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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no one despise you for your youth, but set the 
believers an example in speech, in conduct, in love, in 

faith, in purity."  
ϭ�dŝŵŽƚŚǇ�ϰ͗ϭ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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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10-19  Feast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聖方濟瞻禮    

5-8,10,11 20-10-19  Fr Lu 20th Ordination Anniversary 路勇神父晉鐸二十週年晚宴    

9, 12-14 23-11-19  Advent Retreat 將臨期避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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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4-11-19  Walk with Christ 與主同行   

4-11 22-12-19  Christmas party 聖誕聯歡會   

12-14 18-01-20  Theology of the Body Talk 身體神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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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牧靈通訊的主題是青年人。 上次我向大家提及過，今年團

體會關注青年人的需要和培訓，團體亦會聘請一位青年組導

師。 感謝天主， 團體裏的 $QQH�:X 接受了這份使命， 幫助團

體領導和策劃未來青年人的培訓計劃。$QQH� 是團體內聖神宮

殿祈禱會的成員， 也是主日學的導師。她是一位有愛心、對信

仰熱誠和敬畏天主的基督徒。請大家為她的使命和團體內的青

年人祈禱。 

 

在本年一月， 團體邀請了從美國而來的 Katrina Zeno 為團體的

青年和年青夫婦教授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的基礎。

課程中我們認識了自己尊貴的身份和與天主的關係，從而更加

了解到”罪”帶來的後果，以及我們是需要依賴聖神而生活...等

等。 課程反應非常良好， 團體希望今年七月可以再有機會邀

請 Katrina 作第二次的工作坊。而第二次的課程，希望可以聯同主日學的兒童和家長導師一

同學習。 

 

常聽說年青人是團體的未來， 要給多些機會予年青人在團體內服務和工作， 從而在服務中

不斷成長。的確， 年青人是需要給予機會去服務， 但更加需要的是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如

果只是讓他們為服務而服務， 很快便會變得乏味和

結不出好果實。 所以希望當大家見到年青人為團體

服務時， 在提點的時候，多加些支持和鼓勵的說話。  

 

雖說年青人是團體的未來， 我們卻是團體的現在。 

我們這一代為團體付出的努力和時間， 是為下一代

鋪好一條道路。 我們把所學的授予年青人， 有做得

不好的地方， 需要改變， 變得更好， 免得留給下一

代去修補。 我們要減少批評， 多些鼓勵， 減少埋怨， 

多些諒解， 這是每個團體需要的元素。 我們要讓年

青人在一個愛的團體內培育成長， 要作一個好榜樣， 

因為年青人是團體的未來。 

 

主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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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聯合國青年

組織報告，青

年人在發展中

國家的50億人

口中，有一半

是在 25 歲以

下。所以，青年

不僅是未來，他們更是現在人類發展的有備力量。在三

十五年前的時候也有一班青年教友從香港和中國的其

它地方而來，這一班青年充滿著熱情和當時的張神父

和後來的徐主教開始了我們團體的建立。很快，團體從

小到大成長起來。三十年後的今天他們已是爺爺奶奶，

但是他們還是在我們的團體中活躍著。 
 

在去年的牧靈委員會中，我邀請了我們的每個小組的

負責人幫我以及我們的團體做了一個 SWOT 分析，S: 

strength,W:weakness,O:opportunity,T:threat。做

這個分析就是為了能夠比較全面的了解我們自己的團

體。在這個分析中我們青年的問題已經是達到了我們

團體的認知：我們的青年的活動少了，一大部分的青

年流失了。所以，當看完三十年前的團體的青年，轉回

頭看現在青年的信仰的培育是目前團體的痛點和我的

弱點。由於我們團體的神父們的牧靈時間被分散到了

各個層面，再加上語言的障礙和文化方面和 ABC 孩子

們的差異，我和王神父顯然不足以勝任為青年的服務。 
 

但是我們的頭不能只轉向以前和現在，我們還要往前

看。所以，從今年開始我們團體聘請了 Youth Worker 

來把我們的頭轉向將來，讓我們的青年也看到更多的

希望。 Anne Wu 是一位比較有經驗的，信仰也成熟的

青年媽媽，在 26/01 的主日天，她已經開始了她在我們

團體的服務，組織了學生開學前的祝福。學生們一起遊

戲，一起分享和祈禱，其中也為他們祈禱讓他們因著在

主內充滿喜樂，希望和彼此的支持，向自己在學習中的

困難主動發起挑戰。也為他們祈禱，希望他們不僅僅在

喜樂的時候祈禱和感恩，也在自己的壓力中依靠天主

和使自己的煩躁的心得以平靜。希望他們將來也是別

人的希望，和我們團體為福音作見證的希望。 
 

我們的青年不僅僅是將來也更是現在。就如教宗方濟

各在巴拿馬世界青年節說的：「你們是天主的當下、教

會的當下！你們不僅是未來，更是當下。教會需要你們

才能達到自身的圓」。的確，當初耶穌也是以一個青年

的擔當開始福傳之路，並且一路帶給很多人積極的正

能量，並勇敢的甘願付出了自己生命。這位青年的付出

讓世界震驚和五體叩拜，因此人們在他身上學習到了

付出價值原來是這麼大。每一個時代的青年的使命都

是相同的，你們將要撐起了世界的半個或者是多半個

脊樑。但是支撐起世界的脊樑是從自己知道你是誰，現

在在哪裡，現在做什麼開始的。當每一位青年 Act 

Locally，Think Globally 的時候，你們就是在開始支

撐起這個世界。同樣，你們也是我們教會的支撐，就像

我們的先輩們一樣，當他們年輕的時候，也藉著他們的

信德，宣講和服務，使這個世界不僅有文化和政治的存

在，還傳遞了造物主的聲音不斷的提醒：我們是從哪

裡來，要到哪裡去的反省。我們的團體也藉著他們的見

證和服務而成為屬於基督的標記。多麼希望信仰的生

活也能在你們每一天裡，福音的宣講也能放進你們每

年的旅程裡面。 
 

青年富有活力也聰明，但是需要學習。因為青年的標記

就是在成長中的一些人，你們要向走在你們前面的人

學習，這些人就是所謂的被稱為老人。因為他們年輕

過，但是你們還不曾老過。尤其是在信德的學習中他們

最有感觸，當你們看見他們在虔誠的祈禱的時候，過後

你們該問問他們這是問什麼。他們會給你們分享和天

主的分分合合的經驗，這可以讓我們少走他們曾經走

過的遠路。 
 

我希望這篇文章能夠讓我們更多的年輕人看到，尤其

是那些因著不同的原因，尤其是覺得我們團體乏味的

青年人。請你們回來，大膽的告訴我，教給我如何為你

們服務來建立你們喜歡的屬於你們和基督的團體。 因

為我相信你們的能力和力量，就如聖保祿對年輕的弟

茂德所說的：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

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新年已經開始了，我們的青年們讓我們起來行走在基

督的生命發光發熱吧！ &ƌ�:ŽƐĞƉŚ�>Ƶ�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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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收到 :ƵŶŝĞ 的電子郵件說這期 ŝ̂ŶŝĐĂ 的主題是

zŽƵƚŚ 時，首先想到的是青年人是這個社會的未來。可

當坐下來要寫的時候，卻有點找不到主題的感覺。是

讚美青年人呢，還是教育青年人或者什麼呢？又或者

該如何界定͞青年͟的範圍呢？琢磨的過了交稿時間了

也沒找到主題。細省之下，方發現找不到主題是因為

為年輕人或者說青年人做的太少，不免慚愧。 

就怎麼界定͞青年͟（zŽƵƚŚ），在中西方好像真有

點不同。比如在教會團體內，我們說青年組（zŽƵƚŚ�

'ƌŽƵƉ）的時候，一般會指已成年但尚未結婚的年輕人

小組。而在西方人的理解中，zŽƵƚŚ� 'ƌŽƵƉ 則是指尚未

成年的青少年小組。也就是說我們對青年的理解通常

是 zŽƵŶŐ� �ĚƵůƚ，而西方人好像認為是� dĞĞŶĂŐĞƌ。ϮϬϭϳ

年聯合國對青年的定義是指 ϭϱ 到 Ϯϰ 歲的年輕人（據

說 ϭϵϵϰ 年以前是指 ϭϴ-ϰϬ 歲），世界衛生組織雖然也

說 zŽƵƚŚ 是指 ϭϱ-Ϯϰ 歲，但又指出 ϭϬ-ϭϵ 歲屬於青少年

（�ĚŽůĞƐĐĞŶƚ），ϭϬ-Ϯϰ 歲 的 是 年 輕 人（zŽƵŶŐ�

pĞŽƉůĞ）。所以怎麼理解͞青年͟還真有點複雜。當然不

管怎麼定義，青年人總會改變這個世界，既是看聯合

國的青年議題有點可怕。 

去年 ϴ 月，美國《時代》雜誌將 ϭϲ 歲的瑞典͞環

保少女͟格蕾塔ͼ桑伯格（'ƌĞƚĂ� dŚƵŶďĞƌŐ）選為͞影響世

界的一百位名人͟之一，ϭϮ 月該雜誌在͞年度風雲人

物͟（WĞƌƐŽŶ� ŽĨ� ƚŚĞ� zĞĂƌ）投票

中，格蕾塔又力壓美國總統

�ŽŶĂůĚ� dƌƵŵƉ，獲得了͞ϮϬϭϵ 年

年 度 風 雲 人 物͟的 頭 銜。從

ϮϬϭϴ 年一個人舉塊牌子抗議氣

候變化，到 ϮϬϭϵ 年 ϯ 月僅僅半

年時間就引發了 ϭϮϬ 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 ϭϬϬ 萬學生罷課走上

街頭響應她的號召，以致引起

全球各界的高度關注。雖然來

自世界各地政要的褒貶不一，

但格蕾塔無疑將氣候變化的議

題帶入了大眾的日常生活，正

如《時代》雜誌的封面對她的

注解：青年的力量（ƚŚĞ� WŽǁĞƌ�

ŽĨ� zŽƵƚŚ）。的確，當青年人行

動起來時，總會充滿力量。

ϮϬϬϳ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

國 前 副 總 統 戈 爾 對 此 評 價

說：͞縱觀整個歷史，許多偉大的運動都是因年輕人的

努力而得到關注的。͟（Z&/） 

素有͞青年人的教宗͟之稱的聖若望保祿二世在

ϭϵϴϱ 年設立了͞普世青年節͟，其目的不僅是為了向青

年人帶來福音和希望，也是希望將年輕人的自信和力

量帶回教會，同時還期盼藉著世青節讓全世界的青年

團結在一起，抵抗現代世界的暴力衝突，為世界帶來

和平。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也發現：青少年的一個共通

點就是團結，這種團結不僅從青年志願者、童子軍和

運動員的活動中表現出來，而且在一些令人心碎的故

事中也充分得到了體現。教宗方濟各自上任以來也多

次指出：青年是和平的酵母。同時教宗方濟各也一再

強調青年在教會中的作用，並囑託青年人為他人帶去

基督的福音，甚至在 ϮϬϭϴ 年還召開了以青年為主題的

世界主教會議。 

當然，包括教會或年長者的整個世界都對青年寄

予了很大的期望，那我們可以為青年做些什麼呢？

ϮϬϭϴ 年的世界主教會議在《結束文件》中指出：聆聽

和陪伴。以謙虛、耐心聆聽他們的呼聲和需要，接納

他們，並在適當引導、教育中與他們同行。教宗方濟

各在去年的一次公開接見活動中呼籲成年人負起責

任，好使新一代人不缺乏教育、工作、團體和家庭

（ϮϬϭϵ年 ϭ月 ϯϬ）。 

其實在和青年人的相處中，他們總能帶給人特有

的活力和激情。尤其是現代社會的青年人，也許是因

為現代科技帶來了五彩繽紛的多元化資訊，或者是豐

富的營養帶來的聰明智慧，現代青年人對事情的反應

和機智總讓我嘆服。所以毫無疑問，青年人將改變這

個世界。正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所言：你們青年人

可以做得比其他人告訴你們的更好，你們是非常優秀

的，遠超過你們對自己的假設，世界的文化也因你們

而改變，͞如果你們成為你們所應該成為的人，你們必

定 會 在 全 世 界 燃 起 光 芒 萬 丈 和 充 滿 熱 情 的 火

焰。͟（ϮϬϬϬ年世青節講道） 

對於我們團體中的青年人，真無顏說什麼，只能借

用教宗方濟各的通諭：͞摰愛的青年人，看到你們比

那些步履緩慢和心裡恐懼的人跑得更快，我會感到

高興。你們要奔跑！͙͙教會需要你們的動力、你們

的直覺、你們的信德。我們需要這一切！若你們先

於我們抵達終點，請耐心等待我

們。͟（生活的基督Ϯϵϵ）  &ƌ�:ĂĐŽď�tĂŶ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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ĞƐƚƐ�ĂŶĚ�ǀĂůƵĞƐ�ĨƌŽŵ�ƵƐ͘�tŚĂƚ�ĐĂŶ�ǁĞ�ĚŽ�
ƚŽ�ƉƌŽƚĞĐƚ͕� ŐƵŝĚĞ�ĂŶĚ�ĞƋƵŝƉ�ŽƵƌ�ǇŽƵƚŚ� ŝŶ�
ŽƵƌ� ĐŚƵƌĐŚ� ĂŶĚ� ĐŽŵŵƵŶŝƚǇ͍� tŚĂƚ� ĚŽĞƐ�
'ŽĚ� ǁĂŶƚ� ƵƐ� ƚŽ� ĚŽ� ĨŽƌ� ŽƵƌ� ǇŽƵƚŚ͍� hůƟͲ
ŵĂƚĞůǇ�ǁŚĂƚ�ŝƐ�'ŽĚ͛Ɛ�ĐĂůůŝŶŐ�ĨŽƌ�ŽƵƌ�ǇŽƵƚŚ�
ŝŶ�ƚŚĞŝƌ�ƉĞƌƐŽŶĂů�ůŝǀĞƐ͕�ŝŶ�ŽƵƌ�ĐŽŵŵƵŶŝƚǇ͕�
ŝŶ� ƚŚĞ� ĐŚƵƌĐŚ� ĂŶĚ� ŝŶ� ƚŚĞ� ǁŽƌůĚ͍� tŚĂƚ�
ĚŽĞƐ�'ŽĚ�ǁĂŶƚ�ĨƌŽŵ�ƚŚĞŵ͍ 

&ŽƌƚƵŶĂƚĞůǇ͕� Žƌ� ƵŶĨŽƌƚƵŶĂƚĞůǇ͕� /� ĚŽŶ͛ƚ�
ŚĂǀĞ�ĂŶƐǁĞƌƐ�ƚŽ�ƚŚĞƐĞ�ƋƵĞƐƟŽŶƐ�ĂŶĚ�/�Ăŵ�
ŶŽƚ� ŐŽŝŶŐ� ƚŽ� ĂƩĞŵƉƚ� ƚŽ� ĂŶƐǁĞƌ� ƚŚĞŵ�ďǇ�
ŵǇƐĞůĨ͘� zŽƵƚŚ�ŵŝŶŝƐƚƌǇ� ƌĞƋƵŝƌĞƐ� ĨƵůů� ĐŽŵͲ
ŵƵŶŝƚǇ� ĞīŽƌƚ� ĂŶĚ� ƐƵƉƉŽƌƚ͘� tĞ� ŶĞĞĚ� ƚŽ�
ĂŶƐǁĞƌ� ƚŚĞƐĞ� ƋƵĞƐƟŽŶƐ� ƚŽŐĞƚŚĞƌ͘� tĞ�
ĂůǁĂǇƐ� ǁŽƌƌǇ� ƚŚĂƚ� ŽƵƌ� ǇŽƵƚŚ� ĚŽŶ͛ƚ� ǁĂŶƚ�
ƚŽ� ĐŽŵĞ� ƚŽ� ĐŚƵƌĐŚ� ĂŶĚ� ďĞĐŽŵĞ�ĚŝƐŝŶƚĞƌͲ
ĞƐƚĞĚ� ŝŶ� ĨĂŝƚŚ� ƌĞůĂƚĞĚ� ĂĐƟǀŝƟĞƐ� Žƌ� ŝŶĨŽƌͲ
ŵĂƟŽŶ͘� � �Ƶƚ� ĚŽ� ǁĞ� ũƵƐƚ� ǁĂŶƚ� ƚŽ� ƐĞĞ�
ǇŽƵŶŐ� ƉĞŽƉůĞ� ƐĞƌǀŝŶŐ� ŝŶ� ƚŚĞ� DĂƐƐ͕� ĂŶĚ�
ĐŽŵŝŶŐ� ƚŽ� DĂƐƐ� ƌĞŐƵůĂƌůǇ͍� � Kƌ� ĚŽ� ǁĞ�
ǁĂŶƚ�ƚŽ�ƐĞĞ�ƚŚĞŵ�ďĞ�ĮůůĞĚ�ǁŝƚŚ�ƚŚĞ�ĮƌĞ�ŽĨ�
,ŽůǇ� ^Ɖŝƌŝƚ� ŐƌŽǁŝŶŐ� ƐƚƌŽŶŐ� ĂƐ� Ă� ƐƉŝƌŝƚƵĂů�
ĂĚƵůƚ͍�tĞ�ǁŽƌƌǇ� ƚŚĂƚ� ƚŚĞǇ�ǁŝůů�ďĞ� ůŽƐƚ� ŝŶ�
ƚŚĞ� ǁĂǀĞƐ� ŽĨ� ĂŶƟ-�ŚƌŝƐƟĂŶ� ǀĂůƵĞƐ� ƚŚĂƚ�
ĂƌĞ� ŝŵƉĂĐƟŶŐ� ŽƵƌ� ƐŽĐŝĞƚǇ͘� �Ž� ǁĞ� ǁĂŶƚ�

