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二零二二年七月 第六八零期 澳洲墨爾本天主教華人信友團體 July 2022 Issue 680 

推翻「羅與韋德訴訟案」 

                      Stephen Ma 

美國最高法院在 6 月 24 日宣布否決 1973 年

「羅與韋德訴訟案」(Roe v. Wade) 有關墮胎

權的裁決。 簡單來說這個最新的判決將女性

在懷孕首 24 週內墮胎的權利發還給美國各州

自行制定墮胎法案。政治觀察員估計其中 26 

個州將制定禁止或嚴格限制墮胎的法規。 

 

一個在聯合國有諮詢地位的非牟利組織，C-

Fam (Center for Family and Human Rights)，它

一貫主張維護出生權，對這項判決發出如下

的聲明 (編輯: 原文簡略本): 

<<「羅與韋德訴訟案」給我們國家和整個世

界蒙上了一層陰影。這是世界各地的法官和

政治家盲目追隨的司法過度擴張以促進墮胎

的原始例子。隨著這項新裁決，這股潮流可

能最終會退去，一個尊重人類生命尊嚴和法

治的時代可能最終會招手。 

自 1973 年以來，我們不知道有多少百萬兒童

死於墮胎。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母親受到這種

殘酷手術的傷害。我們祈禱他們能找到安慰

和支持。 

我們敦促支持生命的美國人及其代表立即通

過法律來保護未出生的嬰兒，並向有需要的

母親和兒童提供支持和幫助，包括在美國外

交政策中，絕不應該助長毀滅生命。>> 

墮胎這議題在澳洲社會已很少人提出來討

論，這是否代表著我們已經放棄了維護生命

權的原則，又或者無奈地跟隨著社會的主流

意見而不再關心呢 ? 如果我們相信胎兒也是

生命， 那麼維護胎兒生命權就是我們作為主

耶穌的跟隨者不可推卸的使命。美國最高法

院的裁決會不會是我們等候已久的強心針 ，

鼓勵我們以行動或者金錢資助的方式去促進

維護胎兒生命權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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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田雅超神父 

有一個青年人，在基督教電台一個節目

中，講述自己的故事：他一直都有很多不

當的行為。有一次收聽電台的節目，聽到

有關耶穌出生、傳福音及至死亡和復活的

事蹟後，便慢慢認識主耶穌，頓時感到心

內有一份不可言喻的平安，之後過著和諧

的生活。但若干年後，由於生活起了變

化，事事都不如意，雖然不斷禱告，但感

到沒有得到主的回應，於是在憤怒之餘便

不再祈禱，從此更誓言再不相信天主。以

後的日子，朋友們相繼遠離他，使他倍感

孤獨無助，心內更感徬徨。在一個寧靜的

晚上，他突然再次祈禱，向天主祈求，向

天主懺悔，懊惱自己所犯下的錯誤，更祈

求天主再重臨他的心中。就在此刻，他突

然感到有一份無可解釋的平安重臨心內，

他知道天主再一次活於他的生命裏，再次

臨現每

日的生

活中！ 

其 實 ，

很 多 人

都 會 像

這 年 青

人 ， 因

著 自 己

的性情，如頑強的固執、人性的自私、以

及本性的無知，去拒絕愛天主。然而，這

時天主更像一個溫婉的母親，把犯錯的孩

子帶返正途一樣。我們每人都背負着生命

中不同的十字架，這十字架正是天主給我

們種種的考驗，祇要我們時常祈禱、默想、

祈求天主的指引，無可置疑祂一定與我們

時刻同在呢！✢✢✢ 

信賴天主        田雅超神父 

有很多人會懷疑：「既然我們相信祇要我們能

多祈禱，天主一定會聆聽和給我們指引，但

為什麼所有的問題和痛苦都在纏繞不休，天

主是否真的聽到我們恆常的禱告呢？」我們

要知道每人的生命中，或多或少都會有某程

度的困難和痛苦，但祇要我們知道天主一直

都陪伴着我們，給予我們無形的鼓勵、力

量，使我們充滿信心地去繼續前往，定能衝

破任何障礙！ 

回顧聖母瑪利亞的一生，從孕育耶穌，流亡

及至耶穌死亡，她從來沒有抗拒、沒有埋

怨，祇全心信賴天主，全心配合和實行天主

的旨意。 

如果我們在生活中有不如意或困惑時，身邊

的好朋友會是我們的仗賴和支柱，他們會給

你鼓勵，引導你去擴闊你對事物的視野，開

解你的不安和困惑，更無論任何時候都會在

的身旁扶你一把。而這時天主就是活像這個

好友，祂更是時刻都在，無論晨曦暮黑，陰

晴圓缺，祂都伴着我們。雖然我們都有着不

同的困惑，感覺到單靠祈禱也未必能立刻解

決困局，但其實天主一直都在我們身旁及悄

悄的給予我們無窮的力量和智慧，更加上牢

固不摧的信德，亦同時效法聖母的無比堅忍，

相信無論任何事情，最終都可得到圓滿解決，

踏上平安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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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CCC Welcome Party迎新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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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祭時間 Mass Times 

主日：上午十一時 Sundays 11:00am 

 

COV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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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小巴接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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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時半有義務車隊接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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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助理 Pastoral Assistant 

Sister Bernadette Cheng 

鄭嫄修女（ 03）9836 0220 

會⻑ President 

Anthony Li 李世元  0409 858 203 

副會⻑ Vice-President 

Derek Luh  呂律和  0411 595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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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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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Jul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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