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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祭後隨想

Tony Li

雪中送炭
今日福音講論葡萄園僱用工人的比喻，有些工作了一整天，有些工作了數時辰，而有些只工作了一個時
辰，他們都得到同樣的工資，在我們世人眼中，這實在是很不公平。但在天主的眼中卻以那個人的需要而
衡量。這使我聯想起我們中國人的一句成語「雪中送炭」，我們做人做事不要太執著公平與否，而要以别
人的需要爲依歸。

恩寵的渠道
記得有人曾說過基督已升了天，衪的手與腳已不能直接幫到世人了。但是身為基督徒，千萬不要忘記我們
就是衪在世上的手與腳，只要我們能以愛德行動將主的恩寵帶給其他人，我們就會變成了主基督「恩寵的
渠道」。

别人的祝福
神父今日在講道中，教誨我們只須求主「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只是今日的食糧，不是下星期或下
月。吃了今天的食糧後，我們就有精力，我們該如何用它呢？是否為追求自己更多的需要，還是爲愛主愛
人而工作？上主賞給我們食糧的祝福，就是要我們變成「别人的祝福」，去彰顯天父的慈愛。

主的居處在我心
今天福音中提到黑落德在殺了洗者约翰後心中的忐忑不安，神父引申說這是因為上主會藉著我們的心向我
們說話。亜當及厄娃當他們犯了事， 違反天主的囑咐時，他們立即察覺到自己的不是，找地方躲藏起來。
所以我們應聽從自己的心而做事！當我們行善時我們心裡覺得平安，相反當我們做了些不悦天主、不正確
的事時，我們心裡就會覺得不安。願我們都能聽從自己心裡的聲音，勿忘記「主的居處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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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的每月資訊
新冠肺炎在澳洲維省的疫情嚴峻，為配合政府及教區的防疫限制，本團體也設定了以下的應變措施：
彌撒
-- 由於維省的第四階段禁制令，團體決定僅提供網上彌撒直至另行通 知爲止。
主日彌撒：早上十時四十五分，以 ZOOM 及 YouTube 同步進行。
平日彌撒：星期一，星期四及星期五早上九時四十五分，以 ZOOM 形式進行
**詳細資料，請參閱 CCCM Official Whatsapp 小组通告或到團體網站瀏覽

團體官方 WhatsApp 群組 (CCCM Official WhatsApp Group)
--為方便與各教友溝通，本團體巳組織了一個官方的 WhatsApp 群組，詳细資料會以 SMS 告知各位。

注意事項：
加入此群組後，只有群組管理員會經此群組聯繫您，並不會使用您的電話號碼作任何其他用途。
By joining, only Group Admins will contact you via this group and will not use your phone
number for any other purposes.

與其他 WhatsApp 群組一樣，您的電話號碼將會顯示給群組內其他成員。如您的號碼遭其他成員不當使用，
我們恕不負責。
Like all WhatsApp groups, your number will be visible to other members within the Group. We
don'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ny misuse of your number by other members.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其中一位管理員。
If you have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one of the Admins.

團體 35 週年慶祝會視像錄影
為方便教友收看或重温三十五週年慶祝會，團體已將視像錄影放上 Google Drive，由於私隱條例限制，敬
請有興趣者向本團體委員索取直接連線。
捐獻
從二○二○年七月一日起，各教友如要捐助團體的經費，有下三個方法。
一)

支票 -- 可直接郵寄到團體寫字樓。

二)

電子過户 -- 可用在我們網頁上的 WESTPAC 户口號碼進行直接過户，户口名稱
Catholic Chinese Community of Melbourne

三)

信用咭 -- 可選用在我們網頁上的 CDF (Catholic Development Fund) 網上平 台，
然後用信用咭捐贈到 Presbytery 。閣下可以選擇一次性或定期捐贈。
詳情可登上網址 : http://www.cccmelbourne.org.au/donate/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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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聚會
**只可以用網上 ZOOM Meeting 作聚會**

聖經分享 -- 星期一，五 早上 10:30-12:00AM
青年组 – 聖經分享 -- 第二及第四主日早上

Sunday 10:00 -10:30AM

每日讀經及永援之聲
--如常刊登，請各教友到團體網頁上閱覽

http://www.cccmelbourne.org.au/

領洗、婚配、殯葬等禮儀
-- 必要先通知田雅超神父，再作適當安排。
修和聖事
-- 請個別教友與田神父聯络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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