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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今期的主題是

「家庭」。 一般的定

義，家庭是由兩個或兩

個以上因出生、婚姻或

收養而一起生活的人組

成的群體，所有這些相

關人員都被視為一個家

庭的成員。 那麼家庭存

在的目的是什麼呢？ 為

什麼人要組織家庭呢？ 

 

我相信家庭是天主的恩

賜，是天主賦予人嚮往的生活，是一個群體的生

活。 在創世紀中天主已經說明「人單獨不好⋯」， 

所以人天生就不是一個孤獨的受造物，這不是天主

的旨意。天主是要人和他人一起生活，一同學習，

一起成長。 其實天主本身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從

起初天主便是三位一體的天主， 聖父、聖子、聖神

一同生活，完美共融。 三位一體的天主一同產生的

愛創造了萬物，救贖了人類，且不斷牧養教會和家

庭。 

 

提到「家庭」，很多時候都會聯想到「聖家」，一

個模範的家庭。但是，關於「家庭」這個主題我所

想回應的是教會。我們時常都把教會看作是一個大

家庭，彼此都是主內的弟兄姊妹。從這個方向來

看，我便聯想到天上和地上的這兩個家庭。 天上的

家庭是勝利的教會，地上的家庭是旅途中的教會。 

我們是一同生活在超性的生命裏， 彼此都是肢體，

如同生活在同一個身體。一想到這裏，心裏便覺得

非常慶幸。 因為藉著聖洗聖事成為教友之後，便可

擁有無數眾多的弟兄姊妹，這是白白的恩賜。 

 

藉著諸聖相通功和信德，我們相信天上的家庭並沒

有與地上的我們隔絕，我們能夠彼此代禱。 得勝了

的弟兄姊妹在天上不斷地為旅途中的我們祈禱。 被

列為聖品的弟兄姊妹，更成為我們的模範和驕傲，

是我們學習的對象。我們的兄長主耶穌每天聆聽我

們的祈禱，藉著不同的聖事親臨在我們當中， 聖化

我們的靈魂和生命。在彌撒中，更加賜予我們豐富

的神性食糧。 

 

主耶穌為我們立了榜樣，從不間斷照顧我們的需

要。所以在地上家庭的弟兄姊妹，我們除了能夠彼

此代禱之外，更加需要彼此關懷、扶持和彼此建

立。 因為我們是一起生活而組成的群體，有實體和

超性的聯繫，彼此在地上建立這個家庭，這也是我

們作為家庭成員的使命。 耶穌教導我們要祈求天主

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 這證明天主願意看

到地上的家庭成員互相緊密聯繫，邁向勝利的彰顯

如同天上的家庭。 

 

我希望團體各人都能懷著一個感恩的心，感謝天主

賜予教會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當我們看見陌生的

教友或者新的朋友來到我們的團體， 至少可以打個

招呼、點個頭，主動介紹自己。不要當他們是一個

陌路人 ， 他們是我們教會內的家庭成員。我們彼此

雖然沒有直屬血緣關係，但是我們是被同一的基督

寶血所救贖和藉著同一的聖神而重生。 這樣我們有

著同一的「父」、同一的「主」，彼此都是一家

人，一起在教會這個大家庭一同生活。 

 

主佑大家! 
 Sim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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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瑪利亞、若瑟， 我們在你

們身上默觀 真愛的光輝；我們以

信賴之心呼求你們。 
 

納匝肋聖家， 讓我們的家庭 成爲

共融的場所和祈禱的晚餐廳， 真

正的福音學校 和小型的家庭教

會。 
 

納匝肋聖家， 讓家庭永遠不再經

歷 暴力、封閉和分裂； 讓每位受

傷和失足者 儘快獲得安慰和痊

癒。 
 

納匝肋聖家， 願即將召開的世界

主教會議 讓衆人重新意識到 家庭

神聖而不可侵犯的特質 以及它在

天主計劃中的美麗。 
 

耶穌、瑪利亞、若瑟， 請俯聽和

應允我們的祈禱。 亞孟。  

 

Jesus, Mary and Joseph, in you we 
contemplate the splendor of true 
love; to you we turn with trust.  
 

Holy Family of Nazareth, grant that 
our families too may be places of 
communion and prayer, authentic 
schools of the Gospel and small 
domestic churches.  
 

Holy Family of Nazareth, may fami-
lies never again experience vio-
lence, rejection and division; may 
all who have been hurt or scandal-
ized find ready comfort and heal-
ing.   
 

Holy Family of Nazareth, make us 
once more mindful of the sacred-
ness and inviolability of the family, 
and its beauty in God’s plan.  
 

Jesus, Mary and Joseph, Graciously 
hear our prayer. Amen.  

Prayer to the holy Family 

聖家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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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位 兄 弟 姊 妹 ， 這 一 期 的

SINICA，我們討論因家庭之愛

而成為聖召重要性。的確，提到

家就一定要提到愛，因為家是

因愛而成的。在中文的表達中，

家和屋與英文的 home 和 house

一樣是有區別的。家指的是屋

裡的人，裡面的人被稱為家庭

成員 （family members），當這

裡面的人搬走了之後，這個地

方只能夠稱為屋/房子。家是因

愛而建構在一起的，又因愛情

有了親情。這恰好印證了天主

在創世紀給我們的祝福和使

命：「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

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

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爬行

的生物！」（創 1:28）。這句聖

經的話，給我們指出了家是因

什麼而存在，家的使命是什麼。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每

一個小家建立起一個社區和城

市直至成為一個國家以及世

界。因此，愛和慈悲在家中的彰

顯是多麼的重要，因為每個人

都要從家出來而超越家的存

在，尤其是在神職聖召或者是

修會聖召更是要從愛中成長和

走出來。本篇小文會藉著教宗

方濟各的「對家庭和聖召的鼓

勵的話」來反思：夫婦的愛是

聖召的開始。 
 

在我們教會內，我們都有一個

共識就是做神父的聖召越來越

少了。原因是什麼？當然有很

多的原因，其中一個重中之重

的原因是缺少了一個核心的家

庭動力。妻子和丈夫有了孩子

之後就是爸爸和媽媽，這就是

家的變化，並且是身份的變化

和責任的變化，當然更是使命

的變化，從此這對夫妻有了教

育孩子的責任。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師，也是令孩子最受

影響的老師。為人師表是一個

責任的重大表現。 

 

