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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請讓我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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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早前中國內地有一位小男孩，遭受親人

虐待，雙眼被割掉，這宗駭人的消息傳

出，引致不少人同情。眼睛是人體重要部

份，眼耳口鼻也是以眼為先，眼見小朋友

會變成瞎子，便有眼明手快的專科醫生，

自願為他義診，希望有機會利用電子眼幫

助這位小可憐復明。 

人人都希望自己擁有健全的視力，有些

愛美的人士，更不惜後天加工以求增加雙

目美感。自古以來，形容眼睛的詞彙，無

論褒貶，多不勝數。有這個笑話 : 只要把兩

個貨幣分別放置眼前，人只能看到的就是

錢，不知這是否現實生活的寫照。隨著年

紀增長或外在因素影響，視力或多或少都

會出現問題，當然沒有人願意患上嚴重眼

疾或失明，但我們會否因自己擁有的視力

而感恩？有沒有善用自己的雙眼？ 

眼睛被形容為靈魂之窗，人除了肉眼

外，還有心靈的眼睛，有句話就是眼盲心

不盲呀！今日世界很多地方，甚至社會、

家庭、個人自己，雖然充斥各種問題，但

我們仍要相信天主掌管一切。每年的聖誕

節，都提醒信徒耶穌基督的誕生，這不只

是二千年前的事，其實主耶穌天天與我們

同在，祂的名字是厄瑪奴耳。主耶穌！請

讓我看見。求你賜我們以信德的眼光看見

你 ; 以望德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生 ; 以愛德

的眼光看自己、看近人！ 

為期一年的信德年雖然將於十一月廿四

日結束，但耶穌對瞎子說 : 「你的信德救了

你！」這句話，為我們在天國道路中行走的

人，天天受用。 

願恩寵與平安由我們的父天主和主耶穌

基督賜與你們！(弗1:2) 祝主內兄弟姊妹聖

誕喜樂、平安！ 

聖經中記載有好幾個關於耶穌治好瞎子

的奇蹟，其中令人熟悉的有兩個 : 第一個是

耶里哥的瞎子(谷 10:46-52)，第二個是治好

胎生瞎子(若 9:1-34)，聖蹟中那兩位瞎眼的

主人翁，都因重見光明，而改變了一生，最

後都追隨了基督。 

反之，事件中明眼的人，卻使人失望。

前者事件中的旁人，竟斥責瞎子，阻止他求

耶穌 ;後者事件中的法利塞人，明明看到耶

穌治好瞎子的奇蹟，卻不相信，還稱耶穌為

罪人，因為衪不守安息日，所以盲的卻看

到，而自以為健全的卻看不見，還阻止人看

到，因為他們心盲，認真諷刺。 

其實，我們何嘗不斷在日常生活中，犯

上相似的錯？ 

當我們看到需要幫助的人卻視而不見，

因為我們只著重自己的需要 ; 當我們太固執

己見，以原則掛帥，卻看不到其他的可能

性 ; 當我們自我欺騙，用錯的方法處事，卻

自以為是，即自我操縱對與錯 ; 又或當我們

逃避去面對或接受一些事實，所謂採取「駝

鳥政策」…我們也都是同樣的心盲。 

其實，當我們在黑暗中或雲霧中，看不

清楚，甚至看不見，所謂前路茫茫，也未嘗

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因為那時我們才知道自

己的有限與無能，需要依靠天主，因為衪是

全能及全知，「黑暗對衪並不矇矓，黑夜與

白晝一樣光明，黑暗對衪無異光明。」(詠

139:12) 

記得曾聽過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現代

的瞎子，有幸被治好，復明以後，他卻發覺

失去了以前盲時週遭的人對他的關懷與幫

助，因為各人都以為他可以照顧自己，結

果，他受不了而選擇自毀生命，真可悲！ 

所以，主！請不可讓我看見得太清楚，

及望得太遠，以免我自以為了不起，可以洞

悉一切，掌握一切，以致再不需要主。我只

求能感受到你的臨在，你的慈愛無時無刻的

與我同在，同時亦請求不要讓我心盲。亞

孟！ 

主，請不可讓我看得太清楚  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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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請讓我看見  多羅德  

