手辣，換上疑似汽水的苦茶，
才不至變得痴肥，才能活到今天。

常安慰我們，為使我們能以自己由天主所親
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種困難中的
人。」(格後 l:4)

病 苦何嘗不是一種祝福。楊鳴章神父曾

恩，有危便有機，因為「那賜萬恩的天主，
…，在你們受少許痛苦之後，必要親自使你
們更為成全、堅定、強健、穩固。願光榮與
權能歸於他，至於無窮之世。阿們。」(伯
前 5:10-11)

葉保勝神父同樣指出：痛苦是一種救

經這樣說：痛苦能使人成長，痛苦能加深人
的信德，痛苦之後，人就更懂得去謝恩和反
省，能更加關心，懷抱這個世界…。真的，
南亞海嘯、香港沙士、四川地震…都喚起了
不少人的愛心，加入了義工行列，去關心別
人。「是他（天主）在我們的各種磨難中，

謹 在此多謝各位兄弟姊妹的關懷、慰問
與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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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慕道班，導師們不但神學知識豐富，
還很細心和可親，更有多位非常友善的慕
道者一齊分享經驗。領洗以後，我參加了
一個祈禱小組，所有兄弟姊妹都非常真誠
和熱心，容易相處，大家一同分享聖經和
生活體驗，樂也融融。感謝主，這是我人
生第二件慶幸的事。

做小朋友的時候，經常希望自己快些變
做 大 人，可 以 自 己 話 事。但 當 真 的 長 大
了，才知道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這個時
候才發現，身邊的親人原來已經為你鋪好
路，自己只需要努力行，便可以成功。無
論與人相處、讀書等各方面我都很順利，
也許這就是幸福。媽媽雖管教嚴厲，但很
愛 錫 我 ； 婆 婆 雖 然 寵 我，但 都 時 常 教 訓
我；姨媽雖然經常當我是她的學生那樣說
教，但也不時和我講笑；爸爸雖然玩得但
大事卻從沒失信。從小到大，他們都教我
要盡力幫助別人，不要怕吃虧，不要斤斤
計較；要經常自我反省，不要隨便批判別
人；要自食其力；更要言出必行，就如時
間是金錢，誠信就是生命…。我很幸運自
小便有這些做人態度灌輸在我的腦海裏，
並有身教和言教的親人，和懂得欣賞關懷
別人的朋友。

最近工作上的煩惱令我非常困擾，後來
終於經不起朋友多番的建議，嚐試轉工。
正當一切都順利通過後，我被要求在週末
和週日返工，這對我是一大考驗，因為這
令我不能參加彌撒和祈禱聚會。天主既然
這樣照顧收留了我，更安排我到祈禱聚會
加 深 我 對 聖 言 的 認 識，我 又 怎 能 背 信 棄
義，遠離天主？更何況我是一個新領洗的
教友，還需要有更多的信仰栽培；反覆思
量後，我拒絕接受這份工。塞翁失馬，焉
知非福，數個月後有朋友告知，這位老闆
是很差的，如果有全球最差老闆選舉，他
必入選三甲。

做一位基督徒是我以前曾經嚐試但並未
成功的一件事。起初，我擔心自己未能融
入這個大家庭；我怕與人交往所帶來的是
與非；我怕無意中得罪了別人而不自知；
我擔心自己沒有貢獻；我擔心會令對我有
期望的人失望；我怕這些擔心會令我領悟
不到聖經的真諦。這樣那樣的擔心實在太
多，但並不代表我可以食言、退縮，唯有
讓天主決定收不收留我這隻迷途羔羊。來

一

憂
笑泯

愁

Faye Ko

成 為基督徒以後，我覺得對別人好，除
了能令自己開心外，其實也是一種奉獻，
是對天主的尊重。因為天主按照自己的肖
像做了人類，人人都是天主的受造物，而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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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0)

