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21/5 
Sat 

10:30am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Sodality is 
organised a bush-walking trip to the Blue 
Mountains.  Please contact Eddie Ho (9858 
4257, eddiehoa@tpg.com.au) or other 
committee members for details. 

Echo 
point, 
Katoomba 

GOSS Annual Dinner is to be held on 14/5 Saturday from 6:30pm to 10:30pm at 
Asiana Centre.  Tickets $20 each and can be purchased at the FLY cafe on Sunday 
or call Catharine Wong 0415061890 or Jennifer Leong 0408180833.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will meet this Sunday at 1:30pm at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The topic of this series of talks is “The Sanctifying Function of 
the Church”.  The venue is the meeting room located at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All are welcome. 
New Cantonese and Mandarin Catechumen classes have commenced and are still 
accepting enrolment.  Please invite your non-believer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learn 
about God and our faith.  Catholics are also encouraged to join to renew their faith.
Sunday class at 9:30am Chinatown or Asiana Centre.  Please contact Eddie Ho on 
0416 092 148 or Pauline on 9904 7750 for details. 
Friday class at 7pm at Asiana Centre.  Please contact Stanley on 0410-300-126 or 
stanley.seah@thsonline.org for more details and registration. 

（接前頁） 

“的確如此！我們必須熟習禮儀的規則和程序。時刻要協助及提示主

禮者。我們是在旁的協助者，或者可以清醒一點。（一笑！）＂ 
  最後終執們道出他們的心聲：“總括來說，我們深深感謝主，祂把我

們卑微的人，提到祂的祭台上。晉升終執是我們感恩圖報的表達之

一。” 
  在座教友除了增加一些終執的知識外，也深受他們的真誠的獻身

所感動。 

聯絡我們： 

Fr. Martin Low OFM 0424 883 838  Fr. Paschal Chang OFM (02) 9799 2423 
 Fr. Joseph Lu 0423 308 490 

Sr. Teresa Chiu  電話: (02) 9716 6460  傳真: (02) 9799 1377 
郵政信箱: P.O. Box K569, Haymarket, NSW 1240, Australia 
電子郵件: accawebsite@yahoogroups.com.au
互聯網網址: www.chinese.sydney.catholi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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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Sunday of Easter, 8th May 2011  

團體活動

21/5 
星期六 

上午十時半耶穌聖心善會主辦藍山行山。欲知

詳情請聯絡何潤發先生 (9858 
4257, eddiehoa@tpg.com.au) 或其

他耶穌聖心善會委員或留意海報。 

Echo point, 
Katoomba 

聖斯德望輔祭會將於 14/5 星期六晚上六時半至十時半在亞洲中心舉

辨週年聚餐。售價為二十元的門票可在星期日早上 Fly Cafe 營業時

間內購買或聯絡 Catharine Wong 0415061890 或 Jennifer Leong 
0408180833。 
再慕道聚會星期日下午一時半在聖伯多祿朱廉教堂二樓會議室聚

會。分享的主題為「教會的聖化職務」。歡迎各位參加，加深對的

教會的認識。 
粵語及國語成人慕道班已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請介紹

未信主的親友參加，亦歡迎信友參加更新信仰。 
慕道班每週日在華埠或亞洲中心上課。請向何潤發先生 (0416 
092 148) 或貝寶蓮女士 (9904 7750) 查詢。 
每週五晚上七時，亞洲中心上課。查詢或報名請聯絡Stanley 
電話: 0410-300-126 或電郵: stanley.seah@thsonline.org  

告解時間： 

雪梨華埠聖伯多祿朱廉教堂          每月第三主日上午十時半至十時四十五分 

彌撒時間： 
富來明頓車站旁聖道明教堂 主日上午十一時半（國語） 
亞洲中心聖若瑟小堂 (38 Chandos St., Ashfield) 星期六下午六時（國語） 
亞洲中心聖若瑟小堂 主日上午九時半（英文） 
亞洲中心聖若瑟小堂 主日上午十一時（粵語） 
雪梨華埠聖伯多祿朱廉教堂 (641 George St., Haymarket) 主日上午十一時（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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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六品聖職 – 終身執事的任務及培養 
招群英修女 