最好的教育資源和環境其實是

父母自己，孩子最需要的是有

愛、關心孩子、情緒穩定的父

母。教宗說，婚姻的破裂造成無

比重大的傷害。誤解引發更多

的爭執及難以癒合的傷痕。子

女們則因為看著父母親不再團

聚而承受痛苦。儘管如此，請你

們繼續尋求協助，讓你們能夠

克服衝突，並避免帶給你們彼

此之間和你們的子女更多的傷

害。可是，即便有如此多的困難

與挫折，主耶穌，在祂無限的慈

悲中，會啓發你們，使你們在重

重困難和失意中繼續前行。請

不要放棄呼求祂，並在祂內尋

求庇蔭，祈求在生命歷程中得

到光照，並在你們的生活團體

裡尋找「天父的家，那裡總有容

人之處，不管他們身上帶著甚

麼包袱。」（《福音的喜樂》，

47）也請大家總是記得蕩子回

頭的故事，蕩子的回頭是因為

家裡有一位慈父（慈母），如果

這位父親在他離家之時給他

說：從此以後不要再回來，估

計這位孩子之後就沒有勇氣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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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家之路了。教宗在他的福音

的喜樂中繼續說：「寬恕（慈悲）

能夠治癒每一個傷口。彼此寬恕

是內心的決定，那是透過我們與

天主的關係，在誠摯的祈禱中所

結出的成熟果實，而只要夫婦倆

歸向祂，並願意讓祂在他們的心

中運作，基督就會使夫婦二人都

恩寵滿盈。基督「寓居」在你們

的婚姻中，祂等待著你們向祂敞

開你們的心胸，好使祂能以祂愛

的大能支持你們，如同祂在船上

向門徒所做的一樣。我們的愛，

天性微弱，需要耶穌信實的愛的

力量。與祂在一起，你們才能真

正地把你們的「房屋建在磐石

上」（瑪七 24）建立在愛之中。 

 

教宗方濟各在第 59 屆世界聖召

祈禱日文告中引用了文藝復興

大師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的名言：「每個石塊

裡都蘊藏了一尊雕像，雕刻家的

任務是把它呈現出來。」。在我

們中文的文化裡也常說，「千里

馬常有，而伯樂卻不常有」；世

界不缺乏美，而是缺乏發現美的

眼睛。父母的工作就是要發現自

己孩子的天主給的潛能。教宗

說，天主對我們的愛的目光也是

如此：祂觸碰我們、釋放我們、

改變我們，使我們成為全新的

人。這正是發生在聖母瑪利亞、

西滿伯多祿、肋未人稅吏和掃祿

身上的事。爸爸媽媽的責任就好

像是這位雕刻家，要勇於在自己

的孩子身上看到服侍教會的潛

質而準備引導，或者不時地的進

行稍微的「雕刻」，往往聖召油

然而生。天主伸手幫助我們走出

自我，使我們內的「傑作」一躍

而出，那是我們蒙召成為的樣

貌。為此，教宗敦促眾人聆聽天

主聖言，傾聽信仰內的弟兄姊

妹。 
 

長話短說，看似一個聖召的出現

是一個個人行為，但事實上是一

個多人的行為，是一個家庭的行

動表現，更是父母的果實。父母

的責任從結婚之前就一定想到

今後對婚姻、家庭、孩子的責任

是重大的，這是天主在婚姻中給

的一連串的責任。好樹和肥田地

能結出很多的果實和優質的果

實。如果你對你的孩子有所期

待，那就請丈夫和妻子，尤其是

年輕的父母們，請把你們的婚姻

在天主內經營好，這樣你們的期

待不會落空。也請你們把服務教

會的聖召種子在你們的孩子的

童年裡和其它的種子一起「埋

上」，它是否生長，那就看天主

的了。我們播種，使之生長的卻

是天主。（哥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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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之愛：聖召與成聖之路”是剛剛過去

在六月底舉行的第十屆家庭大會的主題。其實

不只是世界家庭大會,甚至前幾屆的世界主教會

議也都是以家庭和聖召為主題。比如2015年的

第十四屆主教會議主題是“家庭在教會和當代世

界中的聖召和使命”,而2018年10月舉行的第十

五屆世界主教會議的主題也是“青年、信仰與聖

召辨明”，六月底舉行的世界家庭大會主題也正

是前兩次世界主教會議相關宗座勸諭的主題。

在2016年教宗方濟各根據前一年世界主教會議

的結論，發表了《愛的喜樂》宗座勸諭，其副

標題就是“論家庭之愛”。而2018年3月，為了準

備在10月舉行的主教會議，教宗又發表了《你

們要歡喜踴躍》的宗座勸諭，其副標題是“論於

當代世界成聖的召叫”。甚至早在1980的世界主

教會議也是以“基督徒的家庭”為主題，而後在

1981年，當時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了名為

《家庭團體》的勸諭。可見教會和教宗對當代

世界家庭、聖召和成聖的重視。 

家庭始終是社會的雛形，正如《教理》中

強調的，家庭是一個小型教會，同樣也是一個

小型社會。遺憾的是現代，尤其是當代世界的

家庭，就如聖教宗若望•保祿所說的，比任何其

他制度都更受到社會和文化急速而深刻改變的

打擊。雖然許多家庭在此打擊中仍生活在忠於

形成家庭制度基礎的價值中，但有些家庭卻陷

入徬徨的不知所措中，甚至懷疑，進而丟棄夫

婦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基本意義和真理。還有的

家庭在實現他們基本權利時，卻被各種不公道

的境況所阻撓。 

因此在各種衝擊與阻撓中組建家庭本身就

是一件勇敢的舉動，也是天主愛的召叫。就如

教宗方濟各所講：“婚姻聖事是信德與愛的崇高

行為：見證了敢於相信天主創造之舉的美好、

敢於活出那份愛的勇氣……基督徒毫無保留和

沒有止境的愛的聖召，在基督恩寵內，是自願

組建家庭的基礎。”當然，即使懷著極大的勇氣

與愛步入了婚姻，組建了家庭，有人還是難免

會陷入婚姻失敗的痛苦。有時候可能是“選擇錯

誤”的後果，也有可能是“夫妻互相欺壓、彼此

傷害，甚至忠貞關係破裂”所導致。無論婚姻處

於順境還是逆境，每個人都要在家庭祈禱中為

彼此代禱，好使每位家庭成員都得到天主愛的

護佑。很多時候，家庭問題很可能就是我們太

過於依賴自己，而忘了將自己的家庭交給天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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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社會中，經營婚姻家庭是一大挑