ƚŚĞŵ� ƚŽ� ďůŝŶĚůǇ� ĨŽůůŽǁ� ƚŚĞ� ůĂǁ͍�tŝůů� ǁĞ�
ŐŝǀĞ� ƚŚĞŵ� Ă� ĐŚĂŶĐĞ� ƚŽ� ƐĞĂƌĐŚ� ĂŶĚ�ŵĂŬĞ�
ƚŚĞŝƌ� ŽǁŶ� ĚĞĐŝƐŝŽŶƐ� ƚŚĂƚ� ĂƌĞ� ŝŶ� ůŝŶĞ�ǁŝƚŚ�
ƚŚĞ�:ƵƐƟĐĞ�ǀĂůƵĞƐ�ŝŶ�ƚŚĞ�'ŽƐƉĞůƐ͍�/�ǁŽƵůĚ�
ůŝŬĞ� ƚŽ� ŝŶǀŝƚĞ� ĞĂĐŚ� ŽĨ� ǇŽƵ� ŝŶĐůƵĚŝŶŐ� ƚŚĞ�
ǇŽƵƚŚ�ƚŽ�ĚŝƐĐĞƌŶ�ƚŚĞƐĞ�ƚŽŐĞƚŚĞƌ͘�� 

KŶĞ� ƚŚŝŶŐ� /� Ăŵ� ǀĞƌǇ� ƐƵƌĞ� ŽĨ� ŝƐ� ƚŚĂƚ� ŽƵƌ�
ĐŚƵƌĐŚ� ŚĂƐ� ĂŶĚ� ŝƐ� ƐƟůů� ƉƵƫŶŐ� Ă� ůŽƚ� ŽĨ�
ĞīŽƌƚ� ĂŶĚ� ƟŵĞ� ŝŶƚŽ� ǇŽƵƚŚ� ĨŽƌŵĂƟŽŶͬ
ŵŝŶŝƐƚƌǇ͘�/Ŷ�ϮϬϭϴ�KĐƚ͕�Ă�^ǇŶŽĚ�ŽŶ�͞zŽƵŶŐ�
ƉĞŽƉůĞ͕�ĨĂŝƚŚ�ĂŶĚ�ǀŽĐĂƟŽŶĂů�ĚŝƐĐĞƌŶŵĞŶƚ͟�
ǁĂƐ�ŚĞůĚ� ŝŶ�sĂƟĐĂŶ͘�WŽƉĞ�&ƌĂŶĐŝƐ� ƐŚĂƌĞĚ�
ŚŝƐ� ŝŶƐŝŐŚƚ� ŝŶ� ƚŚĞ� ƉŽƐƚ-ƐǇŶŽĚĂů� ĂƉŽƐƚŽůŝĐ�
ĞǆŚŽƌƚĂƟŽŶ�͞�ŚƌŝƐƚƵƐ�sŝǀŝƚ�–��ŚƌŝƐƚ�>ŝǀĞƐ͘͟�
/ƚ͛Ɛ� ůŝŬĞ� Ă� ůŽŶŐ� ůĞƩĞƌ� ƚŚĞ� WŽƉĞ� &ƌĂŶĐŝƐ�
ǁƌŽƚĞ� ƚŽ�ǇŽƵŶŐ�ƉĞŽƉůĞ�ĂŶĚ� ƚŽ� ƚŚĞ�ĞŶƟƌĞ�
ƉĞŽƉůĞ� ŽĨ� 'ŽĚ͘� KƵƌ� ^ǇĚŶĞǇ� �ƌĐŚďŝƐŚŽƉ�
�ŶƚŚŽŶǇ� &ŝƐŚĞƌ� ĂůƐŽ� ƉƵďůŝƐŚĞĚ� Ă� ďŽŽŬ� ŝŶ�
ϮϬϭϴ� ĐĂůůĞĚ� ͞DǇ� ĚĞĂƌ� ǇŽƵŶŐ� ĨƌŝĞŶĚƐ͕�
ůĞƩĞƌƐ� ŽŶ� ǇŽƵƚŚ͕� ĨĂŝƚŚ� ĂŶĚ� ĨƵƚƵƌĞ͘͟� dŚŝƐ�
ďŽŽŬ�ĐŽŶƚĂŝŶƐ��ŝƐŚŽƉ��ŶƚŚŽŶǇ͛Ɛ�ůĞƩĞƌƐ�ƚŽ�
ŚŝƐ� ǇŽƵŶŐ� ĨƌŝĞŶĚƐ� ĚŝƐĐƵƐƐŝŶŐ� ƚŚĞ� ŵĂŶǇ�
ŝƐƐƵĞƐ�ƚŚĞǇ�ĂƌĞ�ĨĂĐŝŶŐ�ŝŶ�ƚŚŝƐ�ĐƵƌƌĞŶƚ�ƐŽĐŝͲ
ĞƚǇ͘���ĨĞǁ�ǇĞĂƌƐ�ĂŐŽ͕��ŵĞƌŝƚƵƐ�WŽƉĞ��ĞŶͲ
ĞĚŝĐƚ�ys/�ĂƐŬĞĚ�ƚŚĞ�ďŝƐŚŽƉ�ĐŽŶĨĞƌĞŶĐĞ�ƚŽ�
ƉƌŽĚƵĐĞ� ͞zŽƵ�Ăƚ͟� –� ǇŽƵƚŚ� ĐĂƚĞĐŚŝƐŵ� ŽĨ�
ƚŚĞ� �ĂƚŚŽůŝĐ� �ŚƵƌĐŚ͕� ͞�Ž�Ăƚ͟� –� ^ŽĐŝĂů�
�ŽĐƚƌŝŶĞ� ŽĨ� �ĂƚŚŽůŝĐ� �ŚƵƌĐŚ͕� ͞zŽƵ�Ăƚ� ĨŽƌ�
ŬŝĚƐ͟-�ĐĂƚĞĐŚŝƐŵ�ĨŽƌ�ĐŚŝůĚƌĞŶ�ĂŶĚ�ƉĂƌĞŶƚƐ͘�
�ůů�ŽĨ�ƚŚĞƐĞ�ĂƌĞ�ƚŚĞ�ĂƩĞŵƉƚƐ�ƚŽ�ƌĞĂĐŚ�ŽƵƚ�
ƚŽ� ƚŚĞ� ǇŽƵŶŐ� ĨƌŝĞŶĚƐ� ŝŶ� ƚŚĞ� ĐŚƵƌĐŚ͕� ƚŽ�
ŚĂǀĞ� Ă�ŵŽƌĞ� ǇŽƵƚŚ-ĨƌŝĞŶĚůǇ� ĞŶǀŝƌŽŶŵĞŶƚ�
ƚŽ�ŵĂŬĞ�ƚŚĞŵ�ĨĞĞů�ŵŽƌĞ�ǁĞůĐŽŵĞĚ͕�ŵŽƌĞ�
Ăƚ� ŚŽŵĞ� ĂŶĚ�ŵŽƌĞ� ůŽǀĞĚ͘� dŚĞƐĞ� ĂůƐŽ� ĂƐͲ
ƐŝƐƚ�ǇŽƵƚŚ�ŝŶ�ƚŚĞ�ƐĞĂƌĐŚ�ŽĨ�ƚŚĞŝƌ�ĨĂŝƚŚ�ŝĚĞŶͲ
ƟƚǇ͕� ƚŽ�ƵŶĚĞƌƐƚĂŶĚ� ĂŶĚ� ĐŚĞƌŝƐŚ� ƚŚŝƐ� ĨĂŝƚŚ�
ƚŚĂƚ�ƚŚĞǇ�ŝŶŚĞƌŝƚĞĚ�ĂŶĚ�ƚŽ�ďĞ�ĞŵƉŽǁĞƌĞĚ�
ƚŽ�ďŽůĚůǇ�ƐŚĂƌĞ�ŝƚ�ǁŝƚŚ�ŽƚŚĞƌƐ͘�� 

DŽƐƚ� ĨĂŝƚŚ� ũŽƵƌŶĞǇƐ� ƌĞƋƵŝƌĞ� Ă� ƉĞƌŝŽĚ� ŽĨ�
ƐĞĂƌĐŚŝŶŐ�ĂŶĚ�ĐŽŶĮƌŵŝŶŐ͕�ĞƐƉĞĐŝĂůůǇ�ŝĨ�ǁĞ�
ƌĞĐĞŝǀĞĚ� ƚŚĞ� ĨĂŝƚŚ� Ăƚ� Ă� ǇŽƵŶŐ� ĂŐĞ͘� /ƚ� ŝƐ�
ǀĞƌǇ�ŶŽƌŵĂů͘�/Ŷ�ƚŚĞ�'ŽƐƉĞů�ŽĨ�:ŽŚŶ͕�:ĞƐƵƐ�
ĂƐŬĞĚ�ƚŚĞ�ĚŝƐĐŝƉůĞƐ�ŽĨ�:ŽŚŶ�͞ǁŚĂƚ�ĂƌĞ�ǇŽƵ�

ůŽŽŬŝŶŐ� ĨŽƌ͍͟� ĂŶĚ� ŝŶǀŝƚĞĚ� ƚŚĞŵ� ƚŽ� ͞ĐŽŵĞ�
ĂŶĚ� ƐĞĞ͘͟� zŽƵƚŚ� ƉĞŽƉůĞ� ĂƌĞ� ŝŶǀŝƚĞĚ� ƚŽ�
ƐĞĞŬ͕� ƋƵĞƐƟŽŶ͕� ĐŽŶĮƌŵ� ĂŶĚ� ƌĞĮŶĞ� ƚŚŝƐ�
ĂŵĂǌŝŶŐ� ĨĂŝƚŚ� ƚŚĂƚ� ŵŝŐŚƚ� ƐĞĞŵ� ůŝŬĞ� ũƵƐƚ�
ƉĂƌƚ� ŽĨ� ƚŚĞŝƌ� ǁĞĞŬĞŶĚ� ĂĐƟǀŝƟĞƐ͘� KŶůǇ�
ƚŚĞŶ�ƚŚĞǇ�ĐĂŶ�ƚƵƌŶ�ƚŚĞŝƌ�ĨĂŝƚŚ�ŝŶƚŽ�Ă�ďůĂǌͲ
ŝŶŐ�ŇĂŵĞ� ĨŽƌ�'ŽĚ͘�tŚĂƚ�ŚĂƉƉĞŶƐ� ŝĨ� ƚŚĞǇ�
ĂƌĞ�ƐŽ� ůŽƐƚ�ĂŶĚ�ŶĞǀĞƌ�ĮŶĚ�ƚŚĞ�ǁĂǇ�ďĂĐŬ͍�
&ĞĂƌ�ŶŽƚ͕� :ĞƐƵƐ� ƐĂŝĚ� ͞ƐĞĞŬ�ĂŶĚ� ŝƚ� ƐŚĂůů�ďĞ�
ĨŽƵŶĚ͘͟� tĞ� ŶĞĞĚ� ƚŽ� ŬĞĞƉ� ƚŚĞŵ� ŝŶ� ŽƵƌ�
ƵŶĐĞĂƐŝŶŐ� ƉƌĂǇĞƌƐ͕� ǁĞ� ŶĞĞĚ� ƚŽ� ƐƵƉƉŽƌƚ�
ƚŚĞŵ�ďǇ�ďĞŝŶŐ�ƚƌƵĞ��ŚƌŝƐƟĂŶ�ƌŽůĞ�ŵŽĚĞůƐ͕�
ĂŶĚ�ǁĞ� ŶĞĞĚ� ƚŽ� ůĞƚ� ƚŚĞŵ� ŬŶŽǁ� ƚŚĂƚ� ǁĞ�
ĂƌĞ�ĂůǁĂǇƐ�ƚŚĞƌĞ�ĨŽƌ�ƚŚĞŵ͘�tĞ�ŐŝǀĞ�ƚŚĞŵ�
ƐƉĂĐĞ� ĂŶĚ� ƐŚŽǁ� ƚŚĞŵ� ƚŚĞ� ďŽƵŶĚĂƌŝĞƐ͘�
tĞ�ƉƌĂǇ�ƚŚĂƚ�'ŽĚ�ǁŝůů�ŐƌĂŶƚ�ƵƐ�ǁŝƐĚŽŵ�ƚŽ�
ŬŶŽǁ� ǁŚĞŶ� ĂŶĚ� ŚŽǁ� ƚŽ� ŝŶƚĞƌǀĞŶĞ͘� tĞ�
ƉƵƚ� ŽƵƌ� ƚƌƵƐƚ� ŝŶ� 'ŽĚ͕� ĞŶƚƌƵƐƚ� ƚŚĞŵ� ŝŶƚŽ�
'ŽĚ͛Ɛ� ůŽǀŝŶŐ� ŚĂŶĚƐ͘� dŚĞǇ� ĂƌĞ� Ăůů� 'ŽĚ͛Ɛ�
ĐŚŝůĚƌĞŶ� ĂŶĚ� ǁĞ� ĂƌĞ� Ăůů� ƐĞĂůĞĚ� ǁŝƚŚ� ƚŚĞ�
,ŽůǇ� ^Ɖŝƌŝƚ͘� 'ŽĚ� ǁŝůů� ŶĞǀĞƌ� ůĞĂǀĞ� ƚŚĞŵ�
ĂůŽŶĞ͘� /� ŚĂĚ� ďĞĞŶ� ůŽƐƚ� ďĞĨŽƌĞ͖� ŵǇ� ĨĂŝƚŚ�
ǁĂƐ� ŽŶĐĞ� ũƵƐƚ� ůƵŬĞǁĂƌŵ͘� /� ŚĂĚ� ďĞĞŶ�
ƐĞĂƌĐŚŝŶŐ� ĨŽƌ� ƚŚĞ� ƚƌƵĞ� ŵĞĂŶŝŶŐ� ŽĨ� ƚŚŝƐ�
ĨĂŝƚŚ� ƚŚĂƚ� /� ŝŶŚĞƌŝƚĞĚ� ĂƐ� Ă� ϱƚŚ� ŐĞŶĞƌĂƟŽŶ�
�ĂƚŚŽůŝĐ͘� �Ƶƚ� 'ŽĚ� ŶĞǀĞƌ� ƐƚŽƉƉĞĚ� ĐĂůůŝŶŐ�
ŵĞ͘�,Ğ�ďƌŽƵŐŚƚ�ƉĞŽƉůĞ�ƚŽ�ƉƌŽŵƉƚ�ŵĞ�ƚŽ�
ůŽŽŬ�ĚĞĞƉĞƌ͘�,Ğ�ďƌŽƵŐŚƚ�ŵĞ�ƚŽ�:ĞƐƵƐ͛�ĨĞĞƚ�
ƚŽ�ĐƌǇ�ŽƵƚ�ƚŽ�,ŝŵ͘�,Ğ�ŚĞůƉĞĚ�ŵĞ�ƚŽ�ƌĞĂůŝƐĞ�
ŚŽǁ� ŵƵĐŚ� :ĞƐƵƐ� ůŽǀĞƐ� ŵĞ� ƚŚƌŽƵŐŚ� ƚŚĞ�
ƐƵƉƉŽƌƚ� ŽĨ� ŵǇ� ĨĂŵŝůǇ͕� ŵǇ� ƉƌĂǇĞƌ� ŐƌŽƵƉ�
dĞŵƉůĞ�ŽĨ�ƚŚĞ�,ŽůǇ�^Ɖŝƌŝƚ�ĂŶĚ�ƚŚĞ�ĐŽŵŵƵͲ
ŶŝƚǇ͘�'ŽĚ�ǁĂƐ͕�ŝƐ�ĂŶĚ�ĂůǁĂǇƐ�ǁŝůů�ďĞ�ƚŚĞƌĞ�
ĨŽƌ�ŽƵƌ�ǇŽƵƚŚ͘ 