  由四月底至五月中香港的宋雲龍及黃承義兩位執事藉着參予香港教

育人員的「學習之旅」與三十位教育工作者到悉尼參觀中、小學的制度

和運作。 
  宋黃兩位執事現今雖不是專務教育，但在教會學校中免不了要擔

任「校監」之職。況且兩位執事在進入聖職前圴在中學及大學工作

過。 
  宋黃兩位執事也藉此機會探訪本地華人教會及執事。至今在悉尼

地區的服務的華人執事只有一位服務 Parramatta 教區的鄧永漢執事。

我們團體就趁此機會，邀請香港和悉尼這三位執事於五月二日週一晚

到亞洲中心為我們作介紹及分享。 
  三位的分享簡明，親切而深入。宋雲龍執事首先介紹他追隨這聖

召的經過。在 1992 年胡樞機發出問卷，徵詢教友及神父對香港教區

重新設立終身執事的意見。當時八成的教友贊成，但八成的神父則反

對。但胡樞機以他作教區首牧的智慧作出決定，並指派當時的陳志明

副主教作此事的發起及負責人。時至今日，香港教區已祝聖了十六位

終身執事。除了一位因病離世外，現時有十五位執事在教區及堂區內

從事着各項的愛德服務。例如： 
（一）協助各區教友成立「善別會」，安慰已亡教友家庭，幫助辦理教友

殯葬禮儀，祈禱會及各項事務。 
（二）探訪醫院病者及其家人，給與需要的輔導。 
（三）探訪監獄並向犯人提供輔導及主日禮儀，並向非教友作福傳。 
（四）協助勞工，調停爭端。作顧主及勞工間的中介，期望作出「相

羸」的效果。 
（五）香港教會教育事業相當蓬勃，故此有些終身執事要代表教區擔

當「校監」之職。一方面要盡量維持教會的教育宗旨，另一方面支持

教師及作校方與教育司署的中介。 
  隨後兩位執事亦介紹當執事的條件：（一）終身執事可以是已婚

男士，亦可以是未婚男士。已婚男士首先須得太太的允許，而未婚男

士晉升在執事後，要保持現狀即終身不娶。（二）終身執事申請時，

年齡須少於五十五歲。一經接受後，培育及晉升的年齡則不受限。但

升終身執事的年限不得少過三十五歲。 

  他們再談到執事的培育。執事一般要進修神學並要完成宗教學

位。在培育期間必須接受「神師」及「導師」的輔導及指引。「神師」

協助尋找天主，分辨神恩，指導祈禱，默想各項靈修活動。「導師」

照顧及協調人際關係，指導當事人如何修善自己，日進於德。 
  從兩位執事的分享中，他們似乎很欣賞這兩種工作。如沒有真誠

愛主及謙遜的心，我想曾在社會中幹過一番大業，或者已名成利就的

父親及或祖父輩，如何能甘心低下，再接受別人的指導或勸諭。我看

這些培育對終身執事真不是簡單的事。我看眼前作分享的這三位「終

執」真是謙謙君子！ 
  其實以上描述的「終執」的服務，教友也在從事的也不少。兩者有

何不同？ 
  執事答得真好！他說：“教友做的是「義工」，喜歡就做，不喜歡

就離開，或者換個堂區或別間機構。但執事不可以．祝聖時，我們把

自己交給了主和教會的代表，是一種承諾。主教派我們什麼，我們就

承擔下去。這是我們的使命。” 嘩！好厲害！領過神品的人果然不

同！ 
  在今日大多自我為中心，不願意承擔責任的現代人來說，真不容

易啊！ 
  有人問：“今日天主教會，教友一般只能領受六件聖事，一是領

受婚配或是領受神品，晉升司鐸。只有你們可以領齊七件聖事，你們

有什麼感受呢？” 他們回答說：“是的，只有我們終身執事可以同時領

齊七件聖事，但當中也有挑戰。主教常勸諭我們。我們作丈夫和父親

的，首先要理好自己的家庭，然後才能有效地服務教會。所以我們中

有些執事太太有嚴重的病症時，執事有時須要暫停教會職務，協助家

人。不然就會兩面不討好。中國人不是說先齊家，然後才能治國，之

後才是平天下嗎？ 
  又有人問：香港教友對「終執」的接受程度如何？他們答說：起初

持懷疑及觀望態度。經個多年，賴天主的恩寵，看出終身執事的獻身

精神及教內外人士的得益。接受程度大大增長了！ 
  再有人問：剛才有人提問「終執」的愛德服務，教友也可做，雖然

態度有些不同。但是你們在祭台上對禮儀的襄助卻是獨特的。一向

說，你們是主教的左右手，你可作點分享嗎？他們回答說： 

(續底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