「這門真奇怪，又拉又推都不能開的，莫

非我找錯地方！？」 

「老兄，你沒有看到門上寫著 : 敲的，就

必給他開。(瑪6:7-8) 難怪你要看醫生了。你

的雙眼看來好端端旳，到底有甚麼問題？」 

「近日我凡事看不順眼，尤其是看到別人

比我好、比我優秀、比我……我的眼就會一

閃一閃，真怕患上flashing eye呀！聽說耶穌

醫生連胎生瞎子也可復明，祂只需用唾沫和

了些泥抹在瞎子眼上，然後瞎子去史羅亞池

洗洗就好了 (若9:1-7)。又有次祂只向瞎子說

句 : 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瞎眼的乞丐也

被醫治了，耶穌真的讓他們看見啦 (谷10:46-

52)！不過我現在沒有預約，不知祂會見我

嗎？有什麼附帶條件，例如家庭醫生的推薦

信等等？！」 

「見耶穌醫生，只需帶備最重要的 : 信

心。既然你的眼睛連字也看不清，我們陪你

到診症室好了！反正我們也來覆診。」 

「你們的雙眼看來沒什麼，原來也要看醫

生，真是同病相憐！哈哈！」 

「不要只看外表，有些人其實患有隱疾，

只不過自己不知道而已！尤其靈魂(心靈)的

眼睛有問題也不發覺。耶穌醫生說我的心眼

患上眼壓高，正如肉眼患上此症一樣，嚴重

要滴藥，且要終身用藥以控制眼壓，防止青

光眼發生引致失明。我的肉眼已如此了，所

以我不時祈求 : 主，請讓我繼續看見！好使

我欣賞你所創造的萬事萬物。擁有健康視力

是很寶貴的，我怕引起心盲呀！同時我也有

其他眼疾，就是普通眼科醫生說的飛蚊症。

七情六慾的事物，時常不斷在我眼前浮現。

年紀大了，視力應該自然衰退，很奇怪我的

心靈視力卻不如此，我連人家眼中的木屑看

得很清楚，但自己眼中的大樑卻看不見。(瑪

7:3-5) 真懷疑自己患上白內障。雖然我有著

種種問題，但我相信耶穌醫生是照耀普世的

真光，祂會醫治我，好使我在光明道路上行

走。正如祂說過 : 你的眼睛就是身體的燈。

幾時你的眼睛純潔，你全身就光明 ; 但如果

邪惡，你全身就黑暗。為此，你要小心，不

要叫你內裹的光成了黑暗。所以，如果你全

身就光明，絲毫沒有黑暗之處，一切必要光

明，有如燈光照耀你一樣。(路11:34-36) 」 

「對呀！我自從見過這位讀眼神醫 耶

穌後，看這世界事物改觀了。原本自以為是

耳聰目明的我佷精打細算，認為做了很多好

事，去聖堂都比人多，又努力去做個好教

友，但我所得的卻比我那個每星期日才上教

堂的鄰居少，耶穌醫生說我患上紅眼症，祂

告訴我天主自有祂賞賜各人的方法。衪給我

的的藥方就是一出現紅眼症狀，就讀讀聖經

瑪竇福音中那個僱工的比喻，尤要注意這幾

句 : 朋友！我並沒有虧負你……難道不許我

拿我所有的財物，行我所願意的嗎？或是因

為我好，你就眼紅嗎？(瑪20:1-15)自從得此

妙方，我的紅眼症狀真的少了。祂還為我測

試視力，教我除去一向配戴的有色眼鏡，要

戴上耶穌自己所製的鏡片 良善心謙品牌，

連以前的遠視 只為自己未來多多憂慮，卻

忽視其他兄弟姊妹的需要 ; 近視 以自我為

中心，自視甚高，忘記凡事感恩，祂都為我

一一調整，果然看事物有所不同。你們知道

嗎？如果以前，聖誕節將近，置身商埸，我

的眼睛只看見那間公司大減價，那件聖誕禮

物吸引，雙目就只留意聖誕老人和璀璨的燈

飾，但今年我要改變一下，除了用肉眼欣賞

四週的聖誕佈置，更要用心靈的眼睛，看看

聖體中的耶穌和那躺在馬槽中的小聖嬰！」 

「哇！哇！你說到好像真的見過祂一般！

難道祂醫治好我的靈魂之窗，就真的看見祂？」 

「耶穌復活後顯現給多默宗徒說過 : 那些

沒有看見而相信的，纔是有福的！(若20:29)

聖誕節是一個愛的節日，天主是愛(若1:4)，

祂 為了救贖我們人類，所以耶穌基督成為

人，降生於我們中間，有信德和愛心便可看

見主，尤其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你們兩個挺有愛心，與我分享這麼多心

得！真的要趕入去啦！否則過了診症時間！」 

「少擔心吧！耶穌就是那位過去在、現今

在、將來也在的永生天主子呀！祂永遠都會

等待著每個尋找祂的人，祇須我們誠心向祂

祈求 : 主！請讓我看見。」 

請看父賜給我們何等的愛情，使我們得稱

為天主的子女，而且我們也真是如此。(若一

3:1)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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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因有晚輩成家立室，特地到加拿大

