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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何價     Emerald Siu 

由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年初，短短兩三個月，無論是澳洲本地，還是香港，甚至世界全球，滿佈的

都是一些天災人禍又或疫症的消息，當中包括了不少人命，又或動物的生命喪亡的發生。到處都瀰

漫著一股惶恐不安的氣氛，讓我感到就像沉重的一層陰霾壓了下來，怎麼都揮之不去。 

在這些日子的祈禱中，我不禁一直問天主，世界末日真的到了麼？為何好像經上所表述的情況正在

一點一滴地發生了？倘若真是如此，我又應該如何讓自己和所愛的親友去一起預備呢？ 

當一再反思之後，我彷彿被帶到了另一個想法之中：與其坐著被動地等待「未知的未來」，倒不如

找出來如何主動的善用生命中的每個「此時此刻」去達到天主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所要承行的「計

劃」呢？ 

其實，天主創造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祂不同的旨意和計劃。但我們人的有限，相信終其一生都只怕

能夠明白當中很少的一部分。雖然如此，卻不代表我們要因為不明白而放棄努力去尋找和實行的。 

每一個人，無論有信仰與否，其實在人生中的數十年，無非只為了尋找並肯定自己的「存在價

值」。在生命中的每一個「身份」中，能夠肯定自己並獲得認同，而所謂的「滿足感」便是如斯。 

難道不是嗎？不論是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夫婦朋友、上司下屬。。。這一切的關係中，各人有各

人在角色上的「責任」，而在這「責任」之上，就是各人努力在找尋的「存在感」了。 

難道不是嗎？不論是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夫婦朋友、上司下屬。。。這一切的關係中，各

人有各人在角色上的「責任」，而在這「責任」之上，就是各人努力在找尋的「存在感」

了。 

當在生命中的角色越多，而我們都能一一各盡其職，自然相對地「滿足感」也越大。然而，難道這

些「身份」就是我們真正的生命價值嗎？我們，尤其在主內的兄弟姊妹，其實更應該明白，無論在

現世的身份上是有怎樣的成功，其實一切都只可算是「浮雲虛名」，唯獨在主內活的那一個身份，

才是屬於並存有永恆的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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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在主內活的「身份」，並不是到底我們付出多少時間去侍工，也不是看了多少篇聖經，唸了

多少回串經，更不是我們參與了多少臺彌撒！而是實實在在的，我們願意付出多少「愛」出來去

作我們生命中的每件大事小事？ 

主耶穌基督以身作則去告訴我們，這一份「愛」包括了犧牲、傷害、受苦、受辱、忍耐。。。主

耶穌在世的日子，沒有被呵護，沒有被讚賞，沒有榮華富貴，沒有錦衣足食；也不是父慈子孝，

沒有溫言軟語。。。相反，受盡一切人的冷嘲熱諷、眾叛親離、甚至以最大的屈辱被釘死在十字

架上。。。 

而主後二千多年的我們，多麼有福的我們———全因藉著主基督的「愛」，我們的生命才變得如

斯有「價值」，有真正屬於永恆的「存在感」。 

故此，我們在現世應該盡量找尋天主對我們「珍而重之」的「價值」在那裡，從而應該善用這份

「價值」，為光榮天主而發光發亮！這樣，無論我們生命孰長孰短，都仍然「滿足」、「幸福」

和有意義了！ 

「為此，你們要歡躍，雖然如今你們暫時還該在各種試探中受苦，這是為使你們的信德，得以精

煉，比經過火煉而仍易消失的黃金，更有價值，好在耶穌基督顯現時，堪受稱讚、光榮和尊

敬。」（伯前 1:6-7） 

病毒無疆界 ！                                            李世元 
 

前數天，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曾指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毒，它的擴散是不會因著國

界，種族及文化而有所不同。 

 

這個無疆界的理念，其實為處理很多世界性的問題：例如全球暖化，海洋生態變異，極端氣候等

等，都會有很大的作用。因為國界，種族，文化的差異，只不過是一些人類自設出來的界限。因

着全球化的發展，這些人設的屏障都漸漸變成失效。惟祈望世界各地的元首能將眼光放遠一些，

超越那些國界，種族及文化的界限，不單看自己國家的利益而放棄全球的福祉，共同為解決全球

的問題而努力。 

 