�/�ǁŽƵůĚ� ůŝŬĞ�ƚŽ�ĞŵƉŚĂƐŝƐĞ�ĂŐĂŝŶ�-�͞zŽƵƚŚ�
ŵŝŶŝƐƚƌǇ� ƌĞƋƵŝƌĞƐ� ĨƵůů� ĐŽŵŵƵŶŝƚǇ� ĞīŽƌƚ�
ĂŶĚ� ƐƵƉƉŽƌƚ͘͟� WůĞĂƐĞ� ƐƵƉƉŽƌƚ� ƚŚĞ� ǇŽƵƚŚ�
ŵŝŶŝƐƚƌǇ� ŝŶ�ŽƵƌ�ĐŽŵŵƵŶŝƚǇ�ǁŝƚŚ�ǇŽƵƌ�ĨĞƌͲ
ǀĞŶƚ� ƉƌĂǇĞƌƐ͘� tĞ� ƉƌĂǇ� ƚŚĂƚ� 'ŽĚ� ǁŝůů� ƌĞͲ
ǀĞĂů�,ŝƐ� ƉůĂŶƐ� ĨŽƌ� ƚŚĞ� ǇŽƵƚŚ� ŝŶ� ŽƵƌ� ĐŽŵͲ
ŵƵŶŝƚǇ� ƚŽ�ƵƐ� ĂŶĚ� ƚŚĂƚ�ŽƵƌ� ǇŽƵƚŚ�ǁŝůů� ĂŶͲ
ƐǁĞƌ� ,ŝƐ� ĐĂůůŝŶŐ� ǁŝƚŚ� ĐŽƵƌĂŐĞ͘� tŝƚŚ� ƚŚĞ�
ƉŽǁĞƌ�ŽĨ� ƚŚĞ�,ŽůǇ�^Ɖŝƌŝƚ͕�ŵĂŬĞ� ƚŚĞŵ�ƚŚĞ�
ƚƌƵĞ�ůŝŐŚƚ�ĂŶĚ�ƐĂůƚ�ŽĨ�ƚŚĞ�ǁŽƌů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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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是人類的未來、是社會和教會的棟樑和希望。我

們應盡最大努力培育青年靈修，培養他們有一個正確的
人生觀，做一個良好的公民及稱職的基督徒，造福於人
類及為基督作見證。 

教會非常重視青年的信仰及靈修的培育。 
自1985年，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發起了每隔三年舉行的
世界青年節，教宗本篤十六世及教宗聖方濟各都非常重

視世界青年節。因為每屆的青年節因著天主聖神的積極
工作，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與者都建立了深刻的共融。每
屆的聚會，在眾多青年人以及整個教會的生命中，都結

出了豐碩的果實。 
2011 世界青年節主題是：「在耶穌基督內生根修建，堅定於

信德」(參哥二 7)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第廿六屆世界青年節文告中勉勵青

年：「…每天要努力遵循基督的聖言、要聽從祂，要
把祂當作一個真摯的朋友──祂能與你們共享你們的
人生道路。有祂在你們身邊，你們會找到勇氣與希望
來面對種種困難和問題，甚至能克服失望與挫折。…

你們要心懷感恩地接受這從你們的家庭所得到的屬靈
恩賜；你們要盡力以負責任的態度回應天主的召叫，
並在信德內成長。若有人對你們說，你們不需要別人

來建造你們的人生，你們不要相信他們！你們要在你
們最親愛的人的信仰中、在教會的信仰中尋求支持，
同時要因你們已接受並擁有了這信仰而感謝天主。… 

你們有本份從前輩那裡接受穩妥的準則幫助你們作選
擇，並在那準則上建立你們的人生：就像一株幼苗，
必須要有堅實的支撐，直到它能夠深深紮根，才能成

為一棵能結果實的挺拔樹木。…」 
天主對以色列王達味之子撒羅滿王說：「…單單為你
自己求了智慧，為能辨明正義。我必照你的話，賞賜

你一顆聰明智慧的心，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人，在你
以後，也不會興起一個像你的人…」。撒羅滿對青年

的箴言： 

à 敬畏上主是智慧的肇基；只有愚昧人蔑視智慧和規律。  
à 我兒，你應聽你父親的教訓，不要拒絕你母親的指教，  

à 因為這就是你頭上的冠冕，你頸上的珠鏈。箴言1:7-9 

這是箴言作者給予年輕人的勸告，期望青年人對信仰
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在他們人生的準備及思維脆弱時
期，明白信仰和有經驗前輩對他們的關懷和忠告的重

要性。有經驗的前輩經常協助缺乏青年人建立自信,發
揮他們的潛能。 

如今，青年人受到網絡,社交媒體壓力等的

打擊。在這種文化中，色情、網絡欺凌和
在線關係日益增多。來自破碎的家庭青
年、青年人的焦慮、抑鬱和進食障礙有所

增加。讓我們為這些壓力祈禱，並為他們
提供正確及温馨的指導，向他們傳達天主
的愛。 

堂區有教青年工作者/青年牧民助理，主要
職責是協調服務工作，以幫助和鼓勵青年
人作為耶穌的門徒的生活，並提供靈修上

的支持和指導。 通常在教區神父的直接監
督下工作。 
雖然面對青年期---這個人生重要的轉捩點

時，也必不致令他們感迷茫和驚惶失措。
鼓勵青年為教會服務。並協助他們挖掘未
發揮的潛能和為他們進入社會工作前做好

準備。好使他們能善用在領受堅振聖事的
時候，天主慷慨地賜予我們七種恩典： 上
智，聰敏，超見，剛毅，明達，孝愛和敬

畏天主。用聖神七恩來敏銳自己的心靈，
促進自己的工作和服務，都是為了眾人的
好處。(格前 12:7) 這樣無論是在信仰和

學習上，都能使青年人的人生中具有擦不
掉的價值和意義。 
在2008年雪梨總教區主辦世青節。本人有

幸為天主教華人團體與主辦單位的聯絡人，與青年一
起工作，協助教區在世青期間安排朝聖者住宿在雪梨
教友家中。在一年前開始安排「神聖的一小時」Holy 
Hour、安排世青十字架及聖像到各地華人團體朝拜及

供教友辦靈修活動和其他的靈修活動。帶領我們團體
青年到方濟會Waverley堂區參加要理講授、協助彌撒
禮儀及領唱。 

至於「神聖的一小時」，主辦單位記錄下列的分享： 

à 「青年感受到基督的奇妙親臨在我們中間，徹底改變了
我們的生命。」 

à 「神聖的時光是我平安與歡樂的綠洲，是我急需的潔淨
時刻。 在那個時候，最是我自己的時刻，因為我知道
我無法向天主隱瞞任何東西---不是我的罪惡，慾望或

動機。」 
à 「這些是幸福無約束的時刻。在寂靜中，我傾心向耶穌

傾訴。」 

我們團體青年對十字架及聖像的敬主及愛主的表現真
是可圈可點。在華埠唐人街，和在亞洲中心的聚會
中，青年非常熱誠地去抬十字架及聖像，向上主表達

敬畏和愛慕之心。更積極地參與開幕彌撒，與教宗守
夜祈禱及結束彌撒等等活動。 
因此，建議青年參加世界青年節，並担任我們團體的

一些職務。 
馬爾谷福音第章9-11節記載: 在那些日子裡，耶穌由
加里肋亞納匝肋來，在約但河裡受了若翰的洗。祂剛

從水裡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神有如鴿子降在他
上面；有聲音從天上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
喜悅。」青年朋友們，這些話也直接指向你們 , 不要

害怕，努力為主作見證，成為「地上的鹽」和「世界
的光」。  -RVHSK�DQG�0DEHO�&KRZ� 



 

6 Sinica - March 2020  

蒙邀約，榮幸之至，
借此良機，謹以個⼈
有限之水平分享些許

育兒經。感謝主的揀

選與賜福，成立了小家庭後收
到了3份獨⼀無二的禮物 :長男

Mark(恪恪，13歲)、長女 Rhos 
(若斯，11歲)、幼女Iris(禕禕，
6歲)，從此體驗到做父母的角

色，享有陪伴孩子成長及彼此

學習 的寶貴機會。 
 
端正觀念，凡事贊美感恩 
「的確子女全是上主的賜予，
胎兒也全是他的報酬。」 (詠
127:3) 已耳熟能詳，然而，目

前社會確實存有6個成人都搞不

定一個孩子的現象，丁克思想
或只以寵物終生為伴的觀念也

頗為流行。基督徒教養兒女的

目的不該是養兒防老，應以追
求成聖為目標，使其成為天主

手中貴重的器皿，為天主作見

證。同時，它也不是一朝一夕

能夠促成的，需要持之以恆，
過程長久，也不順利，但是不

能太在乎結果，在乎所言所

行，是否合主心意，結果就交
托到上主手裡吧。 
大多時候，我們是按照世界的

標準和觀念、個人的願想和聰

明才智去教養孩子，在這“不
能輸在起跑線上”、“拼爹拼

媽”、”早教”和 ”才藝產業”的時

代，感受不到自己蒙福，反覺
辛苦，愁苦加增。自然，按照

天主的心意和方法，有問題和

困難就找天主，用享受的心態

養育子女，就會發覺它是件美
好、喜樂的差事。 
 
敬畏上主，以聖經為準則 
「你們作父母的，不要惹你們

的子女發怒; 但要用主的規範和

訓誡，教養他們。」(弗6:4) 猶
太父母在孩子3歲時會在《聖

經》《羊皮卷》等經典上滴幾

滴蜂蜜，讓他們去舔，以此形
成對書籍良好的第一印象。基

督徒⽗母應讓子女自出生就進

堂敬拜，參與感恩聖祭，陪伴

子女領受各種聖事，如領洗、
堅振、修和、初領聖體等，參

加主日學、輔祭服務、FLY青少

年組等，傳承信仰。「上主的
法律是完善的，能暢快人靈; 上

主的約章是忠誠的，能開啟愚

蒙; 上主的規誡是正直的， 能

悅樂心情; 上主的命令是光明
的，能燭照眼睛; 上主的訓誨是

純潔的，永遠常存; 上主的判斷

是真實的，無不公允;」 (詠19:8
-10)。「應常歡樂，不斷祈禱，
事事感謝: 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

穌內對你們所有的旨意。」(得
前5:16-18)Mark上5年級開始，
就帶倆妹妹自行乘公交和火車

去8公裡外的學校上學，期間有

⼀件事最是印象深刻。一天，

Mark下午3:45左右放學回家途中
打電話給我說：「Rhos把學校

的全新的Chromebook(手提電

腦）落在火車上，但他們已正
步行回家中。」猛一聽了消

息，腦子裡有無數負面念頭: 責

備自己不該讓孩子們自己上學; 
也擔心學校給孩子的不良紀錄; 
賠償金之類⋯。瞥眼看到書架上

《贊美的力量》，深呼吸了三

次，只告訴 Mark “媽媽知道了！
路上小心!” 之後馬上聯繫學校，

是否可以定位找回設備。15分
鐘後，Rhos到家一直眼淚汪汪

地躲在門外，進門也膽顫心驚
地看了看掛著的“管教杖”。

我給他們一個一個地擁抱著，

告訴他們「學校還在聯繫IT（資
訊）主管嘗試找回，即使沒找

到，也有設備保險會賠償，不

用擔心，事情總有解決的辦

法。」 在此，不是顯示自己有
多大能力或包容之心，只是換

了個角度和心態，特別感恩 —

— 好在孩子都安然無恙！也慶
幸不用賠償。一切交托於主，

凡事都有祂的美意，主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 
 
家庭教育為主，學校教育為輔 
曾有種說法: 我們這一代甚至下

一代的人，不是父母養大的，

靠的是別人，比如社會、環

境、學校、朋友等。說來慚
愧，三個孩子自母乳期結束

後，就開始一週五天的日全托

生活，直到小學。雖因全職工
作關係，反思自己不夠積極主

動地投入管教子，而是反應式

的教導，等孩子出現問題了，

再想辦法解決，其間也是諸多
煩惱。 
 
檢視自己，以身作則，自律自制 
十誡(出谷記20:1-17)指出了我

們和天主的關係及和人的關

係。耶穌對他說 :「『你應全
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

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

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 你應當
愛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

和 先 知 ， 都 繫 於 這 兩 條 誡

命。」(瑪22:37-40) 若是做不

到全心全力全意愛上主，我們
就不可能真正遵照聖經來養育

孩子。因此，父母應先修好與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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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關係，不然，不知道怎麼
做，也沒有能力做。教宗方濟各

在《愛的喜樂》中論及家庭之愛，

也強調加強子女的教育。259. 

“父母應承擔無可推諉的責任，
並以自覺、熱切、合理和適當的

方式，履行這責任。”(P137)。

父母及准父母應創造條件在孩
子出生之前學習自我的情緒管

理、有效的時間分配、“日省吾

身”、育兒技巧等。只要熱愛，

學什麼都不晚; 只要堅持，都能
學有所成; 只要有心，都能學有

所用。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

師。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鏡子，是

原生家庭的縮影，言行舉止更是
家庭教養的反映，正所謂「有其

父必有其子」。 以身作則，為孩

子樹立好第一個榜樣。  
 

夫婦敬愛，父愛不可缺席 
厄弗所書第5章揭示了基督與教

會的關係的同時，也強調我們與

天主的關係為首位，與配偶的關
係是應該超越與兒女的關係。受

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純粹男主

外女主內的思想曲解了“丈夫

乃一家之主”的原意。丈夫應是
僕人式的頭，在日常生活中就要

帶領整個家庭跟隨主，而非在吵

架的時候特別要求妻子順服自
己的頭。丈夫愛護妻子、供應家

庭; 妻子敬重、順服丈夫，管理

自己的家，應把家庭放在事業之

前。在此有個小插曲，也曾遭遇
過家庭變故，打擊不小，一向好

強的我發現再也無法用當時的

身體狀況、能力及各種條件去兼
顧家庭與工作時，最終選擇辭

職。當然，生活仍有挑戰，但大

氛圍還是和諧的。 
 

從小訓練，及時管教 
胎教最早出現於西周，古人認

為，胎兒在母體中能夠容易被孕

婦情緒、言行同化，所以孕婦必

需謹守禮儀，給胎兒以良好的影
響。出生之後即可訓練、培養良

好的飲食習慣、作息規律、坐立

站臥規矩，文明用語的使用等，

使內心的價值觀轉化為穩健的

外在形為，以達知書達理、和善
待人接物之效。根據年齡和現實

環境，循序漸進地培養子女的獨

立的人格、生存及生活能力。 

同時，要注意鬆弛有度，手中抓
沙，捏得越緊，漏得越快。教宗

若望·保祿二世在當選一年後，

公開了 129 次演說，在『男和女 
- 天主的傑作』一書對「身體神

學」闡釋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它

以聖經為基礎，指出天主對世⼈
的召叫:通過我們有形可見的身
體，彰顯那尚未可見的天主聖

愛。其中，男女的身體是彼此相

愛與付出的載體;夫妻以身心靈

彼此的結合，透過愛情給予新生
命。子女的身體也賦有基督的新

生命，所以在規矩之中需要尊重

孩子，給孩子自由發揮、支配的
空間，對他們有信心，糾正錯誤，

肯定努力，欣賞進步。「我今天

吩咐你的這些話，你應牢記在

心，並將這些話灌輸給你的子
女。不論你住在家裡，或在路上

行走，或臥或立，常應講論這些

話; 又該繫在你的手上，當作標
記; 懸在額上，當作徽號; 刻在

你住宅的門框上和門扇上。」(申

6:6-9) 簡單地說，無論洗衣做

飯、工作聚會、讀經祈禱等，都
可時時處處教養兒女，通過耳濡

目染，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生

活在澳洲，不論是私家車或公共
交通，接送孩子就是一個好例

子。其間可享受充滿正能量的或

教會的音樂;談論下校園趣事、

生活見聞、交通規則; 欣賞美景
時亦可聊聊建築設計、時事新

聞、動植物、環保等，短時間的

交心獨處，日積月累，自會影響
到子女的世界觀、價值觀。 
 

建立跟孩子的親密關係 

「在一切之上，你要謹守你的

心，因為命是由此而生。」(箴

4:23) 教養要從心著手，行為其
次。 要讓孩子明白，罪的可惡，

罪罰不單在今生也在身後。要提

升對子女的情感、道德、意志的
培育，特別是信望愛三德。人無

完人，需要學習尊重、關愛、寬

恕他人，也要有勇氣面對困境，
承擔過錯，提高受挫能力。有質

量地花時間了解孩子，培養感

情，交心做朋友，傾聽、理解、

包容、鼓勵他們，互相學習、交
流。特此再次強調，學習(包含閱

讀)、運動和祈禱有益身心靈健

康，是一生都要堅持做、可以一
天反復做的事情。澳洲的中小學

一般早上 9時上課、下午 3時放

學，晨早起來可閱讀《聖經》、

《弟子規》、 《三字經》等經典; 
晚餐前可以陪孩子運動，在家可

以乒乓球、桌球、籃球、飛鏢等，

戶外可到公園步行、騎車、游泳、

跳水、各式球場玩球等; 晚餐後
一起益智遊戲、角色轉換表演、

家庭音樂會(若學習樂器或其他

才藝)等;睡前祈禱、閱讀; 週末
可以全家一起看電影、購物，或

度個兩天一夜的小短假。讓孩子

感受到父母的關愛、家的溫暖。 
 

對教會、他人的服事，會成為兒
女身上的祝福 

不少見證顯示服事他人、團體

(教會、公益組織)可以享受到難

以言表的喜樂，體會到天主的恩
典。 篇幅有限，恕不贅述。當然，

不可任憑己力去服事，要用天主

給的托付、力量，帶著子女一起
去服事，否則，適得其反。 
 

綜上所述，時刻祈禱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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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你們因我的名