參與盛會，順道到美加一遊。因年事漸高，

也得知當地醫療費用昂貴，所以對於以往從

不購買的旅遊保險，一點也不敢怠慢。 

一位資深教友曾打趣地說，我們基督徒

買的應該是JMJ品牌保險(Joseph，Mary，

Jesus 若瑟、瑪利亞、耶穌)，這個雖在領

洗時已送了給我們，可惜不時忘了交保費

(祈禱)。某天在芝加哥，內子一不小心，摔

了一交，因疼痛加劇，翌日便獲贈獨家罕有

的醫院一天遊，參觀當地急症室，享受號稱

先進的醫療服務。幸好天主寬仁，接納我們

過了期的保費，更不收取任何罰款或行政費

用，一切均無大礙。再得各方好友代交保

費，內子很快便健步如飛。不能想像坐著輪

椅，扶著拐杖，跌跌跛跛參加婚宴的情景。 

此行除了讓我們四散海外的兄弟姊妹共

聚天倫外，也讓我輩失散了近半世紀的同學

共聚一堂。當大家興高采烈暢談舊事，閒話

當年之後，突然收到消息，一位同窗在多月

前已悄悄安息主懷。聞此噩耗，眾人無不唏

噓驚訝，慨嘆生命的脆弱與無常。短短半年

內便有兩位同窗搶閘回歸天鄉，真怕天國要

實施劏房政策來解決魂滿之患。我們不知道

人子什麼時候要來，所以要醒寤，隨時作好

準備。我們只知道：『事事有時節，天下任

何事皆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哭有時，

笑有時，哀悼有時，舞蹈有時…天主所行的

一切事宜，都很適時，並賜給人認識時事的

經歷，但人仍不能明瞭，天主自始至終所做

的工作』(訓3:1-11)。 

此行也算得上是朝聖之旅，我們曾到訪 

JMJ保險第一股東聖若瑟在滿地可(Montreal)

著名的聖若瑟大教堂(www.saint-joseph.org/

en)，那裏是聖人安德烈修士(Brother André)為

奉獻給聖若瑟而興建的，也是他長眠之所。

據說那裏的聖油曾治好了不少病者，而聖堂

的一角則掛滿了過千柺杖，據說都是痊癒了

的跛子留下來的；證明JMJ保險靠得住。我

曾把聖油送給一位患病朋友，可惜他並不相

信。其實正如聖油的標籤所說，治病的不是

油本身，而是仁慈的天主俯聽了患者的禱

告，聖油只是用來表達患者對天主的信心。

耶穌治癒了那位癱子，都是因為癱子和他朋

友對主的信心，不惜飛簷走壁從屋頂吊他下

去(谷2:1-5)。接著也參觀了JMJ第二股東(排

名不分先後)瑪利亞的聖母院，這與原著在

巴黎的聖母院不遑多讓，同樣金碧輝煌

(www.basiliquenddm.org/en)。很多人批評天主教

徒「朝拜」聖母，相信他們都是人云亦云，

不知就裏。我們是尊敬聖母對天主的信心和

服從，她是我們的典範；試想在那個相當於

中國浸豬籠的年代，未婚生子是何等大罪與

羞家，聖母在未知前路下仍欣然接受，「願

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路1:38) 要親眼看著

自己的兒子無辜慘死，是何等悲痛，聖母沒

有怨天尤人，只是默默含淚忍受。而在十字

架下，她更願意接受她愛子的托付作為「教

會的母親」，繼續照顧我們。我們豈能忘恩

負義，「要仔唔要乸」，把聖母摒諸門外 ?

在外地參與彌撒，確能體會到天主教會的普

世、團結與合一。無論到那一座天主教堂，

彌撒的禮儀、經文都是一樣，讓信眾能完全

投入於感恩祭中。 

在天主巧妙的安排下，我們有幸探訪了

渥太華市的華人天主教團體聖神天主堂

(www.ottawachinesecatholic.org)，與這個已有五

十多年歷史的團體關鍵負責人會面，他們的

二百多位教友，與我們一樣，每週中文彌撒

後都有聚餐，歡聚一堂。同樣地，成人慕道

班、青年組、兒童主日學、靈修講座、避靜

等也一一奉上。他們得到當地主教的支持，

有了自己的聖堂，但同樣也面臨神父荒，所

以不得不加緊為聖召祈禱。值得一提的是他

們團體的一位華裔青年已於2005年晉鐸，可

喜可賀。 

離別依依，不由得想起趙必成神父提及

佛家的人生七苦：生、老、病丶死、怨憎會

(與不喜歡的人或事相處)、愛別離(明知最終

是苦，也要先樂了才說)、求不得(得而復失

及可望不可即)。別離是苦，但沒有離別之

平 安 保 險   綠衣獅  

〔下接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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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的 啟 示     瑪加利大 

北區中心曾因午膳問題而困擾，幸得一

班有愛心、本著「愛主愛人」的教友自願擔

當煮食。彌撒後教友仍可一起午膳共享主

恩，又可品嚐一些家鄉名菜。提早慶祝中秋

時更有自製迷你冰皮月餅贈送，讓神父及教

友們同分享那中國傳統節日的歡樂時光，值

得鼓掌讚賞他們的愛心及無私奉獻！雖然

教友們應守安息日，但亦要學習耶穌守安息

日的自由態度。為了服務教會，在主日仍工

作，而這些工作都變成讚美上主的工作，不

但偉大，更能悅樂上主呢！ 

我們要彼此尊重和愛所有的主內弟兄姊

妹，即使分屬不同的堂區，但全是天父的兒

女，大家要學習互相多交談，忠於自己的信

仰，也要多了解對方的立場。「你們中最大

的，要成為最小的；為首領的，要成為服事

人的。」(路 22:26) 