戰，養育孩子同樣也讓不少父母頭痛，在這一

點上，教宗方濟各給出了很好的建議。教宗在6

月舉行的世界家庭大會彌撒講道中強調，父母

親默觀天主的行事作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天

主愛護青年，卻沒有因此不讓青年不冒一絲風

險、不承受任何挑戰、不感到一點痛苦。祂對

青年有信心，按照每個人的生命處境和使命召

叫他們。扶持兒女、鼓勵他們追隨聖召的最佳

方法，莫過於讓他們親眼看見父母親“忠誠又有

耐心地”活出自己的聖召，不畏艱難、悲傷和考

驗，家庭的愛，催促兒女展翅翱翔。愛不是佔

有，卻始終是自由。 

其實很多的時候父母對子女的教育總是以

父母自認為的正確進行著，但事實卻是一代總

比一代強。也就是說大多數情況下孩子們都會

比父母強，因此衝突也就在所難免了。如果人

們總是以先輩的方式去生活，那社會也就無從

發展，所謂人類進步可能也會緩慢很多。當

然，這不是說不需要糾正兒女的錯誤，而是要

以天主聖言為指導，努力向他們傳遞生命的熱

情，在他們心中點燃去尋找各自聖召的渴望。 

一個家庭裡的每個成員，包括孩童、青

年、父母和祖父母，都蒙召在自己身上重新發

現成聖的召叫。事實上家庭本身就體現了人際

關係的崇高價值，就是在分享喜樂和艱辛，在

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引導人們與天主相遇。如果

每一個家庭都是以忠誠與堅持不懈生活出這樣

的人生，必能強化每一個人的愛情並實現聖召

和成聖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講，基督徒的家庭

生活是一個聖召和成聖之路，是“教會最美的面

貌”（《你們要歡喜踴躍》9）的一個表達。 

教宗方濟各在第十屆世界家庭大會的閉幕彌撒

講道中說：“所有結婚成家的夫婦，藉著基督的

恩寵作了勇敢的抉擇：你們之所以善用自由，

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去愛天主放在你們身

邊的人且盡力‘彼此服務’。你們不是每個人繞著

各自軌道運行的‘行星’或‘衛星’。家庭是相遇、

分享和走出自我的場所，以接納他人、親近他

人。絕不可忘記這點：家庭是學習去愛的場

所。” 加爾各答的聖德肋撒修女曾說：如果你想

要改變世界，先愛你的家庭。願天主總是護佑

每一個家庭，使每個家庭成員都能在成聖的道

路上互相學習，在彼此相愛中共同成長。  

F  Jaco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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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and hon-

our to be invited to write on the topic of 
“Family” for this issue of Sinica.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experience of God’s love through the love 
from my family as a token of my gratitude 
for my parents. 
 
In the past, there was a common miscon-
ception that many of the religious or 
priests in the convent or seminary were 
orphans brought up by church people and 
therefore were easily influenced to the 
same way of life. Even my parents and 
their siblings had got this strange 
idea. This wa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they tried to dissuade me from entering the 
convent. I tried to explain that it was pre-
cisely because I was blessed with tremen-
dous love from my family that I would 
like to consecrate my whole life to 
God and to the spread of love to others, 
especially to those without such experi-
ence. My maternal grandmother, 
a Buddhist, who believed in re-
incarnation, made a sharp remark to me, 
saying: “Even if you do lots of work of 
charity in this life and all your lives to 
come, you will not make up for the grave 
sin of turning away from your par-
ents!” On the contrary, a family friend 
who had the same religious belief a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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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y maternal grandmother comforted my 
parents and grandma by telling them that the 
Goddess of Mercy would bless the family 
for seven generations if even just one mem-
ber of the family would choose to serve God 
for the whole life. On my part, I kept pray-
ing hard and trusting that they would all un-
derstand one day. Thank God, they did, 
though it took more than ten years.   
 
Had it not bee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magnetic love of Jesus, I would not 
have had the courage to follow the vocation 
to the consecrated life as one of the St. 
Paul de Chartres Sisters and the persever-
ance to remain faithful. Moreover,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unconditional love of my 
parents and the fraternal bonding of my sib-
lings and cousins. It is the practical experi-
ence of such genuine love from the family 
that has motivated me to the following of 
Christ by giving my all to the spreading 
of His love. 
 
As space is limited in every issue of Sini-
ca, I would choose only one other example 
of my parents’ love to share here. In my ear-
ly childhood, I got a terrible sickness called 
the “Whooping Cough” or “Hundred-
days’ Cough”. My parents had exhaust-
ed numerous doctors, Western and Chi-
nese, and I got so many injections, doses of 

medicine that I developed all sorts of 
tricks to spill out the medicine or to resist 
any injection, thus causing much heartache 
to my parents. Yet, they never gave up until 
I recovered finally. Since then, my parents 
were often visited by those neighbours and 
friends who had problem with rearing their 
sick child and would like to get some advice 
and encouragement from my parents. 
 
I do not mean that my parents are perfect 
but despite their weaknesses they were 
faithful to each other and devoted to 
the upbringing of their children. I firmly be-
lieve that God loves them deeply and that 
the family is the first school of love. 
 
 “In the morning. I sing of 
your steadfast love, O Lord.” 
Psalm 59:16 
 
The above biblical quote is what I say when 
I get up every morning. I also add: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 God bless you.” 
This, I do mentally before getting dressed 
for our community morning prayers includ-
ing the Lauds from the Divine Office, Ange-
lus, meditation, and the Mass.  
 
I thank God also for the many good models 
of parents, grandparents, and people of all 
walks among the members of CCPC 
here. Many couples support each other not 
only in raising the family and taking good 
care of the sick or elderly members but also 
in serving the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
ty years after years without counting the 
cost. Like St. Joseph and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at Nazareth, they humbly and persis-
tently bring Christ to the secular world by 
their values, attitudes, and actions of genu-
ine care for others. Old and young, they 
are the beacon of hope for the future.   

S . Dami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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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Love:  
a vocation and a path to holiness 

Sometimes, an English word is too unspecific 
in its meaning that it fails to express its various 
notions and depths. For example, we have on-
ly one English word for love. But in Greek,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words to describe 
the various kinds of love. However, the first 
three of them come under the collective term 
of family love.  
 
 
The first Greek word for love is storge. This is 
essentially a love for someone through famili-
arity or family tie. This is what we call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kind of love. An example of 
this kind of love is the natural love 
and affection of a parent shown towards his or 
her children. 
 

The second Greek word to describe love is 
philia. This is the love between friends and es-
pecially among siblings. In the form of friend-
ship, it is a strong bond between people who 
share common values, interests or activities. 
When speaking of philia, a famous city in 
America that comes to mind is Philadelphia, 
the city of brotherly love. 
 

The Greek word for the third kind of love is 
eros. The adjective of this word in English is 
erotic. This kind is typically experienced as a 
romantic, fairytale-type of love. It is mostly re-
lated to sexual passion. This is the kind of love 
found between lovers and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The Greek word for the fourth kind of love is 
agape. A translation in English is charity. In its 
original use, this Greek word means unselfish 
love of one person for another. It refers to a 

pure, voluntary, sacrificial love that intentional-
ly desires the greatest good of another. It does 
not expect anything in return. This is the high-
est form of love and was later adopted by the 
early Christians as the unconditional love of 
God for his children and the self-giving love of 
Jesus for his people.  
 

