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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四季        田雅超神父 

我們都知道墨爾本的天氣是一天有如四季的轉變。

而我們的生命亦如是。有時會很開心，亦有時會

感到不安定，猶豫和憂慮。比個例說，我們會在

天氣轉冷時便會加衣，身為父母的亦會為孩子換

上厚衣。但有些人祇會埋怨天氣為何會驟变，為

何總是陰晴冷暖不時的交替，使人毫無準備。更

會埋怨是天主造成這一切。有些更會對天氣的驟

變來個對抗，最後不是冷着便是病倒了，他們執

意的固執與天主抗衡，最後受苦的祇有自己! 

阿富汗從內戰到現在都面臨着很多困難，頹

爛及饑民遍地皆是。他們更埋怨國際和各方

的援助來得不足。實情是在任何情況下，只

要我們全心將我們一切的困難，痛苦，甚至

喜樂都交托給天主，那麽任何問题都可以迎

刃而解，因為在我們求之前祂已洞悉一切! 

 

 

順境逆境         田雅超神父 

在鄉村裏有兩名乞丐在村内行乞。這兩個乞

丐後者是一個很奸狡和自私的人。在鄉村多

數都是窮困的人，而乞丐在那兒行乞，固然

沒有討到甚麼貴重的東西。但村民都樂意贈

與他們如菜蔬，苦瓜，雞蛋，米等。他們便

把這些東西收纳在袋内。回家後，前者便把

所有食材與米一起煑粥。後者這個自私的乞

丐就把所有拿到的食物分開，祇吃看來好的，

其它全部扔掉。過了一段日子，這個擇食的

乞丐百病纏身，甚至糖尿病，胆固醇病都跟

上他。反之，那個好的，半壞的，什麽都吃

的乞丐卻擁有健康的身體!  

我們亦一樣，有些人祇挑吃肉，不吃蔬菜，

亦有些人祇吃甜食，身體將來一定出現問題。

就比喻我們祇愛順境，當遇到困難，逆境及

痛苦時，便不能面對，小則驚惶失措，大則

失了方向，更選擇酗酒，吸毒，陋習叢生。

最後更有些人走上自殺之途。小孩們從少有

着父母的溺愛及

帶領，遇到壞的

情 況 便 不 能 面

對，但如果我們

生命中一直都有

天主的陪伴，有

天主植根在我們

的心和靈，深信

祂在我們的生命裏已給我們安排了最好，最

合適和最妥善的。那麽，無論遇到什麽情況，

我們都不會氣餒，反而拾起勇氣重新尋找新

的解決方法，走向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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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 COVID 前線上              Anthony 

雖然自己在醫院手術室工作，但真實地踏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前缐上，卻是從上星期開始。 