人們多不願意為明天而憂慮，只希望有

美好的未來，邁向永恆的生命。能每天把自

己交託在主的手中便可！試看天空的飛鳥，

牠不播種仍生存…野外的花朵，它不用工

作，也開得燦爛美麗。整個宇宙都在光榮讚

美主！主內的弟兄姊妹讓我們一起感謝主，

賜予一切美好的生活吧。 

日常多參加團體的聚會，接觸的層面擴

大了，眼光也變闊了。況且在團體的禮儀及

祈禱聚會當中，更能感受到團體彼此間的共

融。人與人之間能真正的共融接納是最好

的。但這美妙的氣氛，不是常能營造出來的，

要靠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故此每當教會

有需要支援時，身為教友的我們，應主動地

各盡所能，各展所長地擔當一切，無私地獻

出金錢、時間、能力等，各自燃點身上的燭

光，彼此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定能悅樂在

天大父，更合祂的心意呢！ 

日前堂區教會宣佈香港要籌辨一所天主

教大學，建校費用不菲，需要八億港元，請

教友們踴躍捐款，讓港中有志向上的學子多

些深造機會，因送子女出國升學非一般普羅

大眾能力所及，此乃一大喜訊，也是居港市

民之福！ 

 雪梨華人天主教團體內的弟兄姊妹多是

「良善心謙」，又有愛心，從他們身上可見

到基督的存在。很多來自香港的，他們雖身

在異邦卻仍心繫香港，沒有忘本。雖然在宣

傳中表示若捐出一筆巨款，則其名字可刻在

愛心樹的葉上，銘存於世，以作表揚。但他

們多非為虛榮而捐錢， 正是為善最樂，不甘

後人，亦是主的啟示，因「天主是愛」，他

們多本著「愛主愛人」的心而共襄善舉。希

望集腋成裘，不久便有一所設備完善的天主

教高等學府建在香港，此乃教會之光，亦是

香港市民之福。既能作福傳，又可顯出教友

們能聽從主的訓示，做天父的好兒女。主必

眷顧賜予平安和喜樂！天主保佑！ 

平安保險   〔上接第 4 頁〕 

苦又怎會有相聚之樂 ?『工作的人，從勞苦

中得了什麼利益 ? …於是我明瞭：人類的幸

福，只有在此生歡樂享受；但人人有吃有

喝，享受自己一切勞苦之所得，也是天主

的恩賜。我知道：凡天主所行的事，永恒

不變，無一可增，無一可減。天主這樣

作，是為叫人敬畏他。』(訓3:9-14) 悲歡離

合，都是天主給我們的禮物。感謝主讓我

有能力、時間、體力、智力和財力去享受

生命中的這個精彩片段。 

假期結束，回歸現實。「主，請讓我看

見」，我看見了今期期刊稿源匱乏。所

以，天主要我在廿多小時的回程航班中睜

開眼睛，不得睡覺，好使我在這漫漫超長

夜裏完成這篇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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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十八日，我們一行三十八位教友從雪