God is love (1 Jn 4:8, 16) and all kinds of love 
as described above come from God. Even 
though love comes from God, we have to learn 
how to love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is why God 
created family as an incubator of love. Within 
a family, we can learn most kinds of love. 
Firstly, we can learn filial piety towards our 
parents and love for our children. If we have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can learn brotherly 
and sisterly love towards our siblings. And if 
we are married, we can learn the passionate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But we still 
need to develop various kinds of love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other family members. As we 
know, only practice makes perfect. 
 

Since a person can choose married life, celi-
bacy and religious life, so one has to learn 
how to love others as well as oneself. And the 
word vocation in its broadest sense encom-
passes all these three styles of life. Leading a 
married life lets one experience and practise 
all kinds of family love. Leading a celibate life 
still lets one experience and practise filial pie-
ty, brotherly and sisterly love and self-love. 
Leading a religious life puts emphasis on philia 
among community members in addition to 
those love experienced by an unmarried per-
son. So, no matter what kind of vocation one 
will choose, one has to form oneself to live 
out that kind of life by experiencing family love 
first hand. 

Edd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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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we lead a married life or a celibate 
life, a passage from St. Paul reveals to us that 
all of us are called to be close to God, “God 
called us to a holy life, not according to our 
works but according to his own design and the 
grace bestowed on us in Christ Jesus before 
time began, but now made manifest through 
the appearance of our saviour Christ Jesus, 
who destroyed death and brought life and im-
mortality to light through the gospel” (2 Tim 1:9
-10). 
 

In fact, to achieve holiness is just to establish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God. A good relation-
ship with God enables all Christians “every 
day to rekindle the grace they have received, 

and this sustains them in their daily tasks 
and struggles” — from Cardinal Kevin Farrell 
on Family Love. Our life can always be a path 
to personal, mutual and community holiness, a 
way to grow in love for others. 
 

Since all of us are called to holiness, we need 
to begin with family love and learn about rela-
tionship and to discern our individual vocation. 
This is affirmed by Cardinal Farrell, “It is from 
the love experienced in family life that 

the vocation of every child is born; it is love 
savoured within the domestic walls that traces 
the first steps on the path to holiness”. 
 

Often times we associate holiness with saint-
hood and most of the saints in the Church are 
either priests or religious brothers and sisters. 
Yet, holiness is not the exclusive attribute of 
priests and the religious, even married couples 
can attain that. Examples are those couples 
who trustingly accepted life’s painful trials and 
who saw the faithful presence of Christ in the 
story of their love. That is why the Church be-
gan to canonise more and more married cou-
ples. 
 

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 (Mt 
22:14). For some who want to be more Christ-
like, they need to live out some kind of agape 
love because they need to be selfless and not 
ego-centric like Christ. This kind of sacrificial 
love is exemplified by those who live out a reli-
gious life. Thus, experiencing family love will 
lead to the practice of agape love for those 
who elect to love God wholeheartedly and for 
those who dedicate their lives to a worthwhile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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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能否彼此分享，加深和鞏固信仰有賴於彼此是否

有一個共融的關係。人與人之間要有一個共融的關

係，就必須有相似的地方。只有當我們與另一個人有

實質性的共通點時，我們才能真正與他們建立聯繫及

溝通，我們才能在思想和靈魂上合而為一。我們的共

通點是「有耶穌在我心」。耶穌就是愛，並在他內蘊

藏著智慧和知識的一切寶藏。(哥 2:3)。我們以聖保

祿的教導作為我們靈修和生活的方向。以「十誡」及

「真福八端」為生活的指引： 
 

你們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穌為主，就該在他內行動生

活，在他內生根修建，堅定於你們所學得的信德，滿

懷感恩之情。(哥 2:6-7) 
 

我們深信，每一天，每一件事都是天主的祝福，是天

主的恩賜。所以我們懷著感恩的心情共度每一天，去

處理每一件事。 

 

為促進夫婦之間信仰成長，我們有以下的做法： 
 

1. 面對人生的酸、甜、苦、辣的時候，以信仰支撐 

當我們移民悉尼不久，長女誕生；兩年後在次女誕生

後，即使太太本已在香港拿了學位，但她再次全職回

到課堂去修讀幼兒教育，因有些科目獲得豁免，一年

後獲得幼兒教育高級文憑後便全職投入幼兒教育的工

作行列，並在工餘時以函授課程完成第四年的課程，

順利取得幼兒教育學位，在主流社會工作。而因我們

沒有親人在澳洲，所以托兒成了一個問題，再加上初

到澳洲有很多新移民問題需要處理，如供屋等，這些

都是壓力。但賴天主的眷顧，一一都解決了。我們深

信，既然天主帶領我們來澳洲，祂必定賜給我們足夠

的恩典去解決問題，只要我們聽從祂的旨意。 

 

我亦有被裁員的經驗，但賴聖神的德能，很快就找到

了新的工作。我們深信上主一直都是看顧著我們的。 

 

2. 在工作中，侍奉天主 

太太在從事幼兒教育工作多年後，憑她教導幼兒和與

家長經常溝通的經驗，藉一個機會轉了做育兒及婚姻

輔導的工作。她熱愛這份工作，並挽回了許多面臨破

碎的家庭。天主以太太作為祂的工具，派遣聖神在那

些受困的家庭中傾注新生命，使他們可以重新出發，

整頓家庭，重渡温馨的家庭生活。她說在退休後如有

機會，也會義務做這類有意義的工作，回饋天主及社

會。 
 

在不違反隱私法的原則下，她與我分享了她如何使家

庭感受天主的愛。有一個下午我正在上班，她來電告

訴我，她下午要開車到 Nepean 醫院陪伴一個待產的

婦人及做翻譯，那個婦人當時沒有親人在澳洲，又不

懂英語。我勸太太因路途遙遠及交通繁忙，建議她坐

火車去，而最後她也選擇了乘坐火車。本來太太可以

在正常下班時離開醫院回家。但太太卻繼續留在醫

院，整夜陪伴那個婦人，到早上才回家。感謝天主，

當晚那個婦人順利誕下麟兒，母子平安。太太是天主

的工具，而那位極需要人支持的婦人，體驗到了天主

的愛。 
 

Josep  an   
Mabe  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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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與她分享一些職場上「你虞我詐」的情況，但我

們應盡力使職場福音化。這些分享使我們明白，在適

當的時候，天主派遣了我們去促進祂對世人的愛。 
 

3. 靈修方面 

我們每天各自都有做靈修的練習。因為當我們祈禱

時，是以真我與耶穌交心，並沉浸在耶穌的愛中，讓

耶穌醫治我們，改造我們，讓聖神啓迪我們，使我們

更明白聖言。求聖神引領我們，幫助我們去應付生活

上各式各樣的挑戰！經常彼此分享我們的屬靈生活，

對配偶毫無保留地開放自己，打開了我們生命中最重

要和最親密的部份，與對方分享，感受到我們更接近

基督及彼此也更親近了。 

 

