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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ey Home (回家的旅程) 
Fr. James 

這是一個由回教徒轉變成一位天主教徒的真

人真事。這女子名叫 Nikki Kingsley，出生於巴

基斯坦一個虔誠的回教家庭，共有三姊妹，

她四歲時已整家移居去非洲的坦桑尼亞，上

的是美式國際學校，然而每年外遊時，巴基

斯坦和美國都是必到之地。她們從小就沒有

電視或電話，有的祇是同學和朋友，亦祇有

書本陪伴，從少就是受着父母的薰陶，對回

教的規條更是緊步跟隨，每天向真神禱告五

次，父母深愛她們，同時也積極奉行回教徒

的教義教育她們，從不托脱! 

Nikki 祇有從書本這道窗去嘗味外面的世界和

少女的浪漫情懷，到她 16 歲那年，父母便依

照回教的習俗把她嫁出去，嫁給一個在巴基

斯坦的陌生男子，婚宴後父母亦隨即返回非

洲生活。在這些被安排的婚姻中，她是没有

反對的權力，因為在回教的社會中，女子的

職責祇要做一個母親、好太太和不要奢望有

自己的工作和事業，這婚姻的十年裏，Nikki 
先後育了一女一男，與夫家的關係並不和諧，

有一次從閱讀可蘭經時，發現竟然有一章節

是說及聖母瑪利亞，當時她好像產生了一種

被愛包圍着的感覺，無法解釋！雖然後來她

們搬到中東亞聯酋的地方生活，已可享到些

少自由，但她並不快樂，更患上抑鬱症，

Nikki 瞞着丈夫，在父母的支持下幾經艱辛，

悄悄地帶同子女去了紐约，更用了兩年時間

去辦理離婚手續。 

在紐约生活的初期，因為沒有工作經驗，祇

靠着剩餘的幾百元，更要重新適應當地的文

化 和 調 較

自 由 的 定

義 ， 幸 好

最 後 獲 得

叔 叔 的 幫

助 ， 找 到

工 作 。 雖

然 看 似 一

切 安 定 ，

但 Nikki 的

内 心 總 是

不平靜，她嘗試向自己的真神亞拉祈求，希

望得到真相，但每次感應到的，都是沉重的、

黑色和厚厚的一道高牆，使她沮喪非常，更

熾熱地想去尋求誰是真主！有一天她以一名

遊客的身份，走進一間名叫 St. Patrick 的教堂，

那裏彩色的玻璃透着耶稣的眼神，一直都好

像落在她身上，當 Nikki 走出去時，耳旁便有

一道聲音說："Come Back"，有兩次之多，但

她環顧身邊，確實没有人在，反而有一座聖

母瑪利亞聖像在她後面，她當時便感到這溫

柔的聲音是聖母召叫。雖然有感自己是一名

回教徒，但又不能抗拒這次的"相遇"，而繼

續前往聖堂，因為在那裏她實在找到内心的

平安和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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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晨早溫暖的太陽

照進她房間，她突然感到她的靈魂好像在飛

舞，愛就把她溶掉了一樣，她走出去才發覺

原來住了七年的這條街道上，經過之處有這

麽多的教堂，迎面有這麽多掀動人心的十字

架！ 她試過去聖誕的子夜彌撒，但尋找不到

耶稣，终有一次，她跟隨朋友到了一間教堂，

就感受到聖母好像把手放在她處，更把她指

向她的聖子耶稣基督，這座是耶稣聖心像，

Nikki 當時眼淚不自覺地不停地流，雙膝自動

地跪在聖像前，從那一刻起，她明白她多年

尋找的真主，正是耶稣基督，刹時那份平安

和喜悅之心是難以形容，而聖母便是那位一

直把她引導到聖子的面前！ 

天主的計劃不是我們可以猜測得到，而每人

與祂的相遇都不同，現在 Nikki 已皈依十二年

了，她的子女也在天主教學校就讀，以前不

明白什麼是三位一體、逾越節等，她都逐漸

明瞭，現在她每天都渴望領受基督的聖體，

雖然從小是一個回教徒，而今轉化成為基督

徒，這難辛、失落、自責、逃避的心情和困

難，使她明白祇要我們能放下一切，不停地

去尋找，終有一天，真理一定尋得着，天主

的愛和平安就如閃電般降來，把我們牢牢地

包圍着呢！

我的心聲   Adrian Leung 

我是在一九九五年移民來澳洲的，大概在九

六、九七年參與華人信友團體，已經有一段

頗長的時間。我起初是擔任輔祭會的副彌撒

司儀。當時的我還年輕，覺得這個職位很有

型，因為有人告訴我，在禮儀中即使是主禮

也要跟從我的指示。之後我亦有在這團體及

委員會擔當過不同的崗位。

譬如其他輔祭會的職務，

擔當過副會長，也負責過

服務組，做過財政。現在

我是牧民議會的主席。 

作為牧民議會的主席，我

覺得最重要的任務是為各

牧民議會領袖服務，看看如何幫助他們為團

體服務得更好，使他們發光發亮。 

對委員會的目標和期望有以下幾個： 

1. 重新使用 Google calendar (或其他平台) 幫
助各小組更有效率地安排未來的活動，與

其他小組協調。 

2. 利用我們委員會對行政和財務的知識，幫

助各小組策劃他們每年的預算。 

3. 希望委員會能盡快草擬一份更完善的小組

資助政策，使各小組領袖可以清楚地知道

每項活動所得到的資助。 

以上是希望可以減輕各領袖在行政上的負擔，

從而使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服務我們

團體和每一位兄弟姊妹。 

最後，我亦都希望在未來能夠加深對委員會

各個成員的認識。 

 