梨齊集香港機場，連同四位香港教友，神師陳永超

神父，領隊黃傑斯先生共四十四人乘坐土耳其航

機，十三小時後經土耳其到達第一個目的地捷克的

布拉格。 

這旅程是三年前我們到羅馬、花地瑪、露德朝

聖時已定下的目標。當然目的地是默主歌耶這個位

於巴爾幹半島現屬波斯尼亞山上的小鄉村。聖母瑪

利亞於1981年6月24日開始顯現給六個青年，為的

是勸勉世人悔改更新，歸向基督。雖然教會未正式

承認，但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朝聖者絡繹不絕。當

中有虔誠教徒、也有半冷半熱的基督徒、新教徒、

好奇者或不同原因到此地，被感動皈依者不計其

數，不斷回去的也為數不少。這旅程盼望已久，正

如神父所說：到默主歌耶是聖母對我們的一份邀

請。這次成行，實在感謝天主亦感謝疼愛我們的天

上母親。中途探訪幾個東歐國家，特別是已故教宗

真福若望保祿二世的故鄉波蘭，以及天主藉他的影

響及帶領，像骨牌效應從蘇聯共產領導成為自由世

界的捷克、匈牙利及克羅地亞。 

捷克的布拉格被譽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實在是

實至名歸，它的皇宮、皇宮內的教堂及那些彩色玻

璃，媲美巴黎聖母院。舊廣場四週十四至十六世紀

的建築物，每一所建築都值得人花半天時間細意欣

賞。晚上伏爾塔河畔的夜景令人心醉，教堂歌德式

建築配上暗暗燈光，那份淒美，讓人回到公主王子

的童話世界。我們更有幸在舉世聞名的耶穌聖嬰像

的勝利聖母教堂內舉行廣東話彌撒，感謝主恩。可

惜物質享樂主義已經滲入這國家，上教堂的人祇剩

十分之一了。願主祝福這國家，讓人民多懂感恩，

回歸基督。 

五月二十一日坐巴士進入波蘭境內。這國家在

二次大戰受納粹蹂躪，再經過幾十年共產黨統治，

不但沒有損害到他們對天主的信仰，反而是種種迫

害讓他們更投奔信賴上主的援助，在和平的抗爭中

得到自由與民主。一進入波蘭境內，人們進入聖堂

都是祈禱敬禮天主，氣氛與其他歐洲國家很不同。

在著名的亞斯納古拉修道院，亦即黑聖母像所在的

修院，不論是教堂大殿或旁邊很多的小聖堂、外面

露天十四處苦路，人人都在唱聖詠或齊頌禱，歌聲

此起彼落。當時更碰上孩子們初領聖體，男女小孩

像小天使般合掌祈禱，人在其中，有著天堂境界的

感覺。到這修院每天少說也有一萬數千人。 

沿途經過的民居，油站或路旁很多都有十字苦

像或聖母像豎立著，標誌著他們的信仰。我們有幸

在真福JPII成長的堂區聖堂，亦是他作本堂及任職

主教的聖堂參與彌撒，及探訪了他年青時，作為樞

機主教時走過的地方，覺得與我們這位敬愛的教宗

親近了很多。 

在波蘭，我們來到了世界最大的納粹集中營

Oswiecim斯威辛集中營。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

黨要滅絕猶太人及波蘭人(因波蘭人一向善待猶太

人)，單看那七噸頭髮，似山堆的皮匣及鞋，毒氣

室，人間地獄式的營房，大家都不能說話。在戶外

一非常簡單的紀念碑前祈禱，不禁黯然落淚。願種

族間互相尊重，和平共存，大家都是天父兒女，願

彼此接納。 

世界最大的塩礦也在波蘭。令人驚嘆的是礦內

深層（至少二十樓）有一Cathedral主教座堂，每主

日有彌撒。在塩礦中刻了耶穌聖誕故事，塩祭台，

十字架等等，嘆為觀止。也衷心欽佩那些礦工，在

艱鉅危險黑暗環境下，仍把天主刻在塩牆壁上，刻

在心中。 

最後我們到了Krakow克拉科夫巿，這個美麗的

古城不但是JPII為樞機直至當選為教宗為止，更重

要是這裡也是慈悲耶穌大殿，聖女傅天娜的修院所

在地。下午三時我們誦念著慈悲串經，到達Basilica 

of Divine Mercy，擠入去有千多信眾在內的大殿參

與當地彌撒，後來我們更有幸在未經預約下在聖女

傅天娜修女陵墓小聖堂，在慈悲耶穌畫像真蹟下擧

行彌撒，實在感受到天主的寵愛。坐在那裡，承諾

向主開放，願跟著祂，永不改變。 

離開波蘭，我們經過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單是

一條藍色多瑙河已是夠令人遐想，河畔建築物及景

色多得我們的領隊黃先生，全程個多小時像播錄音

帶一樣向我們介紹這國家歷史文化，如數家珍，專

業程度，大家寫個服字。 

克羅地亞是個純樸的國家，有幸在首都蕯格勒

布主教座堂St.  Stephen church參與彌撒，還可向在南

斯拉夫聯邦鐵托強人統治期間受迫害殉道主教

Blessed Alojzije Stephen的靈柩前致敬及祈禱，感謝

天主。 

進入波斯尼亞境前，我們經過了有歐洲九寨溝

盛名的十六湖國家公園。看著清徹見底的湖水，環

繞四週大大小小的瀑布，高山樹林，大家在大自然

環境中，沐浴在上主奇妙恩寵中，由衷讚美感謝主

恩。 

五月三十日到了我們最重要的目的地默主歌耶

Medugorje，晚飯後與幾位團友急不及待跑到聖母顯

現山Blue Cross去見一見媽媽。到了山腳，沿路有淡

淡的燈，像一串玫瑰念珠一樣，很美麗，但見嶙峋

〔下接第 7頁〕 

東歐默主歌耶朝聖點滴   Mary Leung 

(Kingsg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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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i t o r i a l  

In today’s world, there are many new era Christian 

groups preaching the Good News, using contemporary 
music and technology to attract non-believers to accept 
Jesus Christ as the King. The more traditional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 Roman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alike – tend to put more emphasis on serving Christ’s 
Kingdom. The Gospel message clearly tells us that Je-
sus demands His true followers not to neglect His 
Kingdom – which is, all mankind including the little 
ones, the poor, the sick, the prisoners, the displaced 
and the needy.   

Any religious groups labelling themselves Chris-

tian shoul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erving the King 
and the Kingdom. Well known organizations such as 
Caritas, St Vincent de Paul, Anglicare and Salvation 
Army are formed to answer the calling to perform ser-
vice to the needy. However, if a Christian group puts 
its emphasis on service without first putting Jesus as 
their King, then their service will be no different from 
a government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or a NGO. 

On the other hand, preaching without practicing 

what one preaches is like a house built on sand. To 
many non-believers, the Christians who do not show 
compassion and neglect to look after their neighbours 
are just people with empty talks, even hypocritical to 
some extent. Our religion is more than rituals and emo-
tional encounters with Jesus – by which many are 
called, but a demand for lifelong service to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be a follower of the King to love Him and serve 

one’s neighbour demand leaving all our possessions 
behind. Didn’t Jesus ask the rich young man to make 
this sacrifice? To some people, leaving monetary pos-
sessions behind may not be too difficult, but more im-
portantly, leaving behind our greed, pride, lust, venge-
ance, jealousy in order to purify the heart to do service 
for Christ’s Kingdom is a more difficult ask. Ultimate-
ly, within any groups, it is each person’s choice wheth-
er to accept the King and His Kingdom and whether 
willing to give up one’s possessions to undertake the 
lifelong service.    