4. 夫婦一同參與團體工作 

太太曾參與靈修組工作，我邀請講者來擔任靈修講

座，我倆連同其他教友一起擔任宣傳、安排場地、參

與講座及招呼講者等工作。我倆覺得一起參與這類工

作，在靈性上有很多的得着。 
 

5. 一家人/夫婦一起去朝聖 

在兩個女兒唸大學的時候，我們一家人往露德、花地

瑪及大德蘭等地方朝聖。獨特的地方如：露德聖母的

岩洞、周年流動不息的泉水及浸水池、花地瑪聖殿前

跪行朝聖者的苦行等，都在她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後來她們也參加世青節，親身體驗天主教會的普

世性，並與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青年分享了許多將生命

獻給基督和祂的教會的機會。通過祈禱和聖禮，與數

十萬有共同興趣和抱負的年輕人一起，加深信仰並與

基督更加親近。 
 

我倆一起往聖地、佘山聖母、聖羅莎‧利瑪 (Rose of 

Lima)等地方朝聖。疫情前我們到瓜達盧佩聖母朝

聖。朝聖的目的是尋求天主及與天主建立一個更親密

的關係。我們把日常的繁瑣事務及繁忙的工作暫時放

在一邊，空虛自己，專注於朝聖。我們希望藉朝聖，

並透過經騐聖母，使我們得到一些宗教經驗及感受到

天主的愛。將一切放下，檢視我們的過去，將個人的

不如意及煩惱的事交托給聖母，祈求聖母為我們轉

禱，使我們賴聖神的德能，能夠做到天主要在我們做

的事。 
 

6. 婚姻重宣 

重發婚姻盟誓及重燃新婚時的愛火。有助鞏固我們的

婚姻及信仰。 

7. 培育孩子信仰 

家庭是「信仰」的搖籃。在孩子的信仰的歷程中，家

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嬰兒出生後盡快領洗，

送孩子們到天主教學校讀書。加入善會，使他們盡早

接受天主教的薰陶，與其他的孩子在同一個信仰下一

起成長。 
 

儘早使耶穌植根於孩子的內心。讓孩子們從小便與耶

穌建立一個密切的關係。在兩女兒還小的時候，經常

播放「耶穌愛我 Jesus loves me」這首專為兒童所作的

一首很簡單，但頗為有深度的聖詠。她們很喜歡聽，

尢其是當她們生病，躺在床上時，聽這首聖詠，看見

她們面部的表情，知道她們充滿了耶穌的愛，深感欣

慰。 
 

在適當的時候與孩子們分享, 關於我們的信仰如何在

我們生命困難時刻幫助我們的故事，分享我們作出重

要決定的時候，聖神如何塑造我們的決策，使我們感

到舒服及基督的平安和喜樂，讓孩子們能夠接受天主

的愛和他人的愛。  
 

從小養成祈禱的習慣。兩女兒從小習慣飯前頌唸頗長

的聖家禱文。無論我們怎樣的忙碌，每年一家人定必

一起去旅行。讓她們學習，在一起生活時，彼此要關

懷，包容、體諒、接納及寬恕、孩子正在成長時，父

母應與他們同行，不是要太嚴厲地管教他們，只是從

旁協助和提醒他們甚麼是應該做，甚麼是不應該做，

知道他們現在做的是甚麼事，知道他們所認識的朋友

是益友或是損友。 
 

鼓勵、培養、及支持子女多方面的興趣，使他們在求

學時期不會胡思亂想。尤其是在這個資訊泛濫的電腦

時代，我們的周遭都充滿著誘惑。作為父母只需播

種，天主會做其餘的。子女的信仰是否會茁壯成長，

是天主的恩賜。 
 

願每個家庭，藉聖神的德能，都能做到劉志明神父在

他所作的聖詠「與主結合」中，所教導「…凡諸信友

家，永結如堅冰，愛人與服務，效法主準繩。父母與

子女，同結為一心，主愛無岸涯，家家是明徵。…」 

願每個家庭都能以基督為生活的中心，每個家庭成員

都能不斷加深信仰。尤其是子女，當他們離開學校

後，到社會做事，仍然愛耶穌，繼續在信仰上成長。

在天主願意的時候，作為天主的工具，促進天主對世

人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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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遂領他到外面說：「請你仰觀蒼天，數點

星辰，你能夠數清嗎？」繼而對他說：「你的

後裔也將這樣。」亞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

以此算為他的正義。                  創 15:5-6 

 

上主的應許和亞巴郎的信德成就了猶太民族 — 

一個被揀選的民族的誕生。幾千年後的今天，

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傳宗接代的觀念已變得

迂腐陳舊。生育，在現今世俗的風氣及科技的

許可下被視為純粹個人選擇。動蕩的世代，似

是而非的育兒理論，加上現今為人父母須面對

的各種「現實」，你有信心能好好養育下一代

嗎？ 

 

繁星閃爍之際，坐在右邊鬍鬚花白的老爺爺眉

頭一皺，身旁的老奶奶輕輕拍著老伴的背，安

慰他說：「時代不同了，他們所說的現實，我

們那裡會懂？⋯⋯不過話說回來，哪有人像你那

樣，為了那些罪該萬死的索多瑪人膽敢向那位

求情，自己的孩子卻一點也不心疼，就這麽綁

起來去祭獻，也不想想對孩子多大的陰影！你

真是⋯⋯」老奶奶嘮叨地說起來。 

 

「好了好了，幾千年後還在翻舊帳。依撒格是

天主恩賜給我們的呀，我怎會不顧惜！當年處

境不就跟現在的人一樣矛盾嗎！現在回頭看。

⋯⋯不容易呀！」老爺爺有感而發，突然有點哽

咽，停一下定定神，才繼續説：「可別小看我

們的孩子，那次之後更懂事了，從來也未逆我

的 意 思 ， 叫 他 去 哪 裡 ， 娶 什 麽 人 ， 就 照 著

辦。」 

 

老 奶 奶 忍 俊 不 禁 ， 暗 自 說 「 跟 他 爸 一 模 一

樣！」 

 

相信大家能猜想到， 以上是亞巴郎和撒辣的在

天國裏的「設計對白」。身處現今的凡人，也

許很難想像這就是父母和子女相處的典範。曾

聽過一篇詮釋，說依撒格被父親獻作祭品的時

候已非黄毛小子，無論體力和思維上絕對有能

力反抗。 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似乎有點匪夷所

思。兒子長得這麽大也不會獨立思考，為人父

親的又一心只要孩子對自己唯命是從。 

 