天下一聲笑

佚名

天堂，神父卻要往煉獄修煉。神父不服，
與天主理論，說自己天天開彌撒講道理都
有很多信徒，為何還要去煉獄；反而巴士
司機從不來聖堂，卻可以上天堂？

巴士司機駕著滿載乘客的巴士，一如以
往，在崎嶇狹窄的山路上飛馳。雖然藝高
人膽大，但上得山多終遇虎，車子突然失
控，跌 落 山 崖，全 車 乘 客 及 司 機 無 一 生
還。乘客中的一位神父及司機率先來到天
主面前。眾幽魂在後面等著，心想神父就
是神父，必定上天堂，那司機妄顧乘客安
全，累得他們家散人亡，一定要入地獄。

天主解釋，巴士司機日日都能令全車乘
客一上車便向我祈禱，而你開彌撒和講道
時，大部份人都在睡覺。
【按：此故事純屬笑話，切勿信以為真，更勿
以身試法，後果自負。】

結 果公佈，大熱倒灶，巴士司機立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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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 相

Pictorial

每年一度由 CCC 青年主辦的詩歌頌讚夜成功舉行﹐並邀得 Fr Anthony Bernard 及梁加恩神父參與﹐
台上台下老中青少年一齊歡舞歌頌主
Unite 11, the yearly Praise and Worship Night organised by CCC youths, were successfully held with participants
of all ages enjoying the night. Special thanks to Fr Anthony Bernard and Fr Lucas Leung for their kind support.

中文學校在鮑思高青年中心舉辦一年一度的家長師生同樂日﹐參加者皆盡興而返
A great day in Don Bosco centre for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parents,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8-

賞一 相

Pictorial

葉保勝神父應 CCC 邀請到訪雪梨﹐分別在北區中心﹐中區中心﹐高齡之家及陳克勳家中舉辦多個講座
On request of CCC, Fr Moses Yap visited Sydney and conducted a series of talks in Camperdown and Lindfield centres,
CCC Homes and Hudson’s home

耶穌會黃錦文神父應邀在中區中心舉行信仰講座
Talk by Fr Simon Wong in Camperdown centre

高齡之家聯同澳華療養基金主辦長者家居護理服務講座
Talk on community aged care by CCC Homes and Australian Nursing
Home Foundation
-9-

羅修女在北區中心主辦關於彌撒的講座
Sr Anne’s talk on church ministers and new
Missal in Lindfield centre

中秋節聯歡晚會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s
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
4-6 Portia Rd. Toongabbie
18/9 星期日 下午五時至九時
節目：聚餐，歌唱，燈謎，遊戲，抽獎等
Dinner, Singing, Riddle, games and lucky draw
Ticket 餐券 @$5.00
Please bring a plate of dessert
請帶同一份甜品一同分享
可在中區，北區中心或中文學校購買餐券

201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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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在永恆

C C C 製 作福 傳 C D
「風中傳愛」,「主來吧！」
關俊棠神父避靜錄音 — 寬恕是怎麼一回事
周景勳神父主持 2009 年家庭營錄音 — 上善若水
周景勳神父主持 2010 年家庭營錄音 — 愛的吶喊
和吟詠—聖女大德蘭
周景勳神父主持 2009, 2010 年避靜錄音
可在中區中心，北區中心或中文學校訂購

CCC 製作第三輯電台節目『愛在永恆』在 2CR 逢星期二下
午 1:30pm 播出，星期三晚上 9:45pm 重播。每月第四星期
節目由青年組主持。本節目以教友生活故事與分享為主。
而電台組的成員除 CCC 教友外亦包括來自不同華人團體
的教友參與，特別是主題曲及節目內的歌曲，請大家按時
收聽。
現可以在本會網頁 www.ccc-inc.org.au 下載收聽

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週年大會將於 2011 年 10 月 2 日 華人天主教會週年大會將於 2011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下午二
星期日下午二時在北區中心舉行，週年大會之通告可在 時三十分在北區中心舉行，週年大會之通告可在各中心索
取。
高齡之家及各中心索取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CCC Homes Ltd will be held on
2/10/11 Sunday at 2:00pm at Holy Family of Nazareth’s
Church, corner Pacific Highway and Highfield Rd. Lindfield.
AGM Notices are available in CCC Homes and all CCC Centres.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CCC Inc. will be held on 2/10/11
Sunday at 2:30pm at Holy Family of Nazareth’s Church, corner
Pacific Highway and Highfield Rd. Lindfield. AGM Notices are
available in all CCC Centres.