基督的大愛也是無疆界的，祂的愛那管我們是什麼國籍的？香港人或中國人；什麼民族？猶太人

或外邦人；什麼文化？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 

 

願我們身為基督徒的，都能為基督無疆界的大愛，繼續去發熱發光。 

 

Donations acknowledgement 

Teresa O $200 
 
Stephen Lin Qiang Weng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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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組四月份活動預告 

今年本團體邀請到十字架同行者程明聰神父在其訪澳期間，為我們主持講

座及退省，日期為四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星期五到星期二），詳情容後

通告。 

Finance Report - Jan - Dec 2019  

  

Income 團體收入:  

1st Collection income 彌撒第一次奉獻 $53,317 

Donation捐獻 $7,600 

Collection for Archdiocese $2,098 

Other income 其他收入 $1,543 

Total Income 總收入 $64,558 

  

Expenses 團體支出  

Pastoral, activities & subgroups 小組、活動支出 $10,050 

Liturgical and floral arrangement 禮儀、祭台用品 $3,290 

Office expenses 

$31,077 影印、廣告、郵寄、聖堂租金、利息、保養 

Collection for Archdiocese $3,143 

Other expenses 捐款、禮品及其他支出 $10,519 

Total expenses 總支出 $58,079 

  

Surplus 總盈餘 $6,479 

  

2nd collection income 彌撒第二次神師奉獻 $42,126 

Donation 捐獻 $100 

Stipend and travel allowance神師,牧民助理支出 $37,461 

Surplus 總盈餘 $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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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墨爾本天主教 

華人信友團體 

Catholic Chinese  
Community of Melbourne 

(CCCM) 

地址 Address： 

永援聖母堂 Our Lady of Perpetual Succour 

299 Elgar Road, Surrey Hills, Vic 3127 （Melway 47A12）  

電話 ：（03） 9890 7798 傳真：（03） 9890 7783  

網址 Website：www.cccmelbourne.org.au  

電郵 e-mail：info@cccmelbourne.org.au  

稿件電郵 Publisher e-mail：editorccc@gmail.com  

 

神師 Chaplain 

Fr Aloysius Nato SVD  

杜一諾神父  

手機 mobile 0428 715 282  

 

牧民助理 Pastoral Assistant 

Sister Bernadette Cheng   

鄭嫄修女  （03）9836 0220  

 

會長  President  

Anthony Li     李世元   0409858203 

 

副會長 Vice-President 

Emerald Siu    蕭慧婷   0430371175 

投稿須知 Rules on articles submission 

❖ 中文稿以1100字為限 
  English article shall not exceed 500 words 

❖每篇稿的相片以2張為限，並請加上適當說明 
Photos for each article shall be limited to 2 and captioned 

❖本刊編輯組擁有對來稿的採用及編輯的決定權 
 The Editorial Group reserves the right to edit or decline all articles 

❖來稿可郵寄或電郵至澳洲墨爾本天主教華人信友團體編輯組。並附上真實姓名(可以以筆名刊出)及聯絡方式 
  Submissions, together with real name (Pen name may be used for publication) and contact details, are posted to the CCC 

Editorial Group or emailed to editorccc@gmail.com 

❖所有作者發表的文章並不代表本刊編輯或團體的立場 
  Each article is the opinion of its author and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pinion of the Editor or the Community 

❖ 下期截稿日期：２０20 年 3 月 22 日       
Submission deadline for next issue: 22 Mar 2020    

感恩祭時間 Mass Times  

永援聖母堂 Our Lady of Perpetual Succour , 299 Elgar 

Road , Surrey Hills： 

主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Sunday 10:45am  

 註：團體小巴於上午十時半於Box Hill My Chemist 

門外開出，並於中午十二時半返回 

星期一、二、四、五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Monday, Tuesday, Thursday & Friday 9:45am  

星期二彌撒後有朝拜聖體。 

Adoration after Tuesday Mass 

  

修和聖事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第一 及 第三主日下午十二 時十五分    

1st and 3rd Sunday 12:15pm  

Epistula Publisher: Publicity Team of CCCM  永援之聲由本團體傳理組出版 

No. of Physical Issue: 100    紙本印行量：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