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必賜給你

們。」(若 15:16) 子女是獨立的

個體， 是獨一無二的天主子女，
有著自己鮮明的個性與成長節

奏，年齡、性格、喜好、家庭條

件等的差別 要求父母們探求適
合自己家庭情況的方式方法來

教導。最後，祈願主內的家人們

喜樂安康，無論在工作、家庭、

兒女及事奉上，都能得主喜歡，
蒙主悅納。 在上主的啓示、聖神

的光照中，感愛上主的奇妙化

工，一起不懈力，以得良善忠僕

之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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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ĂŶǇ�ƚĞĞŶƐ�/�ŚĂǀĞ�ƐƉŽŬĞŶ�ƚŽ�ŚĂǀĞ�ůĞŌ�ƚŚĞ�ĐŚƵƌĐŚ�ĚƵĞ�ƚŽ�
Ă�ŵǇƌŝĂĚ� ŽĨ� ƌĞĂƐŽŶƐ͘� dŽŽ� ďƵƐǇ� ǁŝƚŚ� ƐƚƵĚŝĞƐ͖� ďƵŝůĚŝŶŐ� Ă�
ĐĂƌĞĞƌ͖� ůĂĐŬ� ŽĨ� ĐŽŶŶĞĐƟŽŶ� ǁŝƚŚ� ĐŽŵŵƵŶŝƚǇ͖� ĚŝƐĂŐƌĞĞͲ
ŵĞŶƚ� ǁŝƚŚ� ĐŚƵƌĐŚ͛Ɛ� ƐŽĐŝĂůͬƉŽůŝƟĐĂů� ǀŝĞǁƉŽŝŶƚƐ͘� /� ĐŽƵůĚ�
ƌĞůĂƚĞ� ƚŽ� ƚŚĞŵ͕� ĂƐ� /� ƚŽŽ� ŚĂĚ� ŐŽŶĞ� ǁĂǇǁĂƌĚ� ĚƵƌŝŶŐ�ŵǇ�
ƚĞĞŶ� ǇĞĂƌƐ͘� /� ǁĂƐ� Ă� ƚǇƉŝĐĂů� ^ƵŶĚĂǇ� �ĂƚŚŽůŝĐ͘� /� ǁĂƐ� ƚŽŽ�
ďƵƐǇ�ǁŝƚŚ�ŵǇ� ůŝĨĞ� ĂŶĚ� /� ŶĞǀĞƌ�ĞǆƉĞƌŝĞŶĐĞĚ�Ă�ĚĞĞƉ� ƌĞůĂͲ
ƟŽŶƐŚŝƉ�ǁŝƚŚ�'ŽĚ͘�DǇ� ĨĂŝƚŚ�ǁĂƐ� ƚƌĂŶƐĂĐƟŽŶĂů͘� /� ƉƌĂǇĞĚ�
ǁŚĞŶ�/�ŶĞĞĚĞĚ�,ŝƐ�ďůĞƐƐŝŶŐƐ͘ 

dŚĂŶŬĨƵůůǇ͕�ŵǇ� ŚĞĂǀĞŶůǇ� &ĂƚŚĞƌ� ŚĂĚ� ŝŶǀŝƚĞĚ�ŵĞ� ƚŽ�d,^͕�
ǁŚĞƌĞ� /� ǁĂƐ� ďĂƉƟƐĞĚ� ŝŶ� ƚŚĞ� ,ŽůǇ� ^Ɖŝƌŝƚ͘� /� ĚĞǀĞůŽƉĞĚ� Ă�
ŐƌĞĂƚĞƌ�ĚĞƐŝƌĞ� ƚŽ� ƐĞĞŬ�,ŝƐ� ĨĂĐĞ͕�ŶŽƚ�ŽŶůǇ�,ŝƐ�ŚĂŶĚƐ͘�DǇ�
ĨĂŝƚŚ�ǁĂƐ�ƚƌĂŶƐĨŽƌŵĂƟŽŶĂů͘�DǇ�ŝĚĞŶƟƚǇ�ŝŶ��ŚƌŝƐƚ�-�Ă�ĐŚŽͲ
ƐĞŶ�ĐŚŝůĚ�ŽĨ�'ŽĚ͕�ǁĂƐ�ĨƵůůǇ�ƌĞĂůŝƐĞĚ͘ 

/ŶƐƉŝƌĞĚ� ďǇ� ƚŚĞ� ďŝďůĞ� ǀĞƌƐĞ� ĨƌŽŵ� DĂƩŚĞǁ� Ϯϴ͗� ϭϵ͗�
͞dŚĞƌĞĨŽƌĞ�ŐŽ�ĂŶĚ�ŵĂŬĞ�ĚŝƐĐŝƉůĞƐ�ŽĨ�Ăůů�ŶĂƟŽŶƐ͕�ďĂƉƟǌͲ
ŝŶŐ�ƚŚĞŵ�ŝŶ�ƚŚĞ�ŶĂŵĞ�ŽĨ�ƚŚĞ�&ĂƚŚĞƌ�ĂŶĚ�ŽĨ�ƚŚĞ�^ŽŶ�ĂŶĚ�ŽĨ�
ƚŚĞ�,ŽůǇ�^Ɖŝƌŝƚ͕͟�/�ŽīĞƌĞĚ�ƚŽ�ŵŝŶŝƐƚĞƌ�ĂŶĚ�ŵĂŬĞ�ĚŝƐĐŝƉůĞƐ�
ŽĨ�ƚŚĞ�ƚĞĞŶƐ�ŝŶ�d,^͘ 

dŚŽƐĞ� ďŝŐ� ƋƵĞƐƟŽŶƐ� ĂƌĞ͕� ŚŽǁ� ĚŽ� ǁĞ� ŵŝŶŝƐƚĞƌ� ƚŽ� ƚŚĞ�
ƚĞĞŶƐ͍� ,Žǁ� ĚŽ� ǁĞ� ƚƌĂŝŶ� ƚŚĞŵ� ƚŽ� ĂĚǀĂŶĐĞ� 'ŽĚ͛Ɛ� ŬŝŶŐͲ
ĚŽŵ͍� ,Žǁ� ĚŝĚ� :ĞƐƵƐ� ƚƵƌŶ� ƚǁĞůǀĞ� ŽƌĚŝŶĂƌǇ� ǇŽƵŶŐ� ŵĞŶ�
ŝŶƚŽ�ƚǁĞůǀĞ�ĞǆƚƌĂŽƌĚŝŶĂƌǇ�ůĞĂĚĞƌƐ͍ 

:ĞƐƵƐ�ďƵŝůƚ�ŚŝƐ�ĚŝƐĐŝƉůĞƐ͛�ĨĂŝƚŚ�ƵƉ͘ 

/Ŷ� ƚŚĞ� ƐĂŵĞ� ǁĂǇ͕� ǁĞ�ŵƵƐƚ� ŵĂŬĞ� ƐƵƌĞ� ŽƵƌ� ƚĞĞŶƐ� ďƵŝůĚ�
ƚŚĞŝƌ�ĨĂŝƚŚ�ŝŶ��ŚƌŝƐƚ͘�dŚĞǇ�ŶĞĞĚ�ƚŽ�ůĞĂƌŶ�ƚŽ�ƚƌƵƐƚ�ŝŶ�,ŝŵ�ŝŶ�
Ăůů�ƚŚŝŶŐƐ͕�ƚŽ�ůĞĂƌŶ�ƚŽ�ƉƌĂǇ�ǁŝƚŚŽƵƚ�ĚŽƵďƚ�ŝŶ�ƚŚĞŝƌ�ŚĞĂƌƚƐ͖�
ƚŽ� ůĞĂƌŶ�ĂŶĚ� ƌĞĂĚ�ĂďŽƵƚ�ŚŝƐ�tŽƌĚ� ƐŽ� ŝƚ� ŝƐ�ĞŵďĞĚĚĞĚ� ŝŶ�
ƚŚĞŝƌ�ŵŝŶĚƐ�ĂŶĚ� ŝŶ�ƚŚĞŝƌ�ŚĞĂƌƚƐ͖� ƚŽ�ĮŶĚ�ŽƉƉŽƌƚƵŶŝƟĞƐ� ƚŽ�
ůŝǀĞ�ŽƵƚ�,ŝƐ�tŽƌĚƐ�ĂŶĚ�ďĞ�ƚŚĞ�ůŝŐŚƚ�ŽĨ�ƚŚĞ�ǁŽƌůĚ͘ 

:ĞƐƵƐ�ƐĞŶƐŝƟƐĞĚ�ŚŝƐ�ĚŝƐĐŝƉůĞƐ�ƚŽ�ƚŚĞ�ŶĞĞĚƐ�ŽĨ�ƚŚĞ�ƉĞŽƉůĞ͘ 

�Ǉ� ƚŚĞ� ƐĂŵĞ� ƚŽŬĞŶ͕� ǁĞ� ŶĞĞĚ� ƚŽ� ƐĞŶƐŝƟƐĞ� ŽƵƌ� ƚĞĞŶƐ� ƐŽ�
ƚŚĞǇ�ƐĞĞ�ƚŚĞ�ŶĞĞĚǇ�ƚŚƌŽƵŐŚ�ƚŚĞ�ĞǇĞƐ�ŽĨ�:ĞƐƵƐ͘�dŚĞǇ�ŚĂǀĞ�
ƚŽ� ůĞĂƌŶ� ƚŽ� ƐŚŝŌ� ƚŚĞŝƌ� ĨŽĐƵƐ� ĂǁĂǇ� ĨƌŽŵ� ƚŚĞŵƐĞůǀĞƐ� ƚŽ�
ŽƚŚĞƌ� ƉĞŽƉůĞ͕� ƐŽŵĞƚŚŝŶŐ� ƚŚĂƚ� ĚŽĞƐŶ͛ƚ� ĐŽŵĞ� ŶĂƚƵƌĂůůǇ͘�
KīĞƌ� ƚŚĞŵ� ŽƉƉŽƌƚƵŶŝƟĞƐ� ƚŽ� ŚĞůƉ� ŽƚŚĞƌƐ͕� ƉĞƌŚĂƉƐ� ƚĂŬĞ�

ƚŚĞŵ�ŽƵƚ� ƚŽ� ƚŚĞ�ďƌŽŬĞŶ�ƉĂƌƚƐ�ŽĨ�
ŽƵƌ� ƐŽĐŝĞƚǇ� ƚŽ� ĞŶŐĂŐĞ� ǁŝƚŚ� ƚŚĞ�
ƉĞŽƉůĞ�ƚŚĞƌĞ͕�Žƌ�ŽƌŐĂŶŝƐĞ�ŵŝƐƐŝŽŶ�
ƚƌŝƉƐ� Žƌ� ŶƵƌƐŝŶŐ� ŚŽŵĞ� ǀŝƐŝƚƐ� ƐŽ�
ƚŚĞǇ�ůĞĂƌŶ�ƚŽ�ƐĞƌǀĞ�,ŝƐ�ƉĞŽƉůĞ͘ 

:ĞƐƵƐ� ŵŽďŝůŝƐĞĚ� ĂŶĚ� ĂƵƚŚŽƌŝƐĞĚ�
ŚŝƐ�ĚŝƐĐŝƉůĞƐ͘ 

ΗtŚĞŶ� :ĞƐƵƐ� ŚĂĚ� ĐĂůůĞĚ� ƚŚĞ�
dǁĞůǀĞ� ƚŽŐĞƚŚĞƌ͕� ŚĞ� ŐĂǀĞ� ƚŚĞŵ�
ƉŽǁĞƌ�ĂŶĚ�ĂƵƚŚŽƌŝƚǇ�ƚŽ�ĚƌŝǀĞ�ŽƵƚ�
Ăůů�ĚĞŵŽŶƐ�ĂŶĚ�ƚŽ�ĐƵƌĞ�ĚŝƐĞĂƐĞƐ͕�
ĂŶĚ� ŚĞ� ƐĞŶƚ� ƚŚĞŵ� ŽƵƚ� ƚŽ� ƉƌŽĐůĂŝŵ�
ƚŚĞ�ŬŝŶŐĚŽŵ�ŽĨ�'ŽĚ�ĂŶĚ�ƚŽ�ŚĞĂů�ƚŚĞ�ƐŝĐŬ͘Η�>ƵŬĞ�ϵ͗ϭ-Ϯ͘�tĞ�
ƚŽŽ� ĐĂŶ� ƚƌĂŝŶ� ŽƵƌ� ǇŽƵƚŚƐ� ƚŽ� ďĞ� ŵŝƐƐŝŽŶ� ŵŝŶĚĞĚ͕� ŚĞůƉ�
ƚŚĞŵ�ƐŚĂƌĞ�ƚŚĞŝƌ�ĨĂŝƚŚ�ǁŝƚŚ�ŽƚŚĞƌƐ�ĂŶĚ�ŝŶƚĞƌĐĞĚĞ�ĨŽƌ�ƚŚĞ�
ŶĞĞĚ�ŽĨ�ŽƚŚĞƌƐ͕�ŝŶ�:ĞƐƵƐ͛�ŶĂŵĞ͘ 

:ĞƐƵƐ�ĞŶĞƌŐŝƐĞĚ�ƚŚĞ�ĚŝƐĐŝƉůĞƐ�ďǇ�ƐĞŶĚŝŶŐ�ƚŚĞ�,ŽůǇ�^Ɖŝƌŝƚ͘ 

tĞ�ŶĞĞĚ�ƚŽ�ŚĞůƉ�ƵŶƉĂĐŬ�ƚŚĞ� ůŝĨĞ-ƚƌĂŶƐĨŽƌŵŝŶŐ�ƉŽǁĞƌ�ŽĨ�
ƚŚĞ�ŝŶĚǁĞůůŝŶŐ�,ŽůǇ�^Ɖŝƌŝƚ�ĨŽƌ�ŽƵƌ�ƚĞĞŶƐ͕�ƐŽ�ƚŚĞǇ�ĐĂŶ�ƉƌŽͲ
ĐůĂŝŵ� ƚŚĞ� ŐŽŽĚ� ŶĞǁƐ� ǁŝƚŚ� ďŽůĚŶĞƐƐ� ĂŶĚ� ĐŽŶǀŝĐƟŽŶ͘� �Ǉ�
ďĂƉƟƐŝŶŐ�ƚŚĞŵ�ŝŶ�ƚŚĞ�,ŽůǇ�^Ɖŝƌŝƚ͕�ƚŚĞ�ƉŽǁĞƌ�ŽĨ�ƚŚĞ�,ŽůǇ�
^Ɖŝƌŝƚ�ǁŝůů�ďĞ�ƌĞůĞĂƐĞĚ�ĂŶĚ�ŽǀĞƌŇŽǁ� ŝŶƚŽ�ƚŚĞŝƌ�ƐŽƵůƐ�ĂŶĚ�
ďŽĚŝĞƐ͕�ĞŶĂďůŝŶŐ� ƚŚĞŵ�ƚŽ�ƌĞƐŝƐƚ� ƚĞŵƉƚĂƟŽŶ�ŽĨ�ƐŝŶ͕�ŚĞůƉͲ
ŝŶŐ�ƚŚĞŵ�ĚĞǀĞůŽƉ�ĨƌƵŝƚƐ�ŽĨ�ƚŚĞ�ƐƉŝƌŝƚ�ĂŶĚ� ůŝǀŝŶŐ�ŽƵƚ�ƚŚĞŝƌ�
�ŚƌŝƐƟĂŶ�ůŝǀĞƐ�ĂƐ�ŝŶƚĞŶĚĞĚ�ďǇ�'ŽĚ͘ 

/ƚ�ŝƐ�ĞŶĐŽƵƌĂŐŝŶŐ�ƚŽ�ŚĞĂƌ�ƚŚĂƚ�ŽƵƌ���W��ŝƐ�ĨŽĐƵƐŝŶŐ�ŵŽƌĞ�
ŽŶ� ƚŚĞ� ǇŽƵƚŚ� ;ĂŶĚ�ĞůĚĞƌůǇͿ͘�tĞ�ƉƌĂǇ� ƚŚĂƚ� ƚŚĞ� ǇŽƵƚŚƐ�ŽĨ�
ƚŚŝƐ� ĐŽŵŵƵŶŝƚǇ� ĐŽŶƟŶƵĞ� ƚŽ� ŐƌŽǁ� ŝŶ� ŐƌĂĐĞ�ĂŶĚ�ďĞ�ƵƐĞĚ�
ďǇ�'ŽĚ�ƚŽ�ǁŝƚŶĞƐƐ�ƚŚĞ�ƚƌƵƚŚ�ŽĨ�,ŝƐ�tŽƌĚƐ�ƚŽ�ŽƚŚĞƌƐ͘�DĂǇ�
ƚŚĞǇ�ƵƐĞ�ƚŚĞŝƌ�'ŽĚ-ŐŝǀĞŶ�ƚĂůĞŶƚƐ�ĂŶĚ�ŐŝŌƐ�ƚŽ�ŚŽŶŽƵƌ�,ŝŵ͕�
ďůĞƐƐ�ŽƚŚĞƌƐ�ĂŶĚ�ďƵŝůĚ�,ŝƐ�ŬŝŶŐĚŽŵ͘� 

Carlton 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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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青年朋友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灣願意答覆聖召的洪修士，感謝天主讓