The above notices, nomination forms and proxy forms may be downloaded from CCC website
以上會員大會通告，提名表格及投票授權書可在本會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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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cb.org/nab/index.htm
04/09/11
11/09/11
18/09/11
25/09/11
02/10/11
09/10/11
16/10/11
23/10/11
30/10/11
06/11/11
13/11/11
20/11/11

常年期廿三
常年期廿四
常年期廿五
常年期廿六
常年期廿七
常年期廿八
常年期廿九
常年期三十
常年期卅一
常年期卅二
常年期卅三
基督君王

Ezek 則 33:7-9
Eccles 德 27:33-28:9
Isa 依 55:6-9
Ezek 則 18:25-28
Isa 依 5:1-7
Isa 依 25:6-10
Isa 依 45:1,4-6
Ex 出 22:20-26
Mal 拉 1:14,2:2,8-10
Wis 智 6:12-16
Prov 箴 31:10-13,19-20,30-31
Ezek 則 34:11-12,15-17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詠

27/11/11 將臨期一

Isa 依 63:16-17,19; 64:2-7

04/12/11 將臨期二
11/12/11 將臨期三

95
103
145
25
80
23
96
18
131
63
128
23

Rom 羅 13:8-10
Rom 羅 14:7-9
Phil 斐 1:20-24,27
Phil 斐 2:1-11
Phil 斐 4:6-9
Phil 斐 4:12-14,19-20
1 Thess 得前 1:1-5
1 Thess 得前 1:5-10
1 Thess 得前 2:7-9,13
1 Thess 得前 4:13-18
1 Thess 得前 5:1-6
1 Cor 格前 15:20-26,28

Mt
Mt
Mt
Mt
Mt
Mt
Mt
Mt
Mt
Mt
Mt
Mt

瑪
瑪
瑪
瑪
瑪
瑪
瑪
瑪
瑪
瑪
瑪
瑪

18:15-20
18:21-35
20:1-16
21:28-32
21:33-43
22:1-14
22:15-21
22:34-40
23:1-12
25:1-13
25:14-30
25:31-46

詠 80

1 Cor 格前 1:3-9

Mk 谷 13:33-37

Isa 依 40:1-5,9-11

詠 85

2 Pet 伯後 3:8-14

Mk 谷 1:1-8

Isa 依 61:1-2,10-11

路1

1 Thess 得前 5:16-24

Jn 若 1:6-8,19-28

乙年 Yea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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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
Revenue & Expenditure Account for the period
1/7/10 to 30/6/11 (Exclusive of Chinese School)
華人天主教會收支表 1/7/10 至 30/6/11
(中文學校除外)
Income 收入

2011 年度家庭營
日期： 26/12 – 28/12 星期三上午
關傑棠神父主持成人組
主題：如何加強家庭成員的溝通
青年組由 Bishop Julian Porteous﹐
Fr. Gerard Kelly, Fr. Lito Laya 帶領
地點： 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

CCC Collections
Lunch
Donations
Religious Book Sales
Advertising Income
Interest Income
Function & Activities
Fr Mo Birthday Dinner
Family/Youth Camps
Easter

泛澳華人天主教信友團體論壇雪梨 2011
Pan-Australian CCC Forum 2011
主題： Formation & Ministry in
Our Journey with Jesus

在基督內的培育與事奉
日期： 28/12 星期三中午 至 30/12 星期五中午
組別：成人組 及 青年組
主講嘉賓： Bishop Peter Ingham, Fr. John Kwan,
Fr. Gerard Kelly, Fr. Lito Laya,
地點： 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

