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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們親友回顧他們一生的悼詞中，對他們的一
生都加深了了解。

最近參加了兩個朋友的喪禮，第一個是 Bishop
Deakin，第二個是趙占美兄弟。

Bishop Deakin 一生服務教會及牧民，尤其是對少
數族裔，包括原著民，東帝汶人及我們中國人，
他更加不遺餘力。也就是由於這份對公
平，公義的執著，有時更不惜情面，說
出一些不為所有人接納的話語。他這份
為不公平而發聲的意志，鼓舞着他的一
生。我有幸在他晚年與他多接觸，知道
他一直關心和照顧着一些戀童癖的神父，
他這份對弱勢社群的愛，更是值得人敬
佩。
趙占美兄弟，我並不可算太認識，他只
是透過教會才認識的朋友。但在喪禮時，
當他的好友回顧他們的友情時說：他是
一個名厨，但他卻不嗜賭，不酗酒，並
且常在休息時勸朋友去聖堂。在家是一
個好丈夫，好父親，對家人的愛更是至
深至切。在社會上，他還積極參與慈善
的厨藝表演活動。
他們兩人的一生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鼓舞，
就是他們都能好好使用上主給他們的塔
冷通，用聖神在他們心中放下的靈火，
燃燒盡自己的生命，在人前發亮着基督
的光，將天父的愛帶给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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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記 Joselito 蒙席 (Reverend Monsignor Joselito Cerna Asis) 探訪我們
Catherine
墨爾本教區專職各民族團體的主教代表
Joselito 蒙席於十月九日探訪我們，除了主持
當天的彌撒，更於其後與執行委員會及牧民
委員會的成員在神父樓共進簡單午餐。

You』的德文出處，其實有『記得』’remember’
之意，蒙席更補上是天主先記得我們、施恩
予我們 ，我 們感 受到 天主的 恩惠 才懂 得說
『多謝』。 說實在的，聖經中多次論及『天
主想起了』人，如辣黑耳（創 30:22）、及與
人所結的盟約 （肋 26:42），教會日課中的
「讚主曲」及「聖母謝主曲」 提醒我們天主
如何常常記著我們，我們能不感恩焉！

蒙席平易近人，當被問及自己的鐸職時，毫
不遲疑地告訴我們，他來自菲律賓其中一個
教區，晉鐸三十五年，曾協助主教照顧司鐸
議會及在菲律賓主教團任職秘書，八年前外
借到墨爾本照顧菲律賓團體，更獲任命照顧
各民族團體。蒙席更笑言希望六十五歲退休
時可以放下行政工作而專心牧民。
蒙席關心團體，問我們的目標是什
麼及其優次，他留意到我們的團體
禱文，除了認同我們的方向，更鼓
勵我們外展及與堂區融和。蒙席更
提到教區的發展，例如『踏上褔音
之道--重新以褔傳為本地教會之使
命』 (Take the Way of the Gospel –
Re-imagining our Local Church as
Mission Communities)，詳情請參考
教區網址。
記得蒙席在彌撒講道時以「被耶穌
治癒十人中之一個癩病人，立刻回
來向耶穌道謝」，說英文『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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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 Weekend

解。作為組長的我，感受到自己是如何
渺小，因為每一個參加者的轉化，往往
是估計不到，想像不到的! 相信這就是天
主計劃的美麗。

Alfred Ho

隨著科技發達，人與人之間關係反而越
來越難建立，加上現代人生活節奏急速，
大家在做每件事都先去量化成果，再衡
量應否投入時間去實行，可是這都不是
天主所計劃的。

聖詠 91 ：11 - 因為他必為你委派自己的
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條道路上保護你。

剛剛上星期的 Alpha Weekend，給予各組
員一次機會，放下平常沉重的工作、憂
慮和事務，享受大自然的美，不需要量
化什麼成果，和周邊的組員建立更深厚
的關係。雖然討論的題目不是這麼容易
分享，但 Alpha 就是一個平台，給予我們
機會隨意、隨心分享我們所看到的、所
感受到的。
經過一天的活動，看到大家身、心、靈
都得到補充，大家彼此又有深一層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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