然而，老爺爺和老奶奶的對話不就是你我為人

父母的寫照嗎？天主的應許和現實的處境迥

異，夫妻兩人均愛惜孩子但看法不同，父母對

孩子將來的期盼 — 別小看我們的孩子，他來到

這個世界不是偶然！確實，孩子是天主應許下

愛情的結晶，是盛載祂的愛情的器皿。 

 

「以色列！你要聽：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

的上主。你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

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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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紀6：4-5 

Kitt  La  



14 

SINICA / OCTOBER 2022 

 

SINICA / APRIL 2022 

蒙天主的祝福，我們家有三個孩子，哥哥姐姐

現在唸中學，弟弟也已在高小。要走的路還很

漫長，但回頭看也總算過渡了在家猶如動物

園，出外像是馬戲團的日子。幸福滿溢的時光

有很多，有時候也會感到沮喪心痛。生活的常

態就是一張一張的清單和莫名其妙的事端。疲

憊地閉上眼睛默想亞巴郎的信德、 聖母的服從

及溫柔良善、聖莫尼嘉的堅毅；睜開眼睛仰觀

蒼天的繁星，心想：現實和理想也真有點距

離！  

 

日常的生活讓父母變成孩子的「萬事通」，但

同時令我們忽略了自己生來原是爲了盛載天主

的愛。反思下，在撫育孩子成長的過程中，自

己往往糾結在如何做好父母的角色，讓孩子能

為他們的未來做好準備，在社會能有立足之

地。而我們從亞巴郎身上可見的，就是上主要

我們牢記在心，並灌輸給子女的：你當全心、

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現實和理想的

距離，也許是因為我們埋藏了上主的吩咐。 

 

該如何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並將這些

話灌輸給你的子女？聖經裏有很多和子女相處

的寶訓。在舊約中，天主鉅細無遺地教導以色

列子民。直到今天，猶太人每年慶祝逾越節時

仍然保留著重複這個教導的傳統： 

 

「⋯⋯假使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上主我們的

天主吩咐你們的這些教訓、法令和規則，究竟

有什麼意思？』你應對你的兒子說：『我們曾

在埃及作過法郎的奴隸，上主卻以大能的手將

我們由埃及領了出來。上主在我們的眼前，對

埃及，對法郎和他全家，行了轟轟烈烈的神蹟

和奇事；將我們從那裏領出來，領我們進入他

誓許給我們的祖先，要賜給我們的土地。那

時，上主吩咐我們遵行這一切法令，為敬畏上

主我們的天主，為使我們時時得享幸福，得保

生命，就如今日一樣。我們在上主我們的天主

面前，照他所吩咐我們的，謹慎遵行這一切誡

命，就是我們的義德。』」       申命紀6：20-25 

 
我們家裏的三個孩子都很喜歡聽故事，特別是

有關家族中長輩和父母小時候的趣事和糗事，

百聽不厭。每次的叙事中，我們往往會對事情

有新的體會，從而為故事帶來不同的色彩。同

樣地，細數上主在我們生命裏的一切，就是孩

子的啓蒙。好的故事值得一再細味，即使故事

中我們是背棄父親的蕩子、逃避天主的約納、

只信眼見的多默、或只管做的瑪爾大…… 反覆

思量後原來天主的慈愛就是我們生命故事的主

旨。原來我們的故事就是天主的恩許。 

 

孩子的生命會面對各種事情，故事可會娓娓動

聽？不得而知。在編寫這個故事時，讓他們，

也讓我們不忘故事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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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團體在今年五月開始了一個名為「小磐石聖經研讀課程」，簡稱 LRSS （Little Rock 

Scripture Study）的課程！ 

 

這課程在 1975 年美國小岩城教區推出，目的是協助平信徒研讀聖經，課程取名為「小磐石」。

2005 年這個課程開始翻譯成中文，短短十幾年間「小磐石」在華人團體掀起了聖經研讀風潮，

是一個結合了個人及團體讀經互相學習、彼此光照認識天主的途徑。 

 

每節課程都會完整的研讀聖經裡的其中一本書。我們團體在五月至七月就完成了宗徒大事錄。而

在九月我們則剛開始了研讀路加福音。 

 

小磐石聖經研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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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課程進行的方式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1. 每日個人研讀指定的經書章節並回答習題。 

2. 每週一次小組分享研經心得及體驗。 

3. 聆聽講員的總結講解。 

4. 祈禱。 

 

在每次課程結束，我們都會舉辦畢業典禮，彼此分享經

驗、藉此增進團體兄弟姊妹之間的交流。 

 

這課程對大部分人來說都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參與，因為

大家都要願意和嘗試在百忙中每天抽一段時間出來祈

禱，讀經和做功課。 

 

在五月第一個課程中我們有三十九位兄弟姊妹參加，大

家都是戰戰兢兢的參與，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自己決定

承諾給天主的讀經時間！到最後在畢業典禮中，大家的

分享都是讓我們感動和滿足！在聖神的帶領下，經過祈

禱和誦讀聖言，我們三十九位兄弟姊妹在喜樂中一起成

長。 

 

而在新的學期，我們更有五十二位兄弟姊妹來參加路加

福音的課程，願我們繼續努力學習祈禱，研經和分享！ 

 

這課程不但提升了我們每日讀經的興趣，也讓我們練習

祈禱，思考和與別人分享的習慣。這些都是幫助我們裝

備自己成為更好的門徒，作福傳工具的方法！ 

 

在此鼓勵大家嘗試參加這課程，為自己做好準備，更新

我們的福傳使命。  

Cand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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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婦懇談會十週年簡介 * 

大約在十年前，招群英修女有鑒於我們堂區需要一個特別為促進夫婦關係方面及著重於夫婦靈修的善會，於

堂區裡特別邀請五對主內的夫婦，成立了夫婦懇談會。 

從那天起，這個新成立的團體，本著“提供一個平台給主內夫婦一起同行”的宗旨，不斷成長及擴大，每年

舉辦多項活動，皆以促進夫婦關係及夫婦靈修為主題。諸如美滿婚姻課程、婚姻關係講座、夫婦退省避靜靈

修營、婚姻重宣彌撒、夫婦聯誼週末營、婚姻主題討論與分享、戶外行山野餐及週末聚會等各項活動。 

經過這許多活動，確確實實有幫助到夫婦之間的感情，每對夫婦的關係都有顯著提升到更好的階段。 

事實上，夫婦關係是所有人際關係中最敏感、最富有挑戰性的。但是一直堅持及參與活動的夫婦們，經過多

年的不斷努力學習，分享，互相扶持及同行，得到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相信本會每對夫婦都有同感，這要

衷心感謝招修女的熱忱，堅持，指導，關心及不懈不捨的帶領著，才能有今日如此的成績。 

 

