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諸聖節 
   

讀經一: 默示錄 (Rv) 7:2-4, 9-14 

我看見有一大夥群眾，沒有人能夠數清，是來自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異語的。 

 
我，若望，看見了另一位天使，從太陽東升之處上來，拿著永生天主的印，大聲向那獲得授權，能傷害大地和海

洋的四位天使呼喊，說：「你們不可傷害大地、海洋和樹木，等我們在我們天主的眾僕人額上，先蓋上印。」以

後，我聽見蓋了印的數目：在以色列子孫各支派中，蓋了印的，共有十四萬四千。在這些事以後，我看見有一大

夥群眾，沒有人能夠數清，是來自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異語的；他們都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

衣，手持棕櫚枝，大聲呼喊說：「救恩來自那坐在寶座上的、我們的天主，並來自羔羊！」於是，所有站在寶

座、長老和那四個活物周圍的天使，在寶座前，俯伏於地，朝拜天主，說：「阿們。願讚頌、光榮、智慧、稱

謝、尊威、權能和勇毅，全歸於我們的天主，至於無窮之世。阿們。」長老之中，有一位問我說：「這些穿白衣

的人是誰？他們是從那裡來的？」我回答他說：「我主，你知道。」於是，他告訴我說：「這些人是由大災難中來

的；他們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裳，使衣裳雪白。」 

 

答唱詠 詠 (Ps) 18:2-3, 3-4, 47,51 
【答】：上主，這樣的人，才可尋求祢的儀容。 

 
領：大地和其中的萬物，屬於上主；世界和其間的居民，屬於上主。是他在海洋上奠定了大地，是他在江河上建立了全世。

【答】 

領：誰能登上上主的聖山？誰能居留在他的聖殿？是那手潔心清、不慕虛幻的人，是那不發假誓、不行欺騙的人。【答】 

領：他必獲得上主的祝福，及拯救者天主的報酬。這樣的人，是尋求上主的苗裔，是追求雅各伯天主儀容的子息。【答】 

 

讀經二: 若望一書 (1 Jn)  3:1-3 

我們要看見他實在怎樣。 

 
親愛的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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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所以不認識

我們，是因為不認識父。可愛的諸位，現在我們是天主的子女，但我們將來如何，還沒有顯明；可是，我們知

道：一顯明了，我們必要相似天主，因為我們要看見他實在怎樣。所以，凡對天主懷著這希望的，必聖潔自己，

就如那一位是聖潔的一樣。 

 

福音: 聖瑪竇福音 (Mt) 5:1-12 

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 

 
那時候，耶穌一見群眾，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門徒來到他面前，他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說：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

賞報是豐厚的。」 

教宗主日講道 請參閱 : 梵蒂岡新聞網   https://www.vaticannews.va/en.html 

 

You are encouraged to continue to provide your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community via donation to the 

following bank account,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我們鼓勵你繼續支持團體的開支，可以將你的奉獻直接存入以下的銀行， 謝謝您的慷慨和支持。 

 

Bank: Commonwealth Bank 

Account Name: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ommunity Inc 

BSB: 062000     Account Number: 1594 7930 

 

郵政地址: Asiana Centre (亞洲中心), 38 Chandos Street, Ashfield NSW 2131 

電子郵件: info@ccpc.net.au   互聯網網址: www.ccpc.net.au Tel: 8005 1398, Fax: 8580 5135 

臉書 CCPC 群組: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09539298626/ 

主任司鐸/神父 Chaplains:    Fr. Joseph Lu OFM  路勇神父    電話: 0431 962 786 

                  Fr. Jacob Wang  王金福神父      電話: 0488 042 077 

 

諸聖節 2020年 11月 01 日 

November 1st 2020 – Solemnity of All Saints 

 

 

 

彌撒時間:   星期六  下午 6:00亞洲中心 (國語);   

星期日   早上 10:00 亞洲中心 (粵語);  仍然需要綱上登記或電話登記 

       早上 11:00 聖伯多祿朱廉堂 (粵語);  (尚未恢復) 

星期日   早上 11:30 St Dominic’s Church, Flemington (國語); 

 

 

敬禮/聖事:  家庭彌撒 Family Mass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早上 11:00 聖伯多祿朱廉堂 (尚未恢復) 

      九日敬禮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 : 下午 4:00 亞洲中心 

      耶穌聖心彌撒 (每月第一個星期五)：晚上 6:30 (粵語) 亞洲中心 

      明供聖體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 : 下午 2:00-3:00亞洲中心 

     修和聖事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 : 下午 2:00-3:00亞洲中心 

 

粵語、國語主日彌撒仍然有網上直播。 

網上直播網址 (Youtube link):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9z0_dTQDJMi99VNsWbHMVQ 

 

 

天 主 教 華 人 牧 靈 團 體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OMMUNITY 

 
 

Fra Angelico, 

The Forerunners of Christ with Saints and Martyrs 

1423-24 Detail 

Rejoice and be glad, for your 

reward will be great in heaven 
(Mt 5:12) 

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
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
的。 

(瑪 5:12) 

https://www.vaticannews.va/en.html
mailto:info@ccpc.net.au
http://www.ccpc.net.au/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309539298626/


神父的話 From the Priest 
 

 