Miscellaneous Income
Collection Flood Victims

以上活動將於 11 月 27 日截止報名
可在 CCC 各中心或在網上報名
on-line registration at www.ccc-inc.org.au

C C
C

Total Income
Expense 支出

中文學校招收各級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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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班 幼稚園﹐小一至小五 9:00-11:30 am
小六至中學各年級
9:00-12:00 pm
下午班
學前班﹐幼稚園至小五 1:45-4:15 pm
小六至中學各年級
1:45-4:45 pm
普通話: 星期日 幼稚園﹐小學一年級至中學各年級
上午班 9:00-11:30am (新設)
下午班 1:45-4:15pm
報名 星期日： 本校 上午 10:00 am -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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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主日講道
梁達材神父
閻德龍神父
關傑棠神父
徐錦堯神父
羅國輝神父
每日聖言
吳智勳神父

http://www.frpeterleung.com/blog/ (每日聖言靜思 )
http://hk.myblog.yahoo.com/tak-lung
www.ccc-inc.org.au
http://jesus.cirs.org.hk/audio_mass.asp
http://thomaskflaw.blogspot.com
http://catholic-dlc.org.hk/frame3.htm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
index.htm

聖道禮儀

http://www.vaticanradio.org/cinesebig5/liturday/
litdomcorrente.html
http://kkp.catholic.org.hk/
http://www.catholicworld.info/prayerchinese/
index.html

公教報
祈禱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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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ing
Auditors Remuneration
Bank Charges
Religious Activities
Family/Youth Camp
Religious Books
Audio Productions
Donations
Function & Activities
Praise & Worship Night
Fr Mo Birthday Dinner
Gifts
Lunch
Insurance
Printing & Stationery
Postage
Radio Preaching
Retreats Expenses
Easter
Sister's Expenses
Stipend - Priests
Stipend - Sisters
Subscription
Sundries
Telephone
Prior Year Adj

主日奉獻
午餐收入
捐款
售賣書籍
廣告收入
銀行利息
活動收入
馬神父壽宴
家庭/青年營

$ 27,117.02
$ 11,201.80
$ 1,176.55
$ 3,265.83
$
363.64
$ 8,251.26
$ 4,044.00
$ 9,380.00
$ 18,278.10

復活節
什項收入
水災籌款

$
$
$

總收入
廣告支出

916.10
249.30
2,000.00

$ 86,243.60

詩歌頌讚夜

$ 2,972.45
$ 4,500.00
$
4.80
$ 2,252.00
$ 15,411.42
$ 4,060.68
$ 1,047.41
$ 15,896.00
$ 1,088.77
$
(33.09)

馬神父壽宴
禮品
午餐
保險費
印刷費用
郵費
電台傳播
避靜
復活節
修女支出
神父酬金
修女酬金
刊物訂購
什項
電話費用
上年度調整

$ 8,806.00
$ 2,020.02
$ 9,473.80
$ 2,387.83
$ 6,286.44
$ 1,782.60
$ 4,185.00
$ 1,487.00
$ 3,777.83
$ 1,958.53
$ 7,600.00
$ 13,800.00
$
165.00
$ 1,889.13
$
24.55
$
783.80

核數師
銀行費
神修活動
家庭/青年營
購買書籍
CD 製作
捐款
活動支出

Total Expenses
總支出 $113,627.97
Net Profit (Loss) 盈餘 / (虧損) $ (27,384.37)

“Voices of Youth” reflects on another great
Unite Praise and Worship!
This year, 2011, brings an increase number of
younger youths to the music stage. It was very
satisfying to see!
As the red curtains open, a strong energy
radiates, above and below the stage. The whole
hall was filled with one purpose - to sing praise
to our beloved Lord. The Holy Spirit was
definitely working!
I had the opportunity this year to experience the
night in a very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feel the
warmth and joy as an audience. Seeing what
the group has become makes me want to shout
out - THANKYOU LORD! AMEN!
I now welcome my fellow youths who continue
to be at the forefront of Unite. Here are their
thoughts and reflections.
Timothy Wong

Photos courtesy of Kelvin Man
and Dominic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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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 Thoughts
Unite 2011 proved to be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This
year had me organising a music team which provided a
great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both me and the youths in my
team/band. All the youths that played music on the night
were very dedicated, practising hard up until the night, their
practise shown clearly in their great performance on the
night! The talk on the Eucharist by Fr. Bernard proved to
be a great addition to the night, providing inspiring insight
on why we Catholics make the effort each week to get to
mass and receive the Eucharist. All in all a great night!
Cannot wait till Unite 2012!