我有這個機會能和大家一起探討青年人在教會內的定

位，與其精神和態度。 

當年我進入修道院時，教會內就存在著一種無奈的

聲音：「教會內的青年人去哪裡了？」然而，教會並沒有

因為這些聲音而垂頭喪氣。早在 ���� 年，聖教宗若望保

祿二世就以先知性的眼光舉辦了持續至今的普世青年

節，無疑就是要連結教會青年的信仰和團體意識。但是，

隨著資訊爆炸和各項新潮科技、商品快速發展的世代，世

俗化思想正影響著教會本有的純樸、簡約、富有靈修的生

活步調。環境破壞、倫理道德危機和各種偏離福音價值的

學說，以及各種社會不正義等意識形態層出不窮，衝擊了

這世代的年輕人，使我們在人格發展上產生錯亂、不安和

無助感，這也導致青年人遠離了福音精神的生活。 

感謝天主，教宗方濟各於���� 年� 月� 日頒布了《生

活的基督》勸諭，指引青年人新的方向和反省。在勸諭中

的第 ��、�� 號，教宗邀請青年人一起回到天主聖言中，

去反思聖言是如何聯繫青年和長者之間的關係。在勸諭

第 �� 號中提到青年人擁有極大的活力和勇氣，能去塑造

有利於自身人格成熟發展和對社會有貢獻的未來，不應

該被長者或是有權勢、地位之人無理輕視： 

�天主的聖言說：應將青年看作「弟兄」（弟

前五 �），並這樣勸誡為人父母者：「不要激

怒你們的子女，免得他們灰心喪志」（哥三

��）。青年不應灰心喪志。他們的特點是夢想

偉大的事、尋找廣闊的視野、敢於追求更遠大

的目標、想投入世界、能夠接受挑戰，並竭盡

全力，建設更美好的事物。為此，我極力主張

青年人不要任由別人奪去他們的希望，並要對

每一個青年說：「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弟

前四 ��） 

            勸諭第 �� 號說明了青年人之所以有進步成長的

空間，除了天主賞賜的恩寵和自身的努力之外，一部分功

勞更來自於長輩的關心和提拔。所以青年人對於長輩的

教導仍需有謙虛和尊重的心態，這樣才能彰顯出一種世

代交替、傳遞知識、傳承信仰的成熟表現： 

   然而，聖言也勸勉青年人應「服從長老」（伯

前五 �）。聖經總是要求我們對長者表達深切

的敬意，因為他們閱歷豐富：他們經歷過成功

與失敗、人生的喜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他

們心裡默默保存著許多故事，可以幫助我們避

免犯錯或被虛假的承諾欺騙。有一位年長的智

者邀請我們承認某些局限，並學會在適當時候

克制自己：「你也要教訓青年人在一切事上要

慎重」（鐸二 �）。要是奉行青年至上的思想，

或是以不成熟的態度鄙視年長的人或另一個

世代的人 ，都沒有助益。耶穌說：明智的人懂

得從他的寶庫裡，提取新舊事物（參閱：瑪十

三 ��）。明智的青年向未來開放，但也懂得從

別人的經驗學習。 

          雖然我時常會在生活中碰上上述兩段所描述的負

面情況，但我反省到長者和青年間遇到的分歧往往不是

在信仰上產生衝突，而是面對處理事情時的態度和同理

心出現問題。這樣多少會讓青年人感受到長者施予負面

壓力，抑或者長者會感受不到青年人的尊重。不論是哪一

方的感受都不盡理想，進而導致信仰冷漠和對團體意識

脫節。然而，唯有在祈禱中學習彼此尊重和包容，並減少

紛爭和尋求解決方案的共識，才能讓青年人願意投身進

入教會。青年人的活力和熱情，和長者的智慧與穩重，兩

者應該交織於一身，在教會內燃燒起來，而非只是在教會

之外。就如同聖路加福音為我們描述聖家最美麗的見

證：「耶穌就同他們下去，來到納匝肋，屬他們管轄。衪

的母親把一切默存在心中。耶穌在智慧和身量上，並在天

主和人前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路 � ： ��-���這說明

了小耶穌雖然聰明過人，但基於各種考量，祂仍選擇順服

家長並由他們管轄，直到祂的時刻到來。 

為此，懇請各位弟兄姊妹為青年人在生活和信仰上

付出的努力，以及為長者們對教會團體付出的貢獻向天

主獻上誠摯的祈禱，願天主派遣智慧之聲教導我們認識

到唯有愛的支持、包容和寬恕能取代責備和侮辱，才會促

使彼此在合作時更加喜悅和充滿聖神的力量，努力建樹

教會。而這也是這個世代的基督徒彼此需要學習的重要

課題。 

 「我兒，執行你的工作時，應當謙和；這樣你會比施

惠的人更受人愛戴。你越偉大，在一切事上越當謙下；這

樣你纔能在上主面前，獲得恩寵。……不要忽略長老的傳

授，因為他們也是從祖先學來的；從他們那裏，你能學得

明智，在需要時，你便能自知解答。」�德 � ： ��-�� ； � ：
��-��� 

洪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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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將臨期避靜 
在戰爭中的和平使者，聖方濟和蘇丹王會晤 
 

800 年前發生了一件事件，對後世基督徒和回教徒的關係有正面影響，聖方濟亞西
西跟隨第五次十字軍東征(1217-1221)去見蘇丹王。在 7-8 世紀，大部份地中海地
區原本是基督徒的領域，當回教徒入侵，他們被迫改信回教，十字軍要保護領土及
基督徒信仰。教會多次派出十字軍去收復或保護土地，目的是要收復耶路撒冷，向
回教徒傳教，傳福音，希望他們改信天主教，希望敵人可以歸依。 
 
在回教歴史檔案亦有紀錄蘇丹王曾經見過一位基督徒的智者。那次的會面方濟需
要很大勇氣，他要面對死亡。他已經準備做殉道者，不怕受傷害，不怕面對基督徒
的敵人「回教徒」，他和弟子到達敵方陣營，被入獄，被打，最後有機會見到「蘇
丹王」$O-0DOLN�DO�.DPLO��6XOWDQ�RI�3DOHVWLQH��6\ULD�DQG�(J\SW�。蘇丹王是第四任國王，
回教皇族出生，自小被訓練成軍人領袖，在國內常接觸其他宗教人士[基督徒/猶太
教]，去認識他們的宗教、法律、習俗和文化。雖然生於戰亂時代，蘇丹王常宣講
和平訊息。 
 
方濟要在戰亂中做和平使者，他採取聆聽的方法和在對方身上看到一些共同點和
普世的價值：和平、仁愛和寛恕。會面內容不太清楚：有些學者認為方濟向他講聖
經，想他歸依天主，但不成功。亦有傳說蘇丹王要求方濟在火中行走而沒有受傷，
才相信他的天主。最終蘇丹王相信方濟是位聖者，請方濟為他向天主祈禱，求主指
引，方濟用生命見證天主教信仰，同時他也會尊重他人，以和平、謙虛、簡單及真
誠建立互信和關係，沒有攻擊回教徒。這次的深度對話交流出人意表，蘇丹王禮待
方濟，還派人護送方濟返家，送上禮物。蘇丹王沒有改信天主教，方濟也沒有改信
伊斯蘭教，但大家也「尊重和敬佩」對方。 
 
方濟和蘇丹王會晤後，仍有許多的戰爭，表面上這次會面對話沒有實質的效果，但
大家其實對雙方的認識加深，從而對彼此仇恨偏見減低。合一運動和與其他宗教對
話看似是近年的事，梵二後的成果。 

 

其實早在800年前方濟已經與回教徒交往，這

件事件對今天仍然有很重要意義。教宗方濟各

要信友跟其他宗教的信徒建立友誼，視他們為

兄弟姊妹，學者常比喻這事跟「方濟遇見痳瘋

病人的故事」–我們常遇到一些不喜歡的人，

學習去愛不值得愛的人，學習把敵人視為兄弟

姊妹，在他們身上看到基督，天主的肖像。 
 
&ƌ�,ĂƌƌǇ��ŚĂŶ�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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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光照下，我們一家三口有幸地可

以成為天主教徒，我和太太為人父母，理

所當然想把一切最好的給我們的心肝寶

貝，而我們深信在天主照耀及愛護下成長一定是

最好的。 

 

為了可以讓 Sarina 和天

主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

我和太太身體力行，盡我

們的能力和其他天主教

徒建立親密的朋友圈 - 

Sarina 三歲開始便每星

期上主日學，我和太太就

在主日學那裏當導師，因

為我們想從那裏偷偷師，

學習怎樣藉着天主的言

行去教導小朋友，與此同

時，和她一同成長。現在

我們在悉尼的朋友，99%

以上都是天主教徒。 

 

另外，為了讓大家都對教

會有歸屬感，我們風雨不改地逢星期日早上一定

會去主日彌撒，我們去韓國旅遊時，就算不懂得

別人的方言也會參加當地的主日彌撒的。兩年

前，從我們剛移民到悉尼開始，我們也讓女兒加

入主日學，星期五晚我們也參加聖神宮殿祈禱會

的聚會，其他活動，例如聖誕報佳音及節日的聚

餐等也會盡量參加，我們一家也參加了SPJ的歌

詠團，讓Sarina 每星期日早上會想起要為天主

做事而早點起床。 

 

為了讓膽小的 Sarina 在充滿成就感的情況下成

長，我們從她五歳開始便送她去學習朗誦，從幼

稚園開始至小五，她在各種朗誦比賽中拿了不少

獎狀，尤其是聖經朗誦，她在學習天主的聖言同

時，也可以很有信心地去福傳，最近我們也鼓勵

她在SPJ主日讀經，一來可以學以致用，而且也

可以為天主做事時得到極大的滿足感，繼續為天

主服務。很多人有了成就感後，就開始驕傲自大，

在這個位置上，我和太太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我

們要她終身學習做人謙遜。 

兩年前我們移民澳洲，其實沒有什麼政治考慮，

只是想一家人多聚在一起，多些以身教及言教去

影響我們的下一代。從女兒十歲開始，我們在一

些重要的家庭决定上，都把女兒包括進去，讓她

了解到事情的利與弊和怎樣

去承擔後果，如何以天主為中

心，以信、望、愛的態度，跟

隨天主的帶領。 

 

回望過去十二年，眼見

Sarina 幸福快樂地成長，心

裏都有一點點安慰，總結了一

下：我和太太一向都要女兒

尊重父母及長輩；我們兩夫

妻亦會先協調好，之後才在女

兒面前口徑一致地表達我們

的意見，亦不會在女兒面前說

另一方的不是；在外受了委

屈，回家可以傾訴，大家都是

大家的聆聽者，我們深信，大

家互相扶持，大家才會繼續愛

回家。 

 

我們希望女兒養成一些良好的習慣，願意為聖堂

及社會作出貢獻，現在就從每星期去聖堂做服務

開始做起：唱聖詠去光榮天主、讀經去福傳、及

做輔祭去事奉天主等...... 

 

我們深信從小建立她有一顆良善的心，她長大後

就一定會更加愛主、愛人。 

 

很多人説，青春期的年青人很難和父母和睦共處

的，但我覺得Sarina這一兩年都不是太反叛，我

深信這是我們的福氣，而背後天主也給了我們很

大的智慧和能力去教導她，令她茁壯成長。 

 

我們也盡量提醒自己，不要常常板著臉去教訓

她，因為這只會事與願違，子女只會離我們而去。 

 

有些教養孩子的大原則我們是不會改變的：要

她養成良好習慣，多些鼓勵，令子女真心感受到

愛及感受到親切感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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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你教導孩童應行的道路，待他老年時也不會離棄。  

3URYHUEV�������7UDLQ�XS�D�FKLOG�LQ�WKH�ZD\�KH�VKRXOG�JR��DQG�ZKHQ�KH�LV�ROG�KH�ZLOO�QRW�GHSDUW�IURP�LW� 

,QWHUYLHZHG�E\�$GHODLGH�+XLH 

Adelaide: W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to us your 
role at work? 

%HUQLFH�� 

,·P�ZRUNLQJ�DV�D�)DLWK�	�)DPLO\�(GXFDWRU��)(��DW�6W�
)UDQFLV�RI�$VVLVL�5HJLRQDO�&DWKROLF�3ULPDU\�6FKRRO�DW�
3DGGLQJWRQ�� 

-XVW�WR�JLYH�\RX�D�ELW�RI�EDFNJURXQG�DERXW�WKH�UROH�RI�
DQ�)(��DV�D�UHVSRQVH�IURP�6\GQH\�&DWKROLF�6FKRROV�WR�
WKH�1HZ�(YDQJHOLVDWLRQ�DJHQGD��WKH�UROH�RI�DQ�)(�ZDV�
HVWDEOLVKHG�LQ������ZLWK�MXVW�VL[�SHRSOH��7RGD\�LW�KDV�
JURZQ�WR�RYHU�����)(V��,PSOHPHQWHG����\HDUV�DJR��
WKH�)DPLO\�(GXFDWRU�3URMHFW�LV�QRZ�ZRYHQ�LQWR�WKH�
FXOWXUH�RI�RYHU�����6\GQH\�&DWKROLF�6FKRROV�LQ�WKH�
$UFKGLRFHVH�RI�6\GQH\�� 

7KH�UROH�RI�DQ�)(�LV�WR�HQFRXUDJH�DQG�WR�VWUHQJWKHQ�
WKH�UHODWLRQVKLS�EHWZHHQ�IDPLOLHV�LQ�RXU�&DWKROLF�
VFKRROV�DQG�SDULVKHV�E\�RIIHULQJ�RSSRUWXQLWLHV�IRU�
IDPLOLHV�WR�FRPH�WRJHWKHU�DQG�JURZ�WKHLU�IDLWK�� 

$FWLYLWLHV�VXFK�DV�SUD\HU�PHHWLQJV��PRUQLQJ�WHDV��6DFUDPHQWDO�FUDIW�VHVVLRQV�ZLWK�SDUHQWV��SLOJULPDJHV��WLPHV�
RI�UHIOHFWLRQ�DQG�PHHWLQJV�IRU�SDUHQWV�ZLWK�WRGGOHUV�DUH�DLPHG�DW�SDUHQWV�ZKR�FDQ�WKHQ�VKDUH�WKHLU�IDLWK�ZLWK�
WKHLU�FKLOGUHQ� 

2XU�FRUH�PLVVLRQ�KDV�IRXU�GRPDLQV� 

· 'HYHORSLQJ�HQKDQFLQJ�WKH�IDLWK�OLIH�RI�SDUHQWV� 

· &RQQHFWLQJ�UHFRQQHFWLQJ�HQKDQFLQJ�IDPLO\�HQJDJHPHQW�LQ�WKH�IDLWK�OLIH�RI�WKH�VFKRRO�� 

· &RQQHFWLQJ�UHFRQQHFWLQJ�HQKDQFLQJ�IDPLO\�HQJDJHPHQW�LQ�WKH�IDLWK�OLIH�RI�WKH�3DULVK� 

· 6XSSRUWLQJ�IDPLO\�ZHOO-EHLQJ�� 

 

Adelaide: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 majority of Catholic students at Catholic Schools do not regularly at-
tend Mass. As an FE at your Catholic school, what are your observations/views/comments on this and what 
might be some possible reasons?  

%HUQLFH�� 

)URP�P\�JHQHUDO�REVHUYDWLRQV�IURP�VHYHUDO�VFKRROV��D�YHU\�VPDOO�SHUFHQWDJH�RI�&DWKROLF�IDPLOLHV�DWWHQG�6XQ�
GD\�PDVV�UHJXODUO\��� 

,�EHOLHYH�PDQ\�IDFWRUV�FRQWULEXWH�WR�WKH�ORZ�UDWH�RI�DWWHQGDQFH�RI�6XQGD\�0DVVHV���2QH�IDFWRU�LV�3ULRULWLHV��
$XVWUDOLDQ�IDPLOLHV�SODFH�D�YHU\�KLJK�SULRULW\�RQ�VSRUWLQJ�DFWLYLWLHV�DQG�WKHVH�DUH�XVXDOO\�KHOG�GXULQJ�WKH�ZHHN�
HQGV��ZKLFK�RIWHQ�OHDGV�WR�FODVKHV�ZLWK�UHOLJLRXV�SULRULWLHV���$QRWKHU�IDFWRU�LV�WKDW�PDQ\�SDUHQWV�ZKR�VHOHFW�
&DWKROLF�VFKRROLQJ�KDYH�QRW�KDG�D�VWURQJ�IRUPDWLRQ�LQ�WKHLU�IDLWK�WKHPVHOYHV��7KH\�PD\�QRW�NQRZ�RI�WKH�LP�
SRUWDQFH�RI�WKH�6XQGD\�REOLJDWLRQ�WR�DWWHQG�0D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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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laide: How does the FE program strengthen/embrace the family faith? 