團體會員與招修女合影     2022年夫婦退省避靜靈修營全體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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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週年紀念感恩祭暨婚姻重宣禮儀 * 

 
 
 
今年的八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我們為慶祝本會的十週年慶，舉辦了 “十週年紀念感恩祭暨婚姻重宣禮

儀” ，由路神父及王神父主持。藉著感恩祭及婚姻重宣，參與的夫婦們可以一起得到天主的祝福，也能重
溫當年新婚的甜蜜回憶，再次宣讀對彼此的婚姻誓言，提升兩人之間的感情。 
 
此次的婚姻重宣禮儀也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讓不曾在教會內舉辦結婚典禮的夫婦，可以在此次感恩祭得
到天主的祝福。一起和其他夫婦慶祝婚姻的聖事。 
 
 
 

                  
               為感恩重宣夫婦準備的合一蠟燭              彌撒中重宣夫婦的分享 1 

 

 

                  
                 彌撒中重宣夫婦的分享 2              彌撒中重宣夫婦的分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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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婦重宣現場留影記實 * 

   

    

   

   

感恩彌撒二十對參加重宣的夫婦和神父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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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茶及夫婦攝影記念聯歡活動 * 

在感恩祭婚姻重宣禮儀舉行後大約下午四時，我們又安排了一個下午茶及夫婦攝影記念聯歡活動，讓大家

得到值得紀念的甜蜜合影相片，物小情意重，當時在場的每個人都覺得開心幸福。 
 

夫婦合影活動的成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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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週年慶典 夫婦簡短分享與感言 * 

 婚姻問卷遊戲第一獎得主領獎及分享 

“這些年來，我們的距離拉近

了，關係改善了。” 

“學到很多人際關係技巧，雖

然還要繼續努力實踐，進步不
夠，也感到比較快樂了。” 

“看到我們的活動非常成功、

節目很豐富、與活動參加者成
功建立很好的人際關係。” 

“與其他夫婦在這個團體內同

行，互相扶持，了解到夫妻許多
年生活在一起實在不容易，要更
幸福就要不停的努力,為兩人創

造更多歡樂氣氛及謹言慎行。” 

“參加了這個會，覺得自己不

再孤單的努力，有許多夫婦同
心同德的向前一起行。” 

“謝謝大家舉辦此次婚姻重宣

儀式，十週年慶活動和美好照
片。這是幾年來難得的機會與
老友們同聚一堂，共進晚餐敘

舊。感謝主安排我們在祂內合
一，賜給我們子女和許多美好
時光，也求主賜給大家未來日

子充滿恩寵。” 

   “Thanks very much for the 

beautiful photos and organizing 
this wedding vow reaffirmation 
ceremony and celebration. This 
was a meaningful and blessed 
occasion when we thanked God 
for joining us together and walk-
ing with us and our children for 
so many blissful years and pray-
ing for many more years of grace 
to come. It was great catching up 
with old friends during the dinner 
celebration after a few years of 
not partying together.” 

*  十週年慶祝晚宴 * 

接著於六時許，全體再以美食晚宴作為十週年慶祝最後一項節目。大家一起前往位於Burwood的敦煌酒樓享

受豐盛美食，我們又在餐廳裏舉行一個夫妻處理衝突能力的問卷遊戲，用答案分數作為比賽，讓大家歡歡

喜喜的玩了一場有意義的遊戲，優勝者收到甜蜜的禮物，在充滿歡笑中結束了當天的一系列慶祝活動。 

晚餐中一幕愉快的時刻 婚姻問卷遊戲第一獎得主 

慶祝十週年切蛋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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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此次的活動，帶給所有參與者許多聖潔及歡樂的時光與記憶。堂區的教友們，如果有興趣了解及參與本會
將來的各項活動，請多多關注我們，來日再見。主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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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of families held in 
Rome this year has also been celebrated here in 
Sydney from Friday June 24th to Sunday June 26th. 
The World Meeting of Families is an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for families that started in 1994 by Pope 
St John Paul II in the Diocese of Rome. On Sunday, 
26th June, our family went to St Mary’s Cathedral 
for a 10:30 am Mass. Archbishop Anthony Fisher 
gave special blessings for families and afterwards, 
people stayed for a ‘Festival of Families’. At the 
‘Festival of Families’ there was free food, coffee, 
and activities for children, it ended with a lucky 
draw.  
 

As I stepped through the doors of St Mary’s Cathe-
dral, I thought that it was very grand, beautiful, and 
holy. I heard the choir singing a beautiful song even 

though I did not know the language and I could feel 
the Holy Spirit’s presence calling to me. I saw 
that the cathedral was bubbling full of families who 
were settling down and despite being excited, they 
were ready to give their full attention to Jesus. As I 
walked to our seat, I caught myself gazing at the 
stained-glass windows and found not only me, but 
others as well who found the stained-glass windows 
breathtaking. I then realised that people of all ages 
and backgrounds were all together under one roof 
standing together united as a community. 
 

The homily by the Archbishop was about the Saint 
Martin family. Louis Martin (father) and Marie-
Azelie Guerin (mother)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be 
the disciples of God. They were canonised in 2015 
which was very important to the Catholic Church as 
they were the first couple in the church’s history to 
be canonised as a couple. What’s so special about 
them is that even though they went through so 
much hardship that their faith in God never weak-
ened but rather became stronger. When things went 
downhill, they still believed, prayed every day and 
spent time with Jesus. They raised their children so 
well that they all became nuns. They are the perfect 
role model for parents. Sending our children to 
church, Catholic school or Sunday school is insuffi-
cient. We need to truly believe in it and show them 
every day, outside and at home how to be followers 
of Jesus no matter what’s the circumstances.  
 
I learnt so much at the mass, about the Saint Martin 
Family and the cathedral was magnificent. I learnt 
more about the Saint Martin Family and how to be 
a better follower of Jesus. During hardship to have 
faith in Jesus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and be-
lieve He is always there for me no matter w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is Family and 
Love. Families can be a great source of spiritual 
sustenance and meaning. They teach you the values 
that guide you and are our first school: it’s where 
we learn who we are and where we fit i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o be a better disciple?  