Aaron Leung

United in Praise
Unite 2011 was an amazing event,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Youths to forget about
their burdens and anxieties of their everyday
life and focus one thing; to praise and
worship God. St Augustine once said, “He
who sings prays twice” and this was certainly
the embodiment of this years Unite event,
with more Youths volunteering their talents
to lead the congregation in praising God.

Lifelong uniting!
Every year has its ups and downs but Unite 11 centres on what it
was and will be- an event that promotes the living, breathing and
very holy, Holy Spirit within our worldly community that we are
all part of and continually contribute to in our lifelong journeys
in Christ. The strength of human resilience and the richness of
sharing God’s gifts through music, speaking, listening and
participating- the fact that we ar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gives everything we work for a meaningful purpose.
Unite 11 brings together a large group of volunteers who donate
bucket loads of time and are willing to push for positive change
for youths and adults alike. I know this now as an organiser and
having observed, struggled with and ultimately rising above
challenges set by human limitations and standards- most of
which were out of our hands, I am grateful to be working with a
dedicated and knowledgeable team. For future events, I wish to
further support, work alongside and contribute the best I can so
that our community, no matter how big or small, can thrive in
faith and love.
In the future, opportunities will arise so we can continue to rise
above each struggle and follow the battle worn journey to find
Jesus.
May God Bless us all!

Harmonie Luk
- 13 -

One of the most moving experiences felt
during the night was Father Bernard’s talk
about the presence of Christ in the Eucharist.
This was amplified by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providing a time for
those present to talk to Jesus.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ose who made
Unite 2011 such a success, and hope we can
grow stronger in faith and love for God
together!

Kris Fung

This issue of Childrens’ Corner is going to
be fabulously packed with activities to create
and use to celebrate and praise God!
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start off
with some basics before the more
challenging design and make fun!

How do all
these pieces
fit together?
Using plenty
of glue!

For 1 tambourineEquipment:
Pipe cleaners
Hole puncher
Paper plate
2-3 strips of crepe-paper streamers
Scissors
Tape
Ruler
4 or more small bells
mbou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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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1.
2.

3.
4.
5.
6.
7.
8.

Cut each pipe cleaner
into 8cm lengths.
Use hole puncher to
punch 4 or more
holes on the edge of
the paper plate.
Poke a piece of pipe cleaner through a hole.
Tread a small bell onto pipe cleaner.
Twist the ends to lock bell in place.
Repeat steps 3-5 with the remaining holes.
Attach streamers to edge of tambourine with
tape.
Tap out a rhythm with 2 fingers in the centre
on your newly-made tambou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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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13+ Dried shredded fish pieces (roughly the same width)
Instructions:
1.

t…
e ne
in th bag…
h
s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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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n th
cat i ’ll have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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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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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t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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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Find 8 or more strips of a longer length and place
aside.
2. Find 5 or more strips of a shorter length and use
these first.
3. Put 1 strip vertically onto a table in front of you
so one end is furthest away from you and the
other end is closest to you.
4. Place the other 4 or more strips vertically across
the table with about a finger space between each
strip.
5. Using a longer strip, start at the bottom of the
vertical strips from left to right.
6. Weave the longer strip over the first vertical strip
and under the second strip to get a criss-cross
effect.
7. Continue to weave the long strip through the rest
of the vertical strips, over the third and under the
fourth, over and under until the last vertical strip.
8. Using another longer strip, weave just above the
first long strip, under the first vertical strip, over
the second vertical strip.
9. Continue to the weave until you reach the last
vertical strip.
10. Repeat steps 6-9 until there is no more room to fit
another long strip.
11. Finished!

What’s
th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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