東歐默主歌耶朝聖點滴 〔上接第 6頁〕 

大石，雖有點擔心，互相鼓勵下上了山腰，即聖母

在1981年6月24日第一次顯現的地方，大家心情都

有點激動。媽媽，我們終於來到這裡探望妳。 

三十一日早上五時天下著大雨，四個儍人相約

再去聖母山，走了約廿分鐘路到達山腳，大家跪下

祈禱，把家人至親、堂區、教友，一一交托給聖母

媽媽。我們嘗試上山，山路很直很高，石頭又尖又

大，亂堆在一起，其實無一條路可跟著走。走了五

分鐘左右行雷閃電，唯有回頭，大水衝下，又不敢

躲在小樹下避雨，小心翼翼下終於安全下到山來，

回到旅店，四隻泥鴨，但滿心喜樂，四個年過半百

的女人，像野孩子一樣相擁而泣。上山學武也要一

關一關過啦，何況見天上母親呢！ 

吃過早餐，雨停了，大隊一齊上聖母山，互相

扶持，喜見各人都到齊。其中團友David及Amy行動

不大好，見他們也上到來，跪在聖母像前，David 

拿出朋友從聖地帶給他的木製念珠，卻見整條念珠

變了晶瑩通透的欖檻油olive oil色，很感動。我想聖

母媽媽在告訴我們她愛我們，很喜歡我們到這裡來

看她，並聯同世界各地信徒同心祈禱，很感動。舉

目一看，聖母像不遠的最高處有耶穌苦像，因在山

上，很像當日主耶穌被釘在木架上的情境，眼眶便

濕了。週邊石頭特別嶙峋，我手腳並用移動前往。

感謝主我能以此方式俯身走向主耶穌基督，在聖像

前看見滿身傷痕的救主，眼淚不期然湧出來。四週

的人都在哭，大抵都在哭自己的過去，自己的罪或

痛苦，一一都在這裡交托，亦承諾一生跟隨基督。 

第二天上大十字架山拜苦路。這座山比聖母山

高很多，而且天下著雨，我們中有三分一人上山有

困難，但除了三位團友外，大家都上了去，雖然花

了足足四個多小時來回，但困難中互相扶持更見友

情可貴，大家都感謝主恩。 

在默主歌耶這山上小鄉村，相信長年有三至五

萬教友來朝聖。早上國際彌撒永遠過擠，黃昏戶外

彌撒至少一萬人參加，告解亭永遠排長龍。以為早

上五時出來祈禱很早，豈料廣場的大耶穌像前已有

人龍，晚上明恭聖體至十一時，人人同心唱歌祈

禱，普世教會意義在此中尋。我們笑說，在這裡像

在天堂一樣，不想睡覺。事實上每天也是睡五小時

左右，很滿足。到過默主歌耶才明白為何這麼多人

會不斷回來，聖母媽媽，我們也一定再來。 

感謝天主讓這次朝聖順利平安，主恩銘記於

心！ 

King an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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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一 相  

一年一度的讚美崇拜夜 Unite 由 CCC 青年組主辦,並由多個不同團體的青年協助及演出 

The annual Praise & Worship Night“Unite”hosted by CCC youths, with cooperation and performances from various 

Catholic youth communities 

在高齡之家舉行的中秋晚會,有不同年齡的參加者精采表演、晚餐、猜燈謎、抽獎...歡聚一堂 

Celebrating Moon Festival in CCC Homes, with beautiful performances from all ages, dinner, riddles, lucky draw… 

everyone enjoying the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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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 c t o r i a l  

 

京士高花地瑪聖母堂華人組京士高花地瑪聖母堂華人組二十週年誌慶週年誌慶 

2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Our Lady of Fatima Kingsgrove Chinese Group 
Date: 27 January 2014 (Monday - Public Holiday) 

Time: Thanksgiving Mass at OLF Kingsgrove Church 4:00pm or 4:30pm (to be confirmed with Bishop 

Terry Brady) followed by dinner and performance at Burwood RSL Club 

Cost: - Adult $35 (3-course meal – 2 choices served alternately) 

- Primary School age children $20 (separate child menu choice of Fish & Chips or Spaghetti Bolo-

gnese with dessert – please pre-order at the time of ticket purchase), 

- Children 4yo & under $5 (Chicken nuggets & chips pack), 

- Children 4yo & under who do not require meal, must have (free) tickets for separate 

seats allocation 

Contact person : Agnes Man  - 0413 096 960      Mary Leung – 0414 533 011 

Email:  olfkingsgrove0@gmail.com    Website : http://sites.google.com/site/olfkcog/ 

中文學校學生梁爾信(左)及庄瑩(中)分別獲得紐省民族社區語言學校 

教育廳高度嘉許獎(初級組)及廳長獎(高級組-最高榮譽）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Ian Leung & Cynthia Zhuang won the Minister’s Award for Excel-

lence - Highly Commended (junior group) & Minister’s Award (senior group, top award) 

北區中心慶祝教友(左)及梁神父(中、右)生日 

Lindfield Centre birthday celebrations for Lindfield members (left) and Fr Lucas Leung (middle, right) 