 

⌘⌘⌘⌘⌘⌘⌘⌘⌘⌘⌘⌘⌘⌘⌘⌘⌘⌘⌘⌘⌘⌘⌘⌘⌘⌘⌘⌘⌘⌘⌘⌘⌘⌘⌘⌘⌘⌘ 

⌘⌘⌘⌘⌘⌘⌘⌘⌘⌘⌘⌘⌘⌘⌘⌘⌘⌘⌘⌘⌘⌘⌘⌘⌘⌘⌘⌘⌘⌘⌘⌘⌘⌘⌘⌘⌘⌘ 



 

3 

 

在主內成熟    Anthony 

昨天在早餐時，偶然望看書架，看見孩子一

幅舊照，他當時只是一歲左右。如今他已三

十六歲，而且做了父親，他的女兒也差不多

四歲了。 

記得當孩子們年幼時，我們為了保護他們、

教育他們如何做一個好人，往往要用很多規

條和懲罰来糾正他們的錯處，使他們能安全

生活，並找到正確的人生路向。他們現在已

成長了，懂得什麽是對與錯？如何選擇自己

的做人做事的方法，對人生的目標也有了自

己的方向，知道並願意去做一個好人，一個

好公民，一個好丈夫及一個好父親。 

聯想起來上主在舊约中，也曾藉先知和梅瑟

向自己的選民，頒布了很多規條，並且用過

很多天災和戰禍去糾正以色列子民的錯處，

要求他們重歸正道，可是他們還是不知悔改。 

後來更派遣自己的聖子，以身作則的與他們

同行，而祂的選民最後還是被人類的本性所

蒙敝，將祂的聖子釘在十字架上。甚至在基

督的宗徒中，也有想推翻羅馬人的、好大喜

功的、互相猜疑及至後来背信棄義的。直到

基督被釘死、復活、聖神降臨後，他們才恍

然大悟，為聖

神所推動，重

新拾回基督给

他們的方向。 

作為一個基督

徒，我們初時

需要誡命及教

會的規條去纠

正我們做人的

錯處，把我們

引入正軌。但

當我們漸漸成

長，明白了解

基督给我們的方向:「愛主及愛人如己」，

「安貧樂道」，「悲慟哀傷」，「温良和

善」，「渴慕正義」，「憐憫別人」，「心

地纯潔」，「追求和平」，「為義被難」。 

以後我們就應該可以選擇及願意跟隨祂的教

導，去深化自己的信仰，擴大愛德的服務及

勇敢地廣傳福音。 

正值禮儀年的新開始，讓我們一同反省一下，

我們在主內有多成熟？並計劃一下未來在主

內的大計。 

 

 

CCCM 委員 Anthony Li 的心聲與你分享 

Why am I joining EXCO?  

I understand that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for a new team to pick up the 
work during this COVID time and I would like to train up new people 
as a succession plan in the coming two years. 

Also, I would like to implement our 5-year plan for the next two years. 

My expectation to EXCO: 

I would like to see every EXCO member discuss issues and plans 
openly, and once a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we need everyone's 
commitment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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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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援聖母堂 Our Lady of Perpetual Succour 

299 Elgar Road, Surrey Hills, Vic 3127 

電話 Tel. no.：（03）9890 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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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Areechira SVD 

田雅超神父  0416 731 129 

牧民助理 Pastoral Assistant 

Sister Bernadette Cheng 

鄭嫄修女（ 03）9836 0220 

會⾧ President 

Anthony Li 李世元  0409 858 203 

副會⾧ Vice-President 

Derek Luh  呂律和  0411 595 472 

澳洲墨爾本天主教 

華人信友團體 

Catholic Chinese 
Community of Melbourne 

投稿須知 Rules on articles submission 

❖ 中文稿以 1100 字為限 

❖ 所有作者發表的文章並不代表本刊編輯或團體的立場 

❖ 本刊編輯組擁有對來稿的採用及編輯的決定權 

❖ 下期截稿日期： 2021 年 12 月 25 日 

❖ Articles in English shall not exceed 500 words 

❖ Each article is the opinion of its author and does not reflect the opinion of the Editor or the Community 

❖ The Editorial Group reserves the right to edit or decline any article 

❖ Submission deadline for next issue: 25 December 2021 

12 月將臨期及聖誕節彌撒時間 
8/12, 星期三 聖母無玷始胎瞻禮彌撒，晚上 8 點 
9/12, 星期四 曾神父追思彌撒，晚上 8 點 
10/12, 星期五 將臨期悔罪禮儀，晚上 8 點 
24/12, 星期五 聖誕子夜彌撒， 

晚上 8 點有報佳音，彌撒會在 8 點半開始 
25/12, 星期六 聖誕節彌撒，早上 11 點 
26/12, 星期日 聖家節彌撒，早上 11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