COVID 從 2019 年開始到現在两年有多，自己

卻由 2020 年十一月至 2021 年四月放了六個多

月長俸有薪假期， 然後又由全職減到一星期

工作两天。當我第一次返回崗位時，六十歲

以上的員工本不需要被派到 COVID 的最前線，

所以我並沒派到 COVID 病房或 ICU 工作。後

来自己因為需要做白內障手術，又加上累積

了太多年假，所以由 2021 年十月到十二月聖

誕後放了三個月大假。但這第二次返回崗位

後，由於疫情非常嚴峻，需要上 COVID 前線

人員的年歲上限也提升到七十歲，所以避無

可避了。  

雖然自己已接種

三針疫苗，但由

於身邊有老伴，

及出世不滿二個

月的外孫子，多

少有些憂慮。由

於今次是身處在

確診新冠病人的

病房中，所以也

預先設定了一個

自我隔離的計劃。 

上班的第一天，先到手術室報到，問主管我

上到病房向何人報到，她說到達病房時你便

知曉？？乘升降機上到九樓，只見眼前堆積

如山的防護衣，口罩及面罩，洗手液等，真

有點如臨大敵的感覺！！當自己穿上了塑膠

的保護衣，Ｎ95 口罩，面罩及保護帽 (統稱

PPE)後，穿過電動門前去報到時，希望找到

上一更的護士換班，此刻才知道上一更同事

並沒有上班，繼而詢問到我的工序是什麽，

有一個文員指出我工作的座位，這就是我的

迎新程序，何其簡單！！實在使我覺得有點

困惑？？？甚至乎覺得有點兒戲？？後來透

過電郵資料才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檢

視出入所有人穿上及脫下 PPE，確保病毒不會

外傳。其實大部份的工作人員，都非常了解

穿上及脫下的程序，我主要的對象是病人的

家屬。由於探訪只局限於非常危殆的病人，

所以我的工作量是非常少，大部分時間都只

是呆呆地坐在那裡！！ 

正 好 是 這 樣 ， 我 就 有 很 多 時 間 去 經 驗 到

COVID 前線工作者的感受： 

 身上穿着那塑膠保護外衣工作，真的有如

在潮濕的香港裡沒有空調一樣的感覺。 

 透過那 N95 口罩呼吸，很多時都有窒息的

感覺，甚至想把它鬆一鬆。但當想到空氣

中可能有病毒的時候，就只有強忍。還有

就是將口罩脫下時那深深的痕蹟需要很久

才會消退。 

 口罩加了面罩在上，很多時都凝聚水珠，

使到視野模糊，好像在滂沱大雨中駕車一

樣。 

 由於工作人員禁用病房內的厕所，所以只

有在休息及吃飯時才可如厕，非常不便！ 

 親眼見到有一護士在脫下 PPE 時暈倒過來，

這可能是由於出汗過多，而不能補充水份

之過。最大 的問題，就是來幫手救急的人

士都必須先穿上完整的 PPE，這就構成了

幾分鐘延遲的危險！ 

 大部分 PPE 都是用塑膠原料製造，而每人

出入都要更換 PPE。眼見那 240 公升的醫療

廢物桶，差不多每半小時就要換一個，請

嘗試想像一下，整間醫院，整個社區，整

個澳洲，整個世界。這些醫療廢物的塑膠，

帶給環境一個何等巨大的傷害。 

 在這些高危病房工作的員工們，知道自己

任何時間都可能成為帶菌者，所以他們都

會盡量跟自己的家人及朋友疏離或隔離，

直至檢驗報告出了爲止，短時期可能問題

不大，但两年多長時間的犧牲，實在值得

敬佩。 

 疫情至今差不多兩年，我仍可見到員工的

無知及不負責任的工作態度。我見到一個

在確診病房門外收集垃圾的員工，他竟然

沒有帶上口罩和手套，就把盛滿用過的保

護衣物之垃圾桶推走。身為一個職業健康

與安全的代表，我只有直斥其非，無奈！！

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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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任務中其中一個責任就是處理傳染性

廢物，有一天過了時間也沒有員工收集垃

圾，以至垃圾堆積在走廊內。經過一番的

追查才知道，由於疫情的擴散，很多行業

都有員工被隔離，甚至貨車司機也很短缺，

所以醫院的垃圾及運送垃圾桶的服務都嚴

重地缺少。人民的生活都是一環一環的緊

扣着的，所以每個人都要向其他人負责。

在抗疫期間，希望大家都不要掉以輕心，

好好地保護自己及保守着我們的醫療系统。 

這新冠肺炎在澳洲也肆虐了两年，自己身為護

士都有意無意地避免走到最前線，實在有點慚

愧！與此同時，自己覺察到要多出一分力去支

持在前缐工作的同事。他們在工作上的决心、

堅忍、能耐、犧牲、勇敢、對病人無私的愛及

盡忠職守的精神，我們真是應多多學習。  

 

 

 

 

 

 

 

 

 

 

 

  

星期天午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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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祭時間 Mass Times 

主日：上午十一時 Sundays 11: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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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及修和聖事的通訊。 

註：主日團體小巴於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由 Box Hill My 

Chemist 門外開往聖堂，並於中午十二時半接載教友返

回 Box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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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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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arch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