華人天主教會(左)及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右)新一屆委員 

Newly elected committee members for CCC Inc and CCC Homes 

中文學校學生區珮珊獲作文比賽一等獎 

Chinese School student Pui Shan Au won First 

Class Award in Chinese Writ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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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期間活動時間表   Christmas Timetable    

5/12 星期四 Thursday 

 上午 11:30 am 

高齡之家 

聖誕聯歡會 

CCC Homes 

Christmas Party 

12/12 星期四 Thursday 

上午 11:30 am 

中區祈禱小組  

聖誕聯歡會 

Camperdown Prayer Group 

Christmas Party 

15/12 星期日 Sunday 

 下午 1:00 pm 

北區中心禮堂 

聖誕聯歡會 

Lindfield Centre 

Christmas Party 

22/12 星期日 Sunday 

 中午 12:00 noon 

中區中心禮堂 

聖誕聯歡會 

Camperdown Centre 

Christmas Party 

24/12 星期二 Tuesday 

 晚上 8:00 pm  

 (暫定 tentative) 

中區中心  

聖誕前夕彌撒﹐隨後舉行茶點聚會 

(請帶一碟甜品)及報佳音 

Camperdown Centre 

Christmas Eve Mass﹐followed by 

supper (please bring a dessert) 

& Christmas carols 

26-28/12 星期四–六 

  Thursday - Saturday 
家庭營  (必須預先報名) 

詳情請參閱 CCC 網頁  

Family Camp (pre-registration re-

quired) Please refer CCC website 

28/12 星期六 Saturday 

 晚上 6:00 pm 

與蔡神父晚宴 

詳情稍後通告 

Dinner with Fr Peter Choy 

Details to be advised 

29/12 星期日 Sunday 

  

11時中區中心蔡神父主持主日彌撒

後聚餐 

下午 2-4 中區中心講座 

11am Sunday Mass in Camperdown & 

lunch with Fr Choy 

2-4pm Talk in Camperdown 

30/12 星期一 Monday 下午 7:30 講座 Kingsgrove 7:30pm Talk in Kingsgrove 

泛澳華人天主教信友團體論壇-達爾文 2014    Pan-australian CCC Forum, Darwin 2014 
主題 Theme:      Relational Poverty 
日期 Date﹕      Friday 27/6 to Sunday 29/6 
                 Registration at 2:00pm 27/6, Concluding Mass: 9:00pm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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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

win airport) http://www.stjohnsnt.catholic.edu.au/  
費用 Cost:      稍後通告 To be ad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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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cb.org/nab/index.htm 

03/11/13 常年期卅一 Wis 智 11:22 - 12:2 詠 145 2 Thess 得後 1:11-2:2 Lk 路 19:1-10 

10/11/13 常年期卅二 2 Mac 加下 7:1-2, 9-14 詠 17 2 Thess 得後 2:16-3:5 Lk 路 20:27-38 

17/11/13 常年期卅三 Mal 拉 3:19-20 詠 98 2 Thess 得後 3:7-12 Lk 路 21:5-19 

24/11/13 基督君王 2 Sam 撒下 5:1-3 詠 122 Col 哥 1:12-20 Lk 路 23:35-43 

01/12/13 將臨期一 Isa 依 2:1-5 詠 122 Rom 羅 13:11-14 Mt 瑪 24:37-44 

08/12/13 將臨期二 Isa 依 11:1-10 詠 72 Rom 羅 15:4-9 Mt 瑪 3:1-12 

15/12/13 將臨期三 Isa 依 35:1-6,10 詠 146 James 羅 5:7-10 Mt 瑪 11:2-11 

22/12/13 將臨期四 Isa 依 7:10-14 詠 24 Rom 羅 1:1-7 Mt 瑪 1:18-24 

29/12/13 聖家節 Ecc 德 3:3-7,14-17 詠 128 Col 哥 3:12-21 Mt 瑪 2:13-15,19-23 

05/01/14 主顯節 Isa 依 60:1-6 詠 72 Eph 弗 3:2-3,5-6 Mt 瑪 2:1-12 

12/01/14 主受洗節 Isa 依 42:1-4,6-7 詠 28 Acts 宗 10:34-38 Mt 瑪 3:13-17 

19/01/14 常年期二 Isa 依 49:3,5-6 詠 40 1 Cor 格前 1:1-3 Jn 若 1:29-34 

26/01/14 常年期三 Isa 依 8:23-9:3 詠 27 1 Cor 格前 1:10-13,17 Mt 瑪 4:12-23 

02/02/14 常年期四 Zep 索 2:3; 3:12-13 詠 146 1 Cor 格前 1:26-31 Mt 瑪 5:1-12 

09/02/14 常年期五 Isa 依 58:7-10 詠 112 1Cor 格前 2:1-5 Mt 瑪 5:13-16 

16/02/14 常年期六 Ecc 德 15:15-20 詠 119 1Cor 格前 2:6-10 Mt 瑪 5:17-37 

23/02/14 常年期七 Lev 肋 19:1-2,17-18 詠 103 1Cor 格前 3:16-23 Mt 瑪 5:38-48 

02/03/14 常年期八 Isa 依 49:14-15 詠 62 1Cor 格前 4:1-5 Mt 瑪 6:24-34 

05/03/14 聖灰占禮    Ash Wednesday          當日須守大小齋  Fasting & abstin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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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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日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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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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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School  