Kriste  Que  

World Meeting of Families  World Meeting of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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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同性婚姻是不妥

(Inappropriate) 的呢？ 
 

2017 年 12 月 7 日，在經過數次的辯論之後，

澳大利亞參眾兩院終於通過了同性婚姻法

案， 這讓澳大利亞成為世界上第 26 個在法

律上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目前全世界有 32

個國家在法律上於全國或部分區域允許同

性婚姻。最近這些年來，同性婚姻已經成為

一個會讓更多國家立法保護的趨勢。 

 

首先我們要聲明的一點是，我們不應該歧視

同性者，因為歧視行為放在哪裡都是不對

的。我們也知道愛情不一定只有發生在異性

中，也發生在同性中。但同性戀者的愛情是

在天主的眼裡可成為婚姻嗎？當我們說婚

姻的時候其實是超過愛情的概念，因為婚姻

是要建立家庭，並且是在自然的夫妻之愛中

生兒育女，而不是透過現在科技的方法獲得

下一代。婚姻是在愛情中又是超越愛情的，

因為它有一份使命在愛情的婚姻裡。讓我們

看看在生命的起初天主怎麼給我們祝福和

囑咐的。「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

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

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創 1:28。 

 

婚姻在天主的結合和創造中是男和女，不是

兩男或者兩女，從起初就是不同性的結合。

耶穌也說的很清楚，當他回答被試探的問題

- 許不許人離婚時，說：「你們沒有念過：

那創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們一男一女；且

說：為此，人要離開父親和母親，依附自己

的妻子，兩人成為一體’的話嗎？」瑪19:3

-6 在這裡耶穌其實也是給婚姻立下了一個

標準，它是兩個人，一男一女的結合。 

 

可能有的兄弟姊妹說我們要考慮到同性者

的尊嚴和自由，但當我們提到尊嚴和自由的

時候就一定提到天主或神，因為這一些是從

祂而來的。也因此，人類應當遵守祂的話而

不只是想得到自己想得到的，願意聽自己想

聽的。在祂的法律和聖言中，雖然將來有可

能有更多的國家立法通過同性婚姻，但這仍

然是違反自然律的，它遠離了天主的本來計

劃，同性婚姻是不妥的。 

問 
問
路
神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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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youth faith formation series: Altaration (March – 
July 2022) 

 
Altaration is a teen program designed to help the Holy Mass come alive in the teens’ 
lives. Through the program, we have developed a new love for the Mass, how powerful Mass 
is and how we should respond to this great worship. 
 

Here are some of their feedback: “I have learned the meanings of different rituals/parts in 
the Mass. This helps me understand more so I can concentrate more”, “I learnt more about 
the Eucharist”, “Everything has a meaning in Mass”, “Mass is not as boring as people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hidden details in Mass. “Understanding them gives me knowledge of 
the Mass and deepening my faith.” “Jesus is always present”. Praise God!!! 
 

We thank the helpers: Angela Mui, Carlton Lue, Julie Leung, Kitty Lam, Matthew Tong, Olivia 
Wu, and Raphael Hui for their generosity in walking with the youth. May we continue to love go-
ing to Mass and be sent out into the world as Jesus’ witnesses. 
 

Sunday Youth (Sundays during school terms) 
 
Every Sunday during the school terms, we gathered after Mass. We started with “Saint of the 
week” being prepared and presented by a member, we discussed current affairs topics and plans 
for the group. We also helped serving morning teas, especially on Mother’s Day and Father’s 
Day. Our youth are learning how to share their talents with one another, to be more involved in 
the church community through their service in the church, to have friendship with the church and 
to take up more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direction and planning of the group.  
 

Sunday Youth will look a bit different in the future. Please keep us in your prayers. 

CCPC Youth 2022 Autumn/Winter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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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ite Conference: (29 Sep to 2 Oct 2022) 
 
Every year, Ignite Youth hosts one of Aus-
tralia’s most powerful Catholic youth con-
ferences: The Ignite Conference. Ignite 
Conference draws together a network of 
high schoolers, young adults, ministry 
leaders, families, teachers, priests, and 
religious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sending 
them out with a passion for authentic faith 
in Jesus. It’s an experience of four days of 
real-world formation, encouragement in 
faith, great people and powerful worship. 
 

CCPC youth had been promoting this con-
ference within the community. With the ef-
fect of a fundraising morning tea and the 
support from the community, we were able 
to subsidise six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life changing event. All 
together we have 16 youth, kids, and 
adults under the CCPC group attending 
the conference.  
 

Outlook of Youth in 2023 
 
Praise God! Our youth group is growing in 
numbers and we are now at a stage where 
we will be able to have more age specific 
smaller groups to satisfy the spiritual 
need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Middle 
Schoolers (Year 6 to year 8) will focus on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acrament of Confir-
mation. Their faith formation will be based 
on Theology of the Body which is catered 
for their age group. Senior schoolers (Year 
9 to Year 12) will focus on their ment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practical ways of shar-
ing faith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Both 
groups will also seek opportunities to do 

corporal work of mercy together to give witness to Christ together.  
 

Please continue to keep the youth in your prayers. May the Holy Spirit continue to empower 
them and strengthen them on their ways to ho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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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A / OCTOBER  2022 

Youth Group Gathering - Altaration 青年組聚會 3/7/2022 

Mother’s Day 母親節 8/5/202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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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A / OCTOBER 2022 

 

THS 26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and Mass  

聖神宮殿祈禱會 26 週年慶典 9/9/2022 

World Meeting of Families 
世界家庭會議活動 26/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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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A / OCTOBER  2022 

Father’s Day 父親節 4/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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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A / OCTOBER 2022 

 

Sunday School / Children Liturgy 

Father’s Day 父親節 4/9/2022 



天主教華人牧靈團體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ommunity  

地址 Address: 38 Chandos Street, Ashfield NSW 2131  

神師 Chaplain: 路勇神父 Fr Joseph Lu OFM   電話 Tel: 0431 962 786  

網址 Website: www.ccpc.net.au  

電郵 Email: info@ccpc.net.au  

稿件電郵 Sinica Email: sinica@ccpc.net.au  

 
感恩祭時間 Mass Time:  
 

富來明頓車站旁聖道明教堂 St Dominic's Church, Flemington 主日上午十一時半   國語  

亞洲中心聖若瑟小堂 38 Chandos Street, Ashfield 主日上午十時    粵語及英語  

雪梨華埠聖伯多祿朱廉教堂 641 George Street, Hay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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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red Heart of Jesus Mass on every first Friday at Ashfield:  

6:30pm 粵語 和 8pm English 

YOUR SUPPORT  
CCPC has a bank account for receiving dona-
tions. If you would like to donate, please make all 
donations to the following bank account  
Bank: Commonwealth Bank  
Account Name: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om-
munity Inc  
BSB: 062 000  
Account Number: 1594 7930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and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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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wealth  Bank  

賬戶名稱: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ommunity Inc  

BSB: 062 000 賬戶碼號 1594 7930  

感謝您的慷慨和支持。 

請為已去世的兄弟姊妹祈禱，望主賜伊等永

光，及永光照之，息止安所。凡諸信者靈魂，

賴天主仁慈，息止安所。亞孟。 

何娟娟 

袁國興 

Samentha Li 
Ken Lui 

伍李少顏 

Theresa Ngan 
Robert Ng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