路勇神父: 各位主愛的兄弟姊妹大家好，願天主降幅大家平安，健康，喜樂。 

 

這個主日是常年期第 31 主日，在即將進入新的禮儀年之前我們總是以煉靈月結束。煉靈月（All Souls 

Month) 是很有意義的祈禱禮儀的安排，這是教會一起在宣示我們信德的道理，生命一旦開始，就沒有

結束。在基督內的「死亡」不是給我們帶來死亡卻是給我們帶來生命，並且不像我們來到世界上的生命

是有限度的，這次是無限度的並且是比在這個世界更豐富的永遠生命，並且這也不算結束，我們還要復

活過來，這真是在基督內的奧蹟，這個奧蹟如果沒有信德的種子無法理解，也只能等到我們一一都經歷

的時候才能知道天主創造的力量和祂的偉大。 

 

煉獄恰好表達了天主的慈悲，如果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修行還不夠的時候，這是我們的第二次機會。這

次的機會卻也是留給在這個世界的我們的愛德行動，因為我們還是一個團體，一個教會，一個肢體，他

們不會因著離開這個世界就被忘記和忽視。大家的彌撒的奉獻以及補贖祈禱來為在煉獄中的兄弟姊妹，

尤其是為那些沒有人紀念的煉靈更為重要。他們將來有一天進入天國的時候，他們也反過來會不斷的為

我們祈禱，來更完整的豐富的表達我們諸聖相通功的合一。今天，諸聖節就是在慶祝這勝利的節日。 

 

2020 年也進入尾聲，我們還有兩個月的時間來走完這一年，我們也要抓住這兩個月，來給我們的信德加

油，使我們無論怎樣我們都始終在主內獲得力量，在苦難中找到喜樂，低谷中站在高處，黑暗中看到光

明；在喜樂中讚美，在高處上宣講，在光明中舞蹈讚美和感恩。 

 

願天主降幅大家，平安！ 

 

 

 

 
 

 

 

 

 

 

 

 
 
 

 

 

 

 

 

 

 

團體報告/ Community News 

 

2/11 

(星期一 

Mon) 

 

晚上七時半

7:30pm 

團體於悼亡節為亡者舉行追思彌撒。隨後舉行亡者名牌安放儀式。全

部禮儀將會有網上直播。     網上直播網址 (Youtube link):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9z0_dTQDJMi99VNsWbHMVQ  或 

搜尋 思高福傳站 - CCPC & WSCCC 

 

團體鼓勵大家參與網上直播，如需要到達亞洲中心參與的人士，請必

須向 Thomas Wong 0414 341 361 報名。 

 

November is a special time to pray for the dead. All are invited online to 

celebrate Mass of All Souls followed by the installation of memorial 

plaques of the deceased. 

亞洲中心 

3/11 

(星期二 

Tue) 

晚上八時至

九時半 

8pm to 

9:30pm 

由傳道員组主辦的「生活信仰分享聚會」暫時改為網上用 zoom聚會

形式。下次的網上聚會是: 

主題:「幼稚園教我的一切」 

。常言道:「落地喊三聲，好醜命生成。」又話:「三歲定八十」究竟那

一句真啲? 

。在幼稚園，我們學習了什麽? 

。這些學習生活，對我們人生甚至乎大自然有多大的影響? 

。家庭生活如何與校園學習配合呢? 

 

無論你是不是教師，或是不是初為人父母?，又或者是子女已經是成年

的家長及祖父母輩，我們都歡迎你們來參加這個聚會。一齊分享你們

的經驗。 

各位要在聚會前先行在家觀看有關的主題的「我哋大家」系列之短片

「幼稚園教我的一切」。該短片及聚會詳情會在各位報名後發给各參

加者。歡迎你來參加，一同來分享，也一同來聚舊。 

 

參加方法及報名請聯络 Joseph 0403589375 

ZOOM 

祈禱意向 Please keep in your prayers 

Please pray for the Church: that, inspired by the witness of the saints, we may rely upon 

God’s mercy and providence as we strive to be faithful disciples. 

請為教會祈禱，讓我們受到聖人的啟發，我們願依賴天主的慈悲和旨意，努力成為

忠誠的門徒。 

 

Please pray for healing: that through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saints, God will deliver the 

human family from the corona virus and everything that destroys God’s gift of life. 

請為心靈的治癒祈禱: 通過聖人為我們代禱，天主會帶領所有家庭遠離新冠病毒和

遠離所有摧毀天主賜予生命的禮物。 

 

Please pray for the victims & the families who are affected in the attack of Nice, France. 

May the victims rest in peace and may the Lord bring the victims' families with comfort 

and mercy. And may the people in France react united and respond to evil with good. 

請為法國尼斯罹難者和他們的家人祈禱: 讓罹難者得到安息，讓受影響的家庭得到

安慰和天主的慈悲。祈願法國的人民能團結在一起和能「以善報惡」。 

領洗、婚配及病人傅油：請聯絡主任司鐸/神父 

慕道班/教義函授課程 查詢詳情及報名 : 請聯絡 盧太(Rachel) 0410 342 890 / 周先生(Joseph) 0403 589 375 

/ 陳先生(Fred) 0422 231 328 

兒童主日學查詢詳情及報名 : 請聯絡 Beatrice Hai  0481 571 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