%HUQLFH�� 

$V�DQ�)(��,�IRFXV�RQ�IDPLO\�ZHOOEHLQJ�DQG�HQFRXUDJH�WKH�SDUHQWV�
WR�EH�DFWLYH�ZLWK�WKHLU�IDLWK�ERWK�DW�VFKRRO�DQG�DW�KRPH�� 

,�KROG�ZHHNO\�SDUHQWV·�JDWKHULQJ�DW�VFKRRO�FDOOHG�´63D5µ�-�6WRS��
3UD\�DQG�5HIOHFW���(DFK�63D5�JDWKHULQJ�LV�D�WHQ-PLQXWH�EUHDN�
IRU�SDUHQWV�ZKLFK�LQFOXGHV�D�VKRUW�DXGLR�YLVXDO�SUHVHQWDWLRQ��
WLPH�WR�UHIOHFW�XSRQ�ZKDW�*RG�LV�VD\LQJ�WR�XV�DQG�WLPH�IRU�SUD\�
HU���,W�LV�D�WLPH�IRU�UHOD[DWLRQ�DQG�WR�EH�DZDUH�RI�*RG·V�SUHV�
HQFH��,�DP�DPD]HG�WR�KHDU�WKH�H[SHULHQFHV�RI�WKH�SDUHQWV�DQG�
WKHLU�FKLOGUHQ� 

 

2QH�H[DPSOH�RI�WKLV�ZDV�ZKHQ�D�SDUHQW�VKDUHG�WKDW�VKH�ZDV�VR�
WRXFKHG�DIWHU�D�63D5�VHVVLRQ�EHFDXVH�WKDW�PRUQLQJ�VKH�ZDV�PDG�
DW�KHU�FKLOGUHQ�DQG�KDG�DQ�DUJXPHQW�ZLWK�KHU�KXVEDQG�EHIRUH�
OHDYLQJ�KRPH��$IWHU�WKH�SUD\HU��VKH�IHOW�YHU\�SHDFHIXO�DQG�IHOW�
OLNH�WDONLQJ�ZLWK�-HVXV��6KH�SODFHG�D�SUD\HU�FDUG�WKDW�,�KDG�
VKDUHG�ZLWK�KHU�RQ�KHU�IULGJH�DQG�ODWHU�VKDUHG�KHU�H[SHULHQFH�
ZLWK�KHU�KXVEDQG�ZKHQ�KH�UHWXUQHG�IURP�ZRUN�WKDW�HYHQLQJ��+HU�
KXVEDQG�ZDV�YHU\�SOHDVHG�DV�KLV�ZLIH�ZDV�QRZ�FDOP�DQG�WKHLU�
UHODWLRQVKLS�ZDV�UHFRQFLOHG� 

 

7KURXJKRXW�WKH�\HDU��,�DOVR�VHQG�KRPH�YDULRXV�DFWLYLWLHV�WR�HQ�
FRXUDJH�PRUH�IDPLO\�HQJDJHPHQW�DQG�IDLWK�GLVFXVVLRQ��VXFK�DV�FRRNLQJ�UHFLSHV�GXULQJ�WKH�/HQWHQ�VHDVRQ��OLNH�
´)LVK�RQ�)ULGD\Vµ��'XH�WR�&29,'-����ZH�DUH�QRZ�UHTXLUHG�WR�SK\VLFDOO\�LVRODWH�IURP�RQH�DQRWKHU�XQWLO�IXUWKHU�
QRWLFH��\HW�ZH�DUH�VWLOO�HQFRXUDJHG�WR�NHHS�RXU�6RFLDO�DQG�6SLULWXDO�&RQQHFWLRQV��7KHUHIRUH��,�KDYH�FUHDWHG�D�
�)DPLO\�DQG�)DLWK��VLWH�KWWSV���VLWHV�JRRJOH�FRP�YLHZ�IDPLO\-DQG-IDLWK��ZKLFK�SURYLGHV�GLIIHUHQW�UHVRXUFHV�
DQG�LGHDV�WR�VXSSRUW�IDPLO\�DQG�VSLULWXDO�ZHOO-EHLQJ�GXULQJ�WKLV�WU\LQJ�WLPH� 

 

$QRWKHU�DVSHFW�RI�P\�UROH�LV�WKDW�,�KDYH�D�FORVH�UHODWLRQVKLS�ZLWK�WKH�3DULVK��,�FRRUGLQDWH�ZLWK�WKH�3DULVK�
3ULHVWV�RQ�YDULRXV�DFWLYLWLHV�VXFK�DV�6DFUDPHQWV�DQG�RWKHU�IDLWK�IRUPDWLRQ�DFWLYLWLHV���2QH�LQWHUHVWLQJ�DFWLYLW\�
ZDV�WKH�´/HDUQLQJ�:DONµ��D�OLWWOH�SLOJULPDJH�IRU�WKH�VFKRRO�NLGV�DQG�SDUHQWV�WR�YLVLW�WKH�&KXUFK���7KH�3ULHVW�
SURYLGHG�D�JXLGHG�WRXU�DURXQG�WKH�&KXUFK�DQG�H[SODLQHG�WKH�VLJQLILFDQFH�DQG�PHDQLQJ�RI�YDULRXV�LWHPV�VXFK�DV�
WKH�%DSWLVPDO�IRQW�DQG�WKH�3DVFKDO�FDQGOH���7KLV�DFWLYLW\�HQJDJHG�WKH�SDUWLFLSDQWV�DQG�GHHSHQHG�WKHLU�XQGHU�
VWDQGLQJ�RI�WKH�&DWKROLF�IDLWK���7KURXJK�WKH�TXHVWLRQV�DVNHG�E\�ERWK�FKLOGUHQ�DQG�SDUHQWV��,�FRXOG�VHH�WKH\�
ZHUH�YHU\�LQWHUHVWHG�WR�ILQG�RXW�PRUH�DERXW�WKHLU�IDLWK� 

 

3DUHQWV�DUH�VWLOO�WKH�SULPDU\�HGXFDWRUV�RI�WKHLU�FKLOGUHQ���7KURXJK�WKHVH�DFWLYLWLHV��ZH�KRSH�WR�HGXFDWH�WKH�
SDUHQWV·�IDLWK��VR�WKDW�WKH\�NQRZ�PRUH�RI�WKH�:RUG�RI�*RG�DQG�KRZ�WR�SUD\�WKHPVHOYHV��7KHQ��WKH\�FDQ�EULQJ�
WKHLU�IDLWK�KRPH�WR�VKDUH�ZLWK�WKHLU�IDPLOLHV���7KH\�FDQ�JURZ�LQ�FRQILGHQFH�RI�WKHLU�IDLWK�OLIH�DQG�VKDUH�ZLWK�
RWKHUV�DURXQG�WKHP���2QH�HQFRXUDJLQJ�H[DPSOH�ZDV�D�SDUHQW�ZKR�VKDUHG�WKDW�KH�KDG�GHFLGHG�WKDW�KLV�FKLOGUHQ�
ZRXOG�JR�WR�0DVV��HYHQ�WKRXJK�WKH\�ZHUH�WLUHG�DIWHU�WKHLU�ZHHNHQG�VSRUWV�DFWLYLWLHV���+H�KDG�UHDOLVHG�WKDW�
WKLV�ZDV�DQ�LPSRUWDQW�REOLJDWLRQ�DQG�LW�ZDV�KLV�UHVSRQVLELOLW\�DV�D�IDWK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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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laide: As a mother of three children from young to 
teens, what are their faith challenges like and why? How 
would you/your family handle these challenges? 

%HUQLFH� 

/LYLQJ�LQ�WKLV�ZRUOG�LV�D�FKDOOHQJH�IRU�DOO�FKLOGUHQ�QRZDGD\V���
7KHUH�DUH�VR�PDQ\�WHPSWDWLRQV�DQG�GLVWUDFWLRQV��DQG�FRP�
SHWLQJ�SULRULWLHV�WR�WKH�JURZWK�RI�RXU�FKLOGUHQ·V�IDLWK���2QH�
REYLRXV�FKDOOHQJH�LV�WKH�GLJLWDO�ZRUOG��ZKHUH�RQOLQH�JDPHV��
<RX7XEH�YLGHRV�DQG�YDULRXV�IRUPV�RI�LQVWDQW�HQWHUWDLQPHQW�
DUH�VLPSO\�VR�DWWUDFWLYH�DQG�HYHQ�DGGLFWLYH�IRU�FKLOGUHQ���
$QRWKHU�VLJQLILFDQW�FKDOOHQJH�LV�WKH�VWDWH�RI�WKH�PRUDO�YDO�
XHV�LQ�VRFLHW\��PDQ\�RI�ZKLFK�DUH�RSSRVLWH�WR�WKRVH�LQ�RXU�
&DWKROLF�IDLWK�DQG�LGHQWLW\�LQ�&KULVW� 

 

7KHUHIRUH��.HYLQ�DQG�,�KDYH�FKRVHQ�&DWKROLF�VFKRROLQJ�IRU�
RXU�FKLOGUHQ�WR�DVVLVW�LQ�WKH�IRUPDWLRQ�RI�WKHLU�IDLWK�DQG�WKH�GHYHORSPHQW�RI�WKHLU�ZKROH�SHUVRQ���:H�GHVLUH�
IRU�WKHP�WR�HVWDEOLVK�WKHLU�LGHQWLW\�LQ�&KULVW�DQG�WR�EH�D�´PDQ�IRU�RWKHUVµ�DV�-HVXV�WDXJKW� 

:KHQ�FKLOGUHQ�JURZ�XS�WR�EH�WHHQDJHUV��WKH\�OLNH�WR�JR�RXW�ZLWK�WKHLU�IULHQGV�DQG�WKH\�EHOLHYH�WKDW�WKH\�DUH�
YHU\�VHQVLEOH�DQG�HYHU\WKLQJ�ZLOO�EH�ILQH��$V�D�SDUHQW��ZH�NQRZ�WKDW�WKHUH�DUH�ULVNV�DQG�GDQJHUV��EXW�ZH�WUXVW�
WKDW�*RG�ZLOO�EH�ZLWK�WKHP�DQG�SURWHFW�WKHP��2QH�RI�RXU�IDPLO\�SUDFWLFHV�LV�WR�EOHVV�RXU�FKLOGUHQ�HYHU\�PRUQ�
LQJ�EHIRUH�WKH\�OHDYH�KRPH�IRU�VFKRRO�RU�JR�RXW���$OVR��ZH�SUD\�HYHU\�QLJKW�EHIRUH�EHGWLPH��DQG�ZH�KRSH�WKHVH�
ULWXDOV�ZLOO�EH�ZLWK�WKHP�DQG�DSSUHFLDWHG�IRU�WKH�UHVW�RI�WKHLU�OLYHV�� 

 

Adelaide: What would you like the church community at CCPC to do, so that it can become the youth 
faith development hub? 

%HUQLFH� 

<RXWK�GHYHORSPHQW�LV�QHHGHG�QRZ��,�KDYH�EHHQ�YHU\�DQ[�
LRXV�DERXW�LW�HYHQ�EHIRUH�P\�VRQV�EHFDPH�WHHQV��,W�LV�
LPSRUWDQW�WR�KDYH�D�\RXWK�JURXS�VR�WKDW�WKH�\RXWK�FDQ�
GHYHORS�D�VHQVH�RI�EHORQJLQJ��KDYH�JRRG�UROH�PRGHOV�WR�
ORRN�XS�WR��DQG�WR�KDYH�RSSRUWXQLWLHV�WR�VHUYH�WKH�FRPPX�
QLW\� 

 

7KDQNV�EH�WR�*RG�WKDW�RXU�FRPPXQLW\�KDV�UHFHQWO\�DS�
SRLQWHG�D�<RXWK�&R-RUGLQDWRU�DQG�WKLV�ILOOV�PH�ZLWK�WKH�
KRSH�WKDW�RXU�FRPPXQLW\�ZLOO�KDYH�JURZWK�LQ�WKH�PLQLVWU\�
WR�\RXWK� 

 

,�FDQ�VKDUH�D�SHUVRQDO�H[SHULHQFH�IURP�DQRWKHU�FKXUFK��
7KH\�KDYH�6XQGD\�VFKRRO��DQG�FKLOGUHQ�JUDGXDWLQJ�IURP�
SULPDU\�VFKRRO�FDQ�MRLQ�WKH�WHHQ�JURXS���7KH\�ZLOO�JUDGX�
DOO\�EH�WUDLQHG�WR�EH�\RXWK�OHDGHUV��WKURXJK�SURYLGLQJ�WKH�
WHHQDJHUV�ZLWK�RSSRUWXQLWLHV�DQG�UHVSRQVLELOLWLHV�LQ�VHUY�
LQJ�WKH�FKXUFK��(YHU\�VXPPHU��WKH\�KDYH�D�ZHHN-ORQJ�
FDPS�IRU�SULPDU\�VFKRRO�FKLOGUHQ�ZKHUH�WKH�ZKROH�SUR�
JUDP�LV�SODQQHG�DQG�RUJDQLVHG�E\�KLJK�VFKRROHUV�DQG�XQL�
YHUVLW\�VWXGHQWV��,�OLNH�WKHLU�FRQWLQXLW\�RI�IDLWK�IRU�
PDWLRQ�DQG�VXSSRUW�IRU�FKLOGUHQ�WR�WHHQDJH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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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各 地 因 為

《2019 冠狀病毒

病》擴散，使到

各國人民生命受

到威脅，澳洲也

不例外。最近我

從電視台第9、

10、7 和西報消

息，報導澳洲科

學家們已經破解

病毒的根

由，指望

短期內可生產防毒疫苗。由於好奇，我逐漸查究

是那些機構進行此項工作。後來我發現，是雪梨

病理學家協會(RCPA)，座落在雪梨西區的

Westmead醫院PC4 化驗所。所謂PC4化驗所，內有

(physical containment)的設備，即操作時可以

控制化驗所內環境，特別對於傳染病學上的任何

病原體，例如衣波拉(Ebola)，天花等。即如今

次列入傳染病人內的《2019冠狀病毒病》，炭疽

等亦列上第三級。而這一所化驗所，名列第四

級，全省只此一座，全澳洲共有四座。原來這所

PC4水平的提升，是得到當時(2003年)來澳洲開

高峰會議的美國總統布殊提出的先決條件，澳洲

先要有一所有能力處理生化恐怖襲擊的化驗所。

後來2004年洲政府財政部撥出三百五十 

 

 

 

 

 

 

 

 

 

 

 

 

萬元，於2006年

完成。這一座化

驗所的正式名稱

是CIDMLS (Centre 
for Infectious Dis-
eases and Microbi-
ology Laboratory 
Services) (傳染病

及微生物學研究

中心)，包括有

血液學、臨床化

學、

解剖

病理學、內分泌學、免疫病理學等等。 

 

負責管理這所重要科學重鎮正是我們團體的一位

兄弟科學家。由於專業操守和隠私的關係，筆者

未敢透露這位無名英雄身分。他是該團隊十四人

中的一位科學家。有現代化的設備，更需要有高

水準運作條件和管理。我們團體內的這一位弟

兄，樣樣親力親為，定下高水準規律和各種安全

水準，訓練工作人員，培訓新入職的化驗師，使

到整個化驗所成為一個團隊。按照他本人親口的

說話，今次能破解病毒的源頭，疫苗的製成，指

日可待！我向他表示我們團體的謝意，這位弟兄

以專業工作者身分表示和謙恭的態度向筆者說：

「願光榮歸於上主，我們的天主！」這是一位基

督徒的精神！今次疫病的侵襲，很多人受到痛

苦，也有很多天主鍾愛的子女，為所有病人奉獻

他們的工作，不分晝夜，服務他人的專業精神，

是使人尊敬和感恩！我個人有幸，認識到我所尊

敬的人，從我們小小的團體中，竟然出現一位偉

人！人類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英雄人物，但是在

科學界中，也有人認識這位人士的成就。RCPA主

席頒發嘉獎函，並於本年三月廿一日在達靈港國

際會議中心舉行酒會，同時提名為該會院士。 
 

光榮歸於上主，我們的天主！  

李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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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並不是談論香港

參加社會運動的黑

衣青年們, 而是討

論我們團體內的青年們的

成長過程。說《後生可畏》

這句話的人是孔夫子和弟

子們討論青年們的問題。英

譯本有這樣的說明:� 7KH�
0DVWHU� VDLG�� ³$� \RXWK� LV� WR�
EH� UHJDUGHG� ZLWK� UHVSHFW�´�

很明顯的��孔子對青年人的

成長要加以尊重��而不是要

懼怕。 我們的團體是由方

濟會兩位華藉司鐸於 ����

年來到雪梨時才成立的。 

對青年工作是在 �����年成

立 天 主 教 亞 洲 學 生 會

�&$66�時開始,即在今天

的亞洲中心作為活動基地

和宿舍。後來因為畢業,就

業或回原居地而分散。當時

的積極分子,經大半個世紀

後,仍然為團體作出不少貢

獻。 

由於澳洲於 ���� 年廢除白

澳政策及鄰近地區前英屬

土獨立,大量華裔原居民移

民澳洲。加上亞洲地區政局

動盪,雪梨地區也揭開一回

新移民高峰。第一代的華籍

移民,站穩了陣脚後,生活

安定了,第二代的青年也快

要完成大專教育,時刻準備

進入社會。進入九零年時

代, 對青年工

作,正需要有專人負責領

導。適逄當時有一位香港教

區寶血女修會招群英修女

在澳洲晉修完畢,即可為當

前工作拔刀相助。於是由

����年 �月 ��日便擔任新

一代 &$66 成員的領導神

師。 

第二代青年大專畢業生流

動性大,而本地畢業生便需

要有特別照顧,因為他們的

根在雪梨,所以要有新的組

合安排。後來便成立了《聖

神宮殿祈禱》善會。同期來

了一位美籍韓裔聖神同禱

運動推廣人員,金張任純女

士(,PVRRQ� .LP�,積極向團

體大專畢業生推廣,作為靈

修工作的一部份。以後該組

成員每週舉行聚會,和以舌

音進行聖神同禱。而金女士

亦每年自費由美國來雪梨

探訪聖神同禱成員及培訓。

一部份《聖神宮殿祈禱》成

員, 為實行教會傳統, 依

照【舊約】肋廿七 ��,實行

『什一奉獻」(7LWKHV),又稱

(什一捐), 即教友將收入

(薪資所得十分之一)捐贈

給教會,以維持教會必要的

開支。【舊約】時代認為理

所然,天主教未曾嚴格要

求,但基督教有不少教派嚴

守此規定。澳洲入息稅稅率

高,什一捐不能享受扣稅優

惠。一旦成家立室, 經濟會

變成緊張。但我們 《聖神宮

殿祈禱》成員,自實行什一

奉獻後,物質生活上並無欠

缺,可見聖經上的一句話,

「天主愛樂捐的人」(格後

九:七)的意義,你對天主慷

慨,天主對你更施恩惠。如

果我們以最近一期的【牧靈

通訊】129 期 所公報的資

料作統計:期內(什一奉獻)

為十七萬八千餘元, 同期

團體內每週奉獻為六萬七

千餘元.相比之下,什一奉

獻為收入之 72%,而每週奉

獻為 28%。換句話: 團體的

家用,青年的一代負責七

成,可算得上當家作主。但

年青的一代,不願背上當家

作主的光環,只願默默的奉

獻,充份表現基督徒的精

神。豈不是連當時孔夫子也

不禁讚嘆: 

用現代人的語言:“新生的

一代應受我們的尊敬,因為

他們不畏懼前途的黑暗,驚

險,勇往直前,邁步向基督

預許的新天新地前進!” 

