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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生命的旅程中，總包含着"順序"(順遂)和 

"混亂"這兩個層次，就好像一枚銅錢都有兩面

一樣，順序即順境時所作的行為，一定經過

深思熟慮，每樣事情都會做得妥貼很好。而

混亂時便是精神上受着困擾，做起事來總是

鬆散漫不經心，提不起勁，這時魔鬼便會乘

虛而入，

使我們感

到凡事都

不得要

領、失

望、失落、痛苦，各種不開心的情緒接踵而

來，使我們容易走上歪途。 

正如當初受到魔鬼誘惑的厄娃而離開天主。

聖母瑪利亞人生的旅程也不比别人平坦，更

是摻和着苦難和困難，從耶稣出生到出走埃

及，最後更親睹愛子死在十字架上，都沒有

問天主為何，反之祇是默默接受，接受天主

给她一切的安排。我們每個人都背負着自己

的十字架，很多時都會有迷惘的時候，但無

論任何環境，任何時候，祇要我們多祈禱，

將一切都交给天主，跟隨聖母的德行去實踐

一切，那麼，我們的人生才會顯得時時在"順

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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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面容   李世元 

在團體的五年計劃中，繼「同行之年」後是

「學習之年」 (Year of Discipleship) ，其目標

為塑造和裝備團體內各人，於現今社會中成

為「基督的面容」。 

 

那麼究竟「基督的面容」是什麽？是怎樣的? 

當我們察覺到時，我們基督徒在現今社會上

又有何回應及行動？ 

在依撒意亞先知書 52:14 - 53:3 中, 指出「他

的容貌損傷得不像人樣 ……他受人輕視，遭人

棄絶，」基督是一個受苦僕人的模樣。在現

實生活中，我們也往往在受苦的人身上可以

察覺到受苦基督的面容。聖德蘭修女曾經說

過她在貧窮者, 受苦者，生病者，孤獨者的身

上見到基督。教宗方濟各也指出過在窮困

者，難民，未出生嬰兒及老人身上認出受苦

的主耶穌, 他並且呼籲我們要在近人的身上認

出「基督的面容」。在未來的一年，讓我們

好好傚法聖人的芳表，並聽從教宗的勸籲，

放眼世界在他人身上認出受苦基督的面容。 

我們既然認知到什麽是受苦「基督的面

容」，那我們又怎樣在現今的社會中展示它

呢？ 

教宗方濟各也曾指出基督是天父慈悲的面

容，意味著基督表徵著天父的慈悲。透過福

音，在基督的行實中, 我們多次認識和感受到

基督的慈悲。例如：衪顯奇蹟餵飽五千人，

尋找那遺失的羊，治癒了癩病的、癱瘓的、

枯手的、跛子、盲人、聾啞的、附魔的及患

血漏病的女人等。衪也寬恕了稅吏、行淫的

婦人、右盗及釘死他的人。更復活了雅伊洛

的女兒、寡婦之子及拉匝祿。以上的眾多的

事蹟正好顯示出基督慈悲的面容。教宗指導

我們信眾要向世人展示基督慈悲的面容，我

們需要如何回應呢？ 

既然我們決意要在現今中成為「基督的面

容」，那麽就讓我們在來年好好認知，察覺

基督「受苦」的面容，同時向他人展示基督

「慈悲」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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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M 委員 Derek Luh 與你分享 

大概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我已認識並加入

這團體，當時兒女們年紀還小。 

其實，早在一九九零

年我已移民澳洲，當

時是上自己所屬堂區

的教堂，之後有一段

時間回香港工作，在

二零零二年才回澳洲

定居，跟著又去過其

它地方如 Wodonga 工作。 

我在華人信友團體內擔當過不同的崗位，有

圖書組、讀經員、婚姻與家庭等；今次我加

入 CCCM 委員會，出任副會長職位，也許是

天主的安排，因為年初，我還不能抽身負起

這個崗位，現在我覺得不能再推搪了。 

我最希望的是透過服務，能夠體驗一個基督

徒團體的生活，特別是擁有教會初期精神的

團體。在服務工作上，當然會遇到困難，委

員們有不同的意見及不同的處事方法，但我

覺得這些都不重要，我最希望的是――各成

員之間互相包容，互相合作，推動我們對天

主的事奉。最重要的是――我們每人都能夠

領略到基督徒團體的精神。我時常說：我們

的終極目標是――面對天主時給天主有個交

待。 

希望透過聖神的帶領，我們可以找到同一的

途徑。 

CCCM 委員 Gloria Ng 與你分享 

讓我數一數，原來我來了墨爾本已經有三十

年了。我媽咪一早已認識 CCCM，每個主日

都帶我們來聖堂。

彌撒後，媽咪和教

友們相互聊天，而

小朋友們就會參加

各種善會，而我就

參加了青年組。 

三十年前和現在有少許不一樣。我覺得在這

新冠疫情期間雖然未能見到大家，但是在網

上參與彌撒的時候也有一種溫暖的感覺。我

參加了委員會也有十多年了，担當過不同的

崗位，大部分做財政的工作。現在很高興又

可以嘗試一個新的崗位，以不同的方式為團

體服務，聽聽天主希望我可以用那個方式和

團體合作。 

我想起團體有一個五年計劃，相信大家都知

道這個五年計劃是由一組人用了不少的心思

去籌劃的。委員會可以計劃如何實踐這個五

年計劃，裏面有既定的藍圖及框架。 

我期望委員會成員可以有真誠的溝通。雖然

各人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各種意見都是寶貴

的，也有他們的見地。我期望各人不要為了

息事寧人就放棄了表達意見的機會。大家應

該保持一個開放及接納的心，聆聽別人的意

見。我相信天主是藉著每個人的口傳達一個

訊息，讓我們知道祂希望我們怎樣走祂的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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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祭時間 Mass Times 
主日：上午十一時 Sundays 11:00am 

ZOOM 同步送出 

YouTube 則會在星期天後才上載。 
 
 

 
COVID 每月資訊 
注意事項 
由於疫情反覆，請各位留意本團體官方 
WhatsApp 群組有關彌撒，防疫措施，團體小巴

及修和聖事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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