中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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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al : Wai Pon   
appointed by School 

Board 
中文學校校長 
由校董會委任 

CCC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行政委員會 
      President  會長           Hudson Chen  

      Vice Presidents 副會長   Barry Wong, Joe Kwan*  

      Admin Secretary秘書      Veronica Rich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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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oral Sister 牧職修女      Sr. Teresia Seeto RSJ 
St. Paul Sisters 聖保祿修女    Sr. Anne Lo SPC 

CCC Homes Ltd 高齡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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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of Trustee 信託管理局 

( Elected in AGM annually) 
Joe Kwan, Ruby chan (Secretary), Sam 

Chu, Kelvin Wong, Henry Cheung 

Centre Executive Committee (elected in AGM )    

各中心執行委員會  
 Camperdown 中區  Lindfield 北區  
Chairperson主席 Fenny Cheng (appointed Acting)  Gloria Cheung 
Vice Chairperson副主席 Vacant Henry Choi 
Secretary秘書 Carbo Yeung Harmonie Luk 
Treasurer財政 Peter Tam (appointed)  Kitty Lo 
Co-ordinator總務 Tony Chau Helen Shek 

Management Committee  
( Elected in AGM for 2011-

2013) 

管理委員會  
Chairperson 主席  Joseph Lai 
Vice chairperson 副主席  Gloria Cheung 
Secretary 秘書 Eve Chen 
Treasurer 財政 Andy Lee 
Co-ordinator 總務 Wai Pon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c. 華人天主教會  

(Spiritual Director 神師 Fr Gerard Kelly) 

*  Newly elected 新選 

華人天主教會高齡之家及華人天主教會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廿九

日假北區中心禮堂舉行。週年大會已選出新一屆委員會。 

CCC Homes & CCC Inc. held their AGMs on 29/9/2013 in Lindfield 

Centre, with new committee elected. 

2013年度家庭營 
成人組:蔡惠民神父主持 

主題﹕ 承先啟後：梵蒂岡第二屆大

公會 

青年組:  Fr. Gerard Kelly,  

      Fr Paul Roberts  

日期﹕ 26/12 – 28/12 

地點﹕ Moss Vale 聖保祿國際學校 

聯絡： 0413 726 213  

報名﹕ CCC 網頁, 中區中心﹐北區

中心﹐中文學校, Kingsgrove

華人組﹐Carlingford慈愛樂園  

明愛籌建天主教大學 
齊來捐助籌建天主教大學 

‘Towards a Catholic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Fundraising Appeal 

   感謝大家慷慨支持籌得捐款 
Thank for your generous support 
Donation received教友捐款 A $4,250        
CCC donated 本會捐出   A $5,750                            

Total 合共          A$10,000  

高齡之家 
現有一個單位提供申請，每單位有

一廳兩房, 申請者必須是領取政府

退休恤金之夫婦, 查詢可與 Joseph 

Lai/ Joe Kwan或司徒修女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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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es this picture remind you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rite some words that you feel link to this picture. The words 

could be about what you think is happening in the picture, how 

you feel about seeing this picture and/or the things you see in th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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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s and girls! How did you find this week’s puzzles? 

I hope you have made new discoveries and with your detective skills, you’d be able to crack 

any code! 

Try to crack the code of what to do to make God smile and touch our hearts even more! It’ll 

be one big ad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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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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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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 Fund Rebates   

中
醫 

針
灸 

Fred Luk  
Registered Acupuncturist,  
Registered Chinese Herbalist 

Suite 12A, The Specialist Medical Centre,  
124A Epping Road, North Ryde 2113 

(cnr Lane Cove Rd. & Epping Rd., enter from Lane Cove Rd.) 

務請預約  Appointment necessary 

0425 224 079     

 傳統中醫針灸，用針少而精，不針

患處，調節全身，療效持久 

 傳統中藥古方，免煎方便，台灣及

澳洲製造，TGA 驗證，安全可靠 

 食療保健 

 各種慢性病，都市病，皮膚病，綜

合症，痛症 

中
藥 

針
灸 

6ec.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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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支持本刊贊助教友  Please Support Our Sponsors 

 
CCC 期刊 

逢三月，七月，十一月第一主日出版。 

1) 派發地點：中區中心，北區中心，中文學校，

Kingsgrove，Hurstville，Carlingford 

2) 郵寄：請把地址通知本會 

3) 網上版：請在本會網頁下載 

4) 祈禱小組：請通知編輯組所需數量 

5) 市政圖書館：有關圖書館地點請聯絡編輯組 

徵 稿  
歡迎各位投稿，亦歡迎每期主題以外的信仰生
活分享。 

閣下對本刊的支持，是說明我們是無分界限、
領受同一聖體的最好証明。 

閱讀本刊後，請勿拋棄，請傳給親友閱讀。 

徵登廣告 

¼ 版每期$55 (含 GST)，一連三期$150 (含 GST)，歡

迎惠登廣告支助印刷費。 

來稿及惠登廣告請交 
中區 Barry Wong，北區 Gloria Cheung， 
中文學校 Fred Luk (0425 224 079)， 

電郵： bulletin@ccc-in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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