第三代的男女青少年多數

參加了聖思德望輔祭會 

(*266�,從少年便參與聖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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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侍奉工作。土生土長的第

三代已經澳洲化,不論在語

言,生活,社交,思想和傳統

形成了代溝,變成了疏離。 

澳洲社會上的流行文化巳

經走向世俗化,一旦子女們

走入社會,【職場】人事複

雜,初出茅廬專業人士,亦

容易迷失方向.現時澳洲流

行自由派精英思想(/LEHUDO�

(OLWH�和左膠思維(/HIWWDUG�

7UHQG�,及同性戀社群,以

英文字母的略縮語代替,

即 /*%7� �LV� DQ� LQLWLDOLVP�
WKDW� VWDQGV� IRU� OHVELDQ�� JD\��

ELVH[XDO��DQG�WUDQVJHQGHU�。 

我們可以從雪梨每年舉行

的同性戀大遊行(0DUGL�

*UDV�的嘉年華會的狂歡情

度, 可以明白雪梨社會社支

持情度 ,和巴西的同樣狂

歡。初入社會的年青人, 未

必有能力應付, 慢慢的傾斜

社會文化, 因此對傳統宗教

信仰, 逐漸疏離。加上要追

求自我發展的理想,年青的

一代,開始遠離或放棄宗教

生活,連生命中最重要的大

事,如婚姻聖事等,可以隨

心所欲,可有可無! 可惜的

是,總教區没有像香港教區

的培聖會(6HUUD� &OXE�一樣

機構,可以引領當地的精英

份子的思維傾向,進一步理

解天主教的社會訓導。 

團體內的主任司鐸,有鑒於

牧靈需要,於 2006 年時成

立了一個青少年團體,並定

名為 )/<�)HHO� WKH� /LIH� LQ�

<RXWK��� 為銜接輔祭組成員

進入大專畢業生進入社會

工作前的準備,並將司鐸辦

公室, 改為 FLY 成員的活

動基地,英文的 FLY 有 

“振翅高飛, 翱翔四海”的

愿望。 可惜英文的 FLY 的

粵語讀音是“飛”,可以變

成“飛仔”“飛女”。西片

有一部“亞飛正傳”叙述當

年青少年狂野時代,即所謂 

'HOLQTXHQW�的一代。從信仰

的角度, 這些誤入歧途的青

少年, 他們會變化成為 'LO�

LJHQW��聰明, 勤奮) 的人。 

不要因為目前的成就而沾

沾自滿,目空一切。成長是

一個過程,未來的成就便要

看個人是否忠實地依照生

命的核心價值,為信仰作英

雄式的見證。 

後生可畏是傳統中國文

化。雖然在社會人事關係

上,我們年青的一代欠缺外

來助力,但也激發他們的潛

力,毅力和自信,高飛可待!� 

李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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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ŚĂƚ�ĂƌĞ�ŽƵƌ�ǇŽƵŶŐ�ƉĞŽƉůĞ�ůŝŬĞ�ƚŽĚĂǇ͍ �,Žǁ�ĐĂŶ�/�ĐŽŶƚƌŝďƵƚĞ�ƚŽ�
ƚŚĞŝƌ�ŐƌŽǁƚŚ�ĂŶĚ�ƚŚĞŝƌ�ĨĂŝƚŚ �͍,ĞƌĞ�ŝƐ�ŵǇ�ƐŚŽƌƚ�ƌĞĨůĞĐƚŝŽŶ�ĨƌŽŵ�ǁŽƌŬŝŶŐ�
ǁŝƚŚ���^ �̂ĂŶĚ�ŽƚŚĞƌ�ǇŽƵƚŚ�ŐƌŽƵƉƐ͘ � 
 

dŚĞ�͚ ƚŚŝŶŶŝŶŐ͛ �ŽĨ�ŽƵƌ�ǇŽƵŶŐ�ƉĞŽƉůĞ 
 KŶĞ�ŽĨ�ƚŚĞ�ŵŽƐƚ�ƐƚƌŝŬŝŶŐ�ƚŚŝŶŐƐ�ĂďŽƵƚ�ŽƵƌ�ǇŽƵŶŐ�ƉĞŽƉůĞ�ƚŽĚĂǇ�ŝƐ�
ƚŚĞŝƌ�ŵŽďŝůŝƚǇ �͘dŚĞǇ�ĂƌĞ�ĐŽŶŶĞĐƚĞĚ�ƚŽ�ƐŽ�ŵĂŶǇ�ƚŚŝŶŐƐ�ĂŶĚ�ǇĞƚ�ŶĞǀĞƌ�
ƋƵŝƚĞ�ĐŽŵŵŝƚƚĞĚ�ƚŽ�ĂŶǇƚŚŝŶŐ �͘dŚŝƐ�ŝƐ�ďƌŽƵŐŚƚ�ĂďŽƵƚ�ďǇ�ƚŚĞ�ƉŽƉƵůĂƌŝƚǇ�ŽĨ�
ƚŚĞ�ŵŽďŝůĞ�ƉŚŽŶĞ �͕ ƐŽĐŝĂů�ŵĞĚŝĂ�ĞƚĐ͘ � dŚŝƐ�ĂůǁĂǇƐ-ĐŽŶŶĞĐƚĞĚŶĞƐƐ� ŝƐ�Ă�
ĚŽƵďůĞ-ĞĚŐĞĚ�ƐǁŽƌĚ �͘ 
/ƚ�ƉƌŽǀŝĚĞƐ�Ă�ƐĞŶƐĞ�ŽĨ�ďĞůŽŶŐŝŶŐ�ĂŶĚ�ƚŽŐĞƚŚĞƌŶĞƐƐ�;ƚŚŝŶŬ�ŽĨ�tŚĂƚƐ�ƉƉ �͕
&�Ϳ͘ ��Ƶƚ� ŝƚ�ĂůƐŽ�ĐƌĞĂƚĞƐ�ƚŚĞ�ƉŚĞŶŽŵĞŶĂ�ŽĨ� ƚ͞ŚŝŶŶŝŶŐ͕͟ �ŵĂŬŝŶŐ�ǇŽƵŶŐ�
ƉĞŽƉůĞ Ɛ͛�ůŝǀĞƐ�ƉŽƚĞŶƚŝĂůůǇ�ŵŽƌĞ�ĨƌĂŐŵĞŶƚĞĚ �͕ĚŝƐƉĞƌƐĞĚ�ĂŶĚ�ƐƵƉĞƌĨŝĐŝĂů�ĂƐ�

ƚŚĞǇ�ĂƌĞ�ůĞƐƐ�ƌŽŽƚĞĚ�ŝŶ�ƚŚĞ�ƌĞĂů�ĂŶĚ�ůŽŶŐ-ƚĞƌŵ�ƐƚƌƵĐƚƵƌĞƐ͘ � 
/ƚ�ĐĂŶ�ĂůƐŽ�ŐŝǀĞ�ƚŚĞ�ǇŽƵŶŐ�ƉĞŽƉůĞ�ƚŚĞ�ĨĂůƐĞ�ƐĞŶƐĞ�ƚŚĂƚ�ƚŚĞǇ�ĂƌĞ�ĂůǁĂǇƐ�ƌŝĐŚ�ŝŶ�ŽƉƚŝŽŶƐ�ĂŶĚ�ƚŚĞƌĞĨŽƌĞ�ĚĞĐŝƐŝŽŶƐ�ĐĂŶ�

ĂůǁĂǇƐ�ǁĂŝƚ�ƵŶƚŝů�ƚŚĞ�ůĂƐƚ�ŵŝŶƵƚĞ�Žƌ�ƉĞƌƉĞƚƵĂůůǇ�ĚĞůĂǇĞĚ  ͘
 

tŚĂƚ�ĐĂŶ�/�ĚŽ�ƚŽ�ŚĞůƉ  ͍
dŽ�ŚĞůƉ�ƚŚĞ�ǇŽƵŶŐ�ƉĞŽƉůĞ�ĐŽƵŶƚĞƌĂĐƚ�ƚŚŝƐ� ƚ͞ŚŝŶŶŝŶŐ �͟ƚĞŶĚĞŶĐǇ͕ �/�ůŝŬĞ�ƚŽ�ĞŶĐŽƵƌĂŐĞ�ŽƵƌ�ǇŽƵŶŐ�ƉĞŽƉůĞ�ƚŽ�ŶŽƚ�ĨŽƌŐĞƚ�

ĂďŽƵƚ�͞ ŐĂƚŚĞƌŝŶŐ͗͟ �ŵĞĞƚŝŶŐ�ƵƉ�ĨĂĐĞ�ƚŽ�ĨĂĐĞ �͕ĨŽƌ�Ă�ĚŝƐĐƵƐƐŝŽŶ �͕ƐŚĂƌŝŶŐ�ĨĂŝƚŚ �͕ĨŽƌ�ŵĞĂůƐ�Žƌ�ũƵƐƚ�ƐƉĞŶĚŝŶŐ�ƚŝŵĞ�ƚŽŐĞƚŚĞƌ͘ �/�ŬŶŽǁ�/�
ĐŽƵůĚ�ŶĞǀĞƌ�ĐĂƚĐŚ�ƵƉ�ƚŽ�ƚŚĞŵ�ǁŚĞŶ�ŝƚ�ĐŽŵĞƐ�ƚŽ�ƐŽĐŝĂůŝǌŝŶŐ�ƵƐŝŶŐ�ƚĞĐŚŶŽůŽŐŝĞƐ͕ �ďƵƚ�/�ĚŝƐĐŽǀĞƌ�ƚŚĞŝƌ�ŚƵŶŐĞƌ�ĨŽƌ�ƌĞĂů�ĐŽŶŶĞĐƚŝŽŶ�
ŝƐ�ĂƐ�ƐƚƌŽŶŐ�ĂŶĚ�ŐĞŶƵŝŶĞ�ĂƐ�ĂŶǇ�ŐĞŶĞƌĂƚŝŽŶ Ɛ͛͘ � 

dŚĞƌĞĨŽƌĞ �͕ŝĨ�ǁĞ�ĐĂŶ�ĐŽŶƚŝŶƵĞ�ƚŽ�ƉƌŽǀŝĚĞ�ƚŚĞŵ�ƉůĂĐĞƐ�ĂŶĚ�ŽƉƉŽƌƚƵŶŝƚŝĞƐ�ĨŽƌ�ĞŶĐŽƵŶƚĞƌŝŶŐ�ĞĂĐŚ�ŽƚŚĞƌ͕ �ǁĞ�ǁŽƵůĚ�
ŚĂǀĞ�ŵĂĚĞ�Ă�ƉŽƐŝƚŝǀĞ�ĐŽŶƚƌŝďƵƚŝŽŶ�ƚŽ�ƚŚĞŝƌ�ǁĞůůďĞŝŶŐ�ĂŶĚ�ŚŽƉĞĨƵůůǇ�ǁŝƚŚ�ĞĂĐŚ�ŽƚŚĞƌ�ƚŚĞǇ�ǁŝůů�ƐĞĞŬ�ĂŶĚ�ŐƌŽǁ�ƚŚĞŝƌ�ĨĂŝƚŚ �͘KĨ�
ĐŽƵƌƐĞ �͕ĂƐ��ĂƚŚŽůŝĐƐ͕ �ƚŚĞ�ƵůƚŝŵĂƚĞ�ŐĂƚŚĞƌŝŶŐ�ŝƐ�ƚŚĞ�ůŝƚƵƌŐǇ �͘,Žǁ�ǁĞ�ĐĂŶ�ŵĂŬĞ�ƚŚĞ�DĂƐƐ�ĂƐ�ƚŚĞ�ĐĞŶƚƌĞ�ŽĨ�ŽƵƌ�ŐĂƚŚĞƌŝŶŐƐ�ŝƐ�Ă�ĚŝƐͲ
ĐƵƐƐŝŽŶ�ĨŽƌ�ĂŶŽƚŚĞƌ�ĂƌƚŝĐůĞ �͘��� 

 

dŚĞ�ƉŝĞĐĞ-ŵĞĂů�ĨĂŝƚŚ� 
dŚĞ�ŽƚŚĞƌ�ƐƚƌŝŬŝŶŐ�ƉŚĞŶŽŵĞŶĂů�ŝŶ�ŽƵƌ�ƐŽĐŝĞƚǇ�ƚŽĚĂǇ�ŝƐ�ƚŚĞ�ƉƌŝǀĂƚŝǌĂƚŝŽŶ�ĂŶĚ�ƚŚĞ�ƉŝĞĐĞ�ŵĞĂů�ǁĂǇ�ƌĞůŝŐŝŽŶ�ŝƐ�ƚĂŬĞŶ �͘dŚŝƐ�

ŽĨ�ĐŽƵƌƐĞ�ĞǆƚĞŶĚƐ�ƚŽ�ƐŽŵĞ�ŽĨ�ƚŚĞ�ǇŽƵŶŐ�ƉĞŽƉůĞ�/�ŵĞĞƚ͘ �͞DǇ�ĨĂŝƚŚ�ŝƐ�ďĞƚǁĞĞŶ�ŵĞ�ĂŶĚ�'ŽĚ �͟ĂŶĚ�͞Ăůů�/�ŚĂǀĞ�ƚŽ�ĨŽůůŽǁ�ŝƐ�ŵǇ�
ĐŽŶƐĐŝĞŶĐĞ �͟Žƌ�ǁŚĂƚĞǀĞƌ�ƐĞĞŵƐ�͚ ƐƉŝƌŝƚƵĂů͛  ͘

,ŽǁĞǀĞƌ͕ �ǁĞ�ŵƵƐƚ�ƌĞĐŽŐŶŝǌĞ�ƚŚĂƚ�ƚŚĞ�ůŽŶŐŝŶŐ�ĂŶĚ�ƚŚĞ�ŶĞĞĚ�ĨŽƌ�'ŽĚ�ŝƐ�ƵŶŝǀĞƌƐĂů�ĂŶĚ�ƚƌĂŶƐĐĞŶĚƐ�ĂŐĞ �͘ΗzŽƵ�ŚĂǀĞ�
ŵĂĚĞ�ƵƐ�ĨŽƌ�ǇŽƵƌƐĞůĨ͕ �K�>ŽƌĚ �͕ĂŶĚ�ŽƵƌ�ŚĞĂƌƚƐ�ĂƌĞ�ƌĞƐƚůĞƐƐ�ƵŶƚŝů�ƚŚĞǇ�ƌĞƐƚ�ŝŶ�ǇŽƵΗ �͘dŚĞƐĞ�ĂƌĞ�ǁŽƌĚƐ�ŽĨ�ƚƌƵƚŚ�ƵƚƚĞƌĞĚ�ďǇ�^ĂŝŶƚ�
�ƵŐƵƐƚŝŶĞ �͘KƵƌ�ĚĞƐŝƌĞ�ĨŽƌ�'ŽĚ�ĂŶĚ�ƚƌĂŶƐĐĞŶĚĞŶĐĞ�ŝƐ�ŝŶŶĂƚĞ�ĂŶĚ�ĚĞĞƉ�ŝŶ�ŽƵƌ�ŚĞĂƌƚƐ͘ � 

dŚŝƐ�ŝƐ�ĞƐƉĞĐŝĂůůǇ�ĞǀŝĚĞŶƚ�ŝŶ�ƚŚĞ�ǇŽƵŶŐ�ƉĞŽƉůĞ �͘dŚĞǇ�ĂƌĞ�Ăƚ�ƚŚĞ�ƐƚĂŐĞ�ŽĨ�ƚŚĞŝƌ�ůŝǀĞƐ�ǁŚĞŶ�ƚŚĞ�ƐĞŶƐĞ�ŽĨ�ǁŽŶĚĞƌŵĞŶƚ�ŝƐ�
ƐƚƌŽŶŐ �͕ĂŶĚ�ŽƉƉŽƌƚƵŶŝƚŝĞƐ�ĂƌĞ�ƉůĞŶƚǇ �͘�ƚ�ƚŚĞ�ƐĂŵĞ�ƚŝŵĞ �͕ƚŚĞǇ�ĂƌĞ�Ɛƚŝůů�ĂƚƚĞŵƉƚŝŶŐ�ƚŽ�ƉŝĞĐĞ�ƚŽŐĞƚŚĞƌ�ƚŚĞ�ǀĂƌŝŽƵƐ�ƋƵĞƐƚŝŽŶƐ�ŽĨ�
ŚƵŵĂŶ�ĞǆŝƐƚĞŶĐĞ-ƉĂƌƚŝĐƵůĂƌůǇ�ƋƵĞƐƚŝŽŶƐ�ƌĞůĂƚĞĚ�ƚŽ�ƚŚĞ�ƉƵƌƉŽƐĞ�ŽĨ�ůŝĨĞ �͕ƚŽ�ƐƵĨĨĞƌŝŶŐ�ĂŶĚ�ƚŽ�ĚǇŝŶŐ �͘ 

 

dŽŐĞƚŚĞƌ�ǁĞ�ĐĂŶ�ďƵŝůĚ�ƚŚĞ��ŚƵƌĐŚ� 
tŚĞŶ�ǁĞ�ĂƌĞ�ŚŽŶĞƐƚ�ĂŶĚ�ĐŽƵƌĂŐĞŽƵƐ�ĞŶŽƵŐŚ�ƚŽ�ƐŚĂƌĞ�ǁŝƚŚ�ƚŚĞ�ǇŽƵŶŐ�ƉĞŽƉůĞ�ǁŚŽ�ǁĞ�ĂƌĞ�ĂŶĚ�ǁŚĂƚ�ŽƵƌ�ĨĂŝƚŚ�

ŵĞĂŶƐ�ƚŽ�ƵƐ͕ �ƉĞƌŚĂƉƐ�ǁĞ�ĐĂŶ�ƚŽŐĞƚŚĞƌ͕ �ďƵŝůĚ�ƚŚĞ��ŚƵƌĐŚ�ĂƐ�ĂŶ�ĂŐĞŶƚ�ŽĨ�ĨƌĞĞĚŽŵ�ĂŶĚ�ƐĞƌǀŝĐĞ�ĨŽƌ�'ŽĚ�ĂŶĚ�ŽƵƌ�ǁŽƌůĚ �͘^ĂŝŶƚ�
WŽƉĞ�:ŽŚŶ�WĂƵů�//�ĐĂůůĞĚ�ĨŽƌ�Ă�ŶĞǁ�ĞǀĂŶŐĞůŝǌĂƚŝŽŶ�ƚŽ�ŵĂŬĞ�ŽƵƌ�ǇŽƵŶŐ�ƉĞŽƉůĞ�͞ ĞǆƉĞƌƚƐ�ŝŶ�ŚƵŵĂŶŝƚǇ�ĂŶĚ�Ăƚ�ƚŚĞ�ƐĂŵĞ�ƚŝŵĞ�ĐŽŶͲ
ƚĞŵƉůĂƚŝǀĞƐ�ǁŚŽ�ŚĂǀĞ�ĨĂůůĞŶ�ŝŶ�ůŽǀĞ�ǁŝƚŚ�'ŽĚ ͘͟�zĞƐ͕ �/�ƚŚŝŶŬ�ŽƵƌ�ǇŽƵŶŐ�ƉĞŽƉůĞ�ĂƌĞ�ƵƉ�ƚŽ�ƚŚĞ�ƚĂƐŬ͘ �/ƚ�ŝƐ�Ă�ŵƵĐŚ�ƌŝĐŚĞƌ�ĂŶĚ�ƌĞͲ
ǁĂƌĚŝŶŐ�ůŝĨĞ�ǁŚĞŶ�ǁĞ�ŚĂǀĞ�ƉĞŽƉůĞ�ƚŽ�ƐŚĂƌĞ�ŽƵƌ�ǀŝƐŝŽŶ�ŽĨ�ƚŚĞ�ĨƵƚƵƌĞ�ŝŶƐƚĞĂĚ�ŽĨ�Ă�͚ ƉƌŝǀĂƚŝǌĞĚ �͛ůŝĨĞ�ĂŶĚ�ĨĂŝƚŚ �͘� 

KŶ�Ă�ƉƌĂĐƚŝĐĂů�ůĞǀĞů͕ �ǁĞ�ƐŚŽƵůĚ�ƚƌǇ�ƚŽ�ĂůǁĂǇƐ�ŚĂǀĞ�ŽƵƌ�ǇŽƵŶŐ�ƉĞŽƉůĞ�ƉƌĞƐĞŶƚ�ĂŶĚ�ƚŚĞǇ�ƐŚŽƵůĚ�ďĞ�ŐŝǀĞŶ�ǀŽŝĐĞ�ĂŶĚ�Ă�
ƌĞĂů�ƐĂǇ�ŝŶ�ĚĞĐŝƐŝŽŶ-ŵĂŬŝŶŐ�ǁŚĞŶ�ǁĞ�ĂƌĞ�ŵĂŬŝŶŐ�ƉůĂŶ�ĨŽƌ�ƚŚĞ�ĐŽŵŵƵŶŝƚǇ͘ �dŚŝƐ�ŝƐ�ŽĨƚĞŶ�ƋƵŝƚĞ�ƵŶĐŽŵĨŽƌƚĂďůĞ�ĨŽƌ�ŵĞ�ĂƐ�ĂŶ�
ŽůĚĞƌ�ƉĞƌƐŽŶ�ĂŶĚ�ĂƐ�Ă�ŵĂŶ �͘/�ǁĂŶƚ�ƚŽ�ĐŚĂƌŐĞ�ŝŶ�ĂŶĚ�ŽĨĨĞƌ�ŵǇ�͞ĞǆƉĞƌŝĞŶĐĞ�ĂŶĚ�ǁŝƐĚŽŵ �͟ĂŶĚ�ƉƌŽǀŝĚĞ�Ă�ĐůĞĂƌ�ƉĂƚŚ �͘,ŽǁĞǀĞƌ͕ �
ƚŚĞ�ƌĞƐƵůƚ�ǁŽƵůĚ�ďĞ �͕ŝĨ�/�ĚŽ�ƚŚĂƚ�ŽĨƚĞŶ �͕Ă�ŐƌŽƵƉ�ŽĨ�ǇŽƵŶŐ�ƉĞŽƉůĞ�ƚŚĂƚ�ǁŽƵůĚ�ƐĂǇ�ǀĞƌǇ�ůŝƚƚůĞ�ĂŶĚ�ĞǀĞƌ�ƌĞůŝĂŶƚ�ŽŶ�ƚŚĞ�͚ŽůĚĞƌ�ĂŶĚ�
ŵŽƌĞ�ĞǆƉĞƌŝĞŶĐĞĚ͛͘ �tĞ�ŵŝŐŚƚ�ŚĂǀĞ�Ă�ŵŽƌĞ�ĞĨĨŝĐŝĞŶƚ�ƉƌŽŐƌĂŵ �͕ĨŽƌ�ƚŚĞ�ƐŚŽƌƚ�ǁŚŝůĞ �͕ďƵƚ�ǁĞ�ǁŝůů�ĨĂŝů�ƚŽ�ƵŶĚĞƌƐƚĂŶĚ�ĞĂĐŚ�ŽƚŚĞƌ�
ďĞƚƚĞƌ�ĂŶĚ�ǁĞ�ǁŝůů�ŶŽƚ�ŐƌŽǁ �͘/�ƚŚŝŶŬ�ŝĨ�ǁĞ�ĐĂŶ�ĚŽ�ƚŚĂƚ͕ �ǁĞ�ĐĂŶ�ĂůŵŽƐƚ�ĂůǁĂǇƐ�ǁŽƌŬ�ƚŽŐĞƚŚĞƌ�ǁĞůů�ƚŽ�ĂĐŚŝĞǀĞ�ƐŽŵĞ�ŽĨ�ƚŚŝŶŐƐ�ǁĞ�
ƚĂůŬĞĚ�ĂďŽƵ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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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 為什麼教友須要在將臨期和四旬期守
齋？另外，為什麼要在彌撒前一小時守齋？ 
 
路神父: 基督徒生活中的其中一項要務是補贖，
即透過悔罪和克己實踐皈依。悔罪首先是一種
信仰行為，目的是愛和皈向天主；否則就僅是
形式主義而已。 
 
《教会法典》第 二 章 補贖日  
1249 條 -�所有基督信徒都應依神律，照每人的
方式作補贖；但為使大家聯合起來遵守共同補
贖，遂規定補贖日期，在此期間基督信徒 應以特
別方式專務祈禱，實踐虔誠、慈善和愛德的工
作，並藉更忠信的盡本身的義務，特別藉遵守下
列條文所規定大小齋而棄絕自己。  
 
1250 條 -�在普世教會內，補贖日期和時間為全
年的每週星期五和四旬期。  
 
1251 條 -� 全年每週星期五應守小齋，不食肉
類，或主教團所規定的其他食物，但星期五遇到
節日不在此限；聖灰禮儀星期三，及吾主耶穌
基督死難日星期五則應守大齋及小齋。  
 
1252 條 -� 凡滿十四歲者應遵守小齋法；凡成
年人而未到六十歲者 應遵守大齋法，但因年齡
幼小而不受大小齋法約束者，人靈的牧者及父
母應設法培養他們補贖的真精神。 

1253 條 -� 主教團得進一步規定守大小齋的方
式，而且還得以其他 補贖方式，特別是愛德工
作，神操，代替全部或部份大小齋。  
 
守大齋意思是，當日只許飽食一餐，但早晚可略
進小食（其餘時間只可取用流質飲品而不能進
食）。守小齋即放棄取用熱血動物的肉類食品，
或主教團所規定的其它食物。 
 
《天主教法典》容許主教團進一步規定守大小
齋的方式，以其它補贖方式，特別是愛德工作、
神操，代替全部或部份大小齋。比如： 
 
台灣地區主教團：守大、小齋的日子只有聖灰
禮儀日及耶穌受難日。農曆初一至十五， 可免守
齋，但鼓勵信友這段期間以行善代替守齋。 

 

香港教區：「逢星期五信友可免守小齋，但必須
踐行一些愛德或克己善工：例如：節制飲食、
煙酒、減少娛樂消遣的時間，獻出餘暇為窮人、
病人、老人、孤獨及其他需要幫助的人服務。 此
外，在四旬期內，他們宜作特別的善工，例如：
每天參與彌撒、每天朝拜聖體或拜苦路。」如聖
灰禮儀日與農曆新年期間相遇，香港主教也會
豁免該天守大小齋的規定。 

 

澳門教區：「當守大小齋的日子：聖灰禮儀日
及耶穌受難日。當守小齋的日子：凡遇星期五，
教友均得守小齋，除非該日適逢教會的節日或
法定假期的中國民間慶節。在四旬期內，教友應
先得本堂神父允許，方能以別的善功或祈禱去
取代小齋。在四旬期外，教友可隨意用祈禱
（如：拜苦路、念玫瑰經、研讀聖經等）或施捨
（按每人能力給慈善機構捐獻）去取代小齋。」 

 

美國主教團：聖灰禮儀日、耶穌受難日及四旬
期每星期五當守小齋，四旬期外每星期五可以
用其他補贖方式代替小齋。大齋日是聖灰禮儀
日及耶穌受難日。 

 

加拿大主教團：聖灰禮儀日及耶穌受難日當守
大小齋；其他星期五須守小齋，但可以用愛德
或虔敬善功作代替。 

 

另外，新法典已經把在將臨期中的守齋廢除。領
聖體前的一小時空心齋是為了準備我們的身
心，空虛我們自己來特別的迎接主基督的來臨。 

 

⮷悐↮㐀冒˪渥冯˫'ĂďƌŝĞů��ŚŽǁ͕�ŚƩƉ͗ͬͬƐĂůƚĂŶĚůŝŐŚƩǀ͘ŽƌŐͬďůŽŐĨĞĞĚͬŐĞƚƉŽƐƚ͘ƉŚƉ͍ůĂŶŐƵĂŐĞсĐŚΘŝĚсϭϯϬϲ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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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4-12-19  Midnight Mass 子夜彌撒  

6-9 19-01-20  Talk about Godparents 代父母講座 

10-14 21-09-19  First Holy Communion and Confirmation 初領聖體及堅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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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1-09-19  First Holy Communion and Confirmation 初領聖體及堅振  

3-14 25-01-20  Chinese New Year Mass 年初一農曆新年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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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華人牧靈團體 �ŚŝŶĞƐĞ��ĂƚŚŽůŝĐ�WĂƐƚŽƌĂů��ŽŵŵƵŶŝƚǇ� 
地址 �ĚĚƌĞƐƐ͗�ϯϴ��ŚĂŶĚŽƐ�^ƚƌĞĞƚ͕��ƐŚĮĞůĚ�E^t�Ϯϭϯϭ� 

神師 �ŚĂƉůĂŝŶ͗�路勇神父 &ƌ�:ŽƐĞƉŚ�>Ƶ�K&D�  電話 dĞů͗�Ϭϰϯϭ�ϵϲϮ�ϳϴϲ� 

網址 tĞďƐŝƚĞ͗�ǁǁǁ͘ĐĐƉĐ͘ŶĞƚ͘ĂƵ� 

電郵 �ŵĂŝů͗�ŝŶĨŽΛĐĐƉĐ͘ŶĞƚ͘ĂƵ� 

稿件電郵 ^ŝŶŝĐĂ��ŵĂŝů͗�ƐŝŶŝĐĂΛĐĐƉĐ͘ŶĞƚ͘ĂƵ� 

感恩祭時間 DĂƐƐ�dŝŵĞ͗� 

富來明頓車站旁聖道明教堂 ^ƚ��ŽŵŝŶŝĐΖƐ��ŚƵƌĐŚ͕�&ůĞŵŝŶŐƚŽŶ�主日上午十一時半 國語  

亞洲中心聖若瑟小堂 ϯϴ��ŚĂŶĚŽƐ�^ƚƌĞĞƚ͕��ƐŚĮĞůĚ�主日上午九時半 英文/粵語  

雪梨華埠聖伯多祿朱廉教堂 ϲϰϭ�'ĞŽƌŐĞ�^ƚƌĞĞƚ͕�,ĂǇŵĂƌŬĞƚ�主日上午十一時 粵語  

每月首星期五晚上舉行耶穌聖心彌撒 ^ĂĐƌĞĚ�,ĞĂƌƚ�ŽĨ�:ĞƐƵƐ�DĂƐƐ�ŽŶ�ĞǀĞƌǇ�ĮƌƐƚ�&ƌŝĚĂǇ�Ăƚ��ƐŚĮĞůĚ͗� 

ϲ͗ϯϬƉŵ�粵語 和 ϴƉŵ��ŶŐůŝƐŚ 

zKhZ�^hWWKZd� 
&&3&�KDV�D�EDQN�DFFRXQW�IRU�UHFHLYLQJ�GRQD�
WLRQV��,I�\RX�ZRXOG�OLNH�WR�GRQDWH��SOHDVH�PDNH�DOO�
GRQDWLRQV�WR�WKH�IROORZLQJ�EDQN�DFFRXQW� 

%DQN��&RPPRQZHDOWK�%DQN� 

$FFRXQW�1DPH��&KLQHVH�&DWKROLF�3DVWRUDO�&RP�
PXQLW\�,QF� 

%6%���������� 

$FFRXQW�1XPEHU������������ 

7KDQN�\RX�IRU�\RXU�JHQHURVLW\�DQG�VXSSRUW� 

您的支持  

牧靈團體有一個接受收捐款的銀行帳戶。如閣下

想捐款給牧靈團體, 請將您的捐款存到以下的銀行  

銀行名稱: &RPPRQZHDOWK��%DQN� 

賬戶名稱: &KLQHVH�&DWKROLF�3DVWRUDO�&RPPXQLW\�,QF� 

%6%͗�ϬϲϮ�ϬϬϬ�賬戶碼號 ϭϱϵϰ�ϳϵϯϬ� 

感謝您的慷慨和支持。 

温永植 

謝祖 

袁秀葵 

温榮昌 

黃敏顏 

古學權 

古夫人 
52:(1$�
,1* 

)5$1&,&�
,1* 
謝培芳 

鍾熊玉蓮 

鮑永良 

潘梁誠 

呂家驥 

賴鳳珍 

余蕭秀屏 

管余國英 

陳棠英 

陳德蘭 

易如意 

何洪 

叶健 

陈朝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