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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道而馳         田雅超神父 

最近隨着世界的疫情稍為緩和，各國都急不

及待地開放入境條例以便改善下滑的國內經

濟和民生，團體內的弟兄姊妹們亦有不少趕

着回港探望幾年沒聚的親友，但亦有姊妹在

啓程前不幸染上疫症而被迫放棄，這突然而

來的阻滞當然會不甚開心，但亦有些弟兄姊

妹在澳洲時一直相安無事，反而回港後在不

知情的情況下染疫，還要被隔離十多日，使

這原本開心的假期失了預算因而蒙上些污點。 

聖母瑪利亞婚前應也遐想將會有着像普通人

的家庭一樣，相夫教子，生兒育女，何曾會

想到她就是被天主揀選為「天主之母」的那

一位？她就是全心想着如果是天主的「旨意」

便「成就」吧，全心全意地交托!  

有些人在疫情時雖然決意出外旅行，但亦不

斷被疫情的演變而被迫不斷退票，如果我們

為自己的行徑而執意實行，而沒有關注天主

其實暗地裹已給我們妥善安排了最好的，那

麽結果祇有弄巧反拙，因為與天主的旨意背

道而馳，祇有使我們碰得焦頭爛額，鬧出很

多不如意的事來，何不追隨聖母的芳德，

「願照祢的話給我成就吧」! 

徹底的信賴          田雅超神父 

很多年前，北角那邊有一座幾層高的樓房發

生了火災，由地下首先起火，而有一個居住

在四樓的家庭很快便逃下來，剛以為全家已

經脫離險境之際，便驚覺四歲的孩兒還留在

上面，那時消防員來到時，小孩的救命聲已

不停在上面叫喊着，雖然消防員已很快地打

開氣墊着小孩跳下來，但小孩一直猶豫不敢

往下跳，這時火舌已不斷上升，消防員祇有

叫孩子的爸爸着他跳下來，當小孩聽到爸爸

的叫聲，一點也不猶疑，一躍而下！因為在

孩子的心中，祇有爸爸才是他可信賴的人。 

環看世界現在

到處都是「火

焰」處處，不

明解的殺人，

戰爭，不停變

異的疫情，人

與人之間的紛

亂，層出不

窮，誰又可以在這時獨善其身？我們每一個

人總有一天會離開，但祇要我們像那小孩一

樣，全心交托和信賴我們天上的父親，因為

祇有祂才是我們的依靠和徹底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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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得「真」福      Emerald 

大 病 初 癒 ， 出 院 幾 天 我 有 幸 可 以 回 到 團 體

CCCM  參與主日感恩祭，也碰巧當天是大年初

一的團拜日子。誰說天主不是每天每刻都在對

我們說話呢？這天的福音也正正是「真福八

端」。我內心不禁再三呼叫多次：亞肋路亞！ 

經歷這次的生病，我心存無限感恩。完全臣服

於我主對我的瞭若指掌，所以才在我生命安排

這一切的旨意！而且我和家人也有幸看到天主

因著我這次經歷是為了讓我們得到更多更好的

「真」福： 

《家庭》我不得不

承認，在一切發生

之前，家人各顧各

的工作學習，實在

也沒有太多交流的

空間。反而我生病

之後，和先生小孩

們 相 處 的 時 間 多

了，而且大概在心

理層面上大家也產

生了一些變化，所

以大家的相處也變

得 比 較 親 切 。 而

且，現在我實在也變成暫時要被照顧的角色，

所以家裡的各人也是被迫一下子要學習成長起

來，這大概也是一個因禍得福吧！ 

《健康》和許多同齡的朋友一樣，我一直都不

太注重自己的飲食習慣和健康狀況。因為工作

壓力，早午晚餐大概都是匆忙解決，而且也不

會注重飲食。而作息就更不用說，睡覺不定時

或不足，休息質素不好。經此一役，好了，我

都要完全從新開始調整下來了。  

《工作》正值中年，過去十多年我一直都是沒

有想過在事業上停下腳步，就算這次動手術，

也只是作了一個小休的準備，也並沒有想過要

完全「停頓」。不過，只有天主有真正的計劃

和旨意。這次讓我不得不完全停下來，而且就

算往後復工，工作的步伐大概也必須要重新調

整，不能再像之前一樣了。不過，我也是真心

的很感恩主讓我有平安去準備接納往後的挑戰。 

《物質》在生病這段時間，我大概最擔憂的或

許就是經濟方面的壓力。然而，我的天主連天

上的飛鳥都會照料（路 12:24），又豈會置我於

不顧呢？雖然過去這一個月我家真是經歷了一

波又一波的「驚濤駭浪」，但也總算有驚無險，

也更讓我們相信天主定會照料，「所以你們不

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一天

的苦足夠一天受的了。」（瑪 6:34） 

《團體》以往與教會團體的關係，大概可以說

是「君子之交」。坦白一點，我認為有用心，

但未夠愛。但這次生病之後，我驚訝於我們團

體，特別是我查經小組每一位成員的那份關愛

和熱心，都像親人般對我一家的照顧和慰問，

讓我深深感受到在主內那一份獨特的親厚。當

然一開始我和先生

是有一點不太好意

思，不過有姊妹分

享能夠照顧和被照

顧都是同樣的福氣，

大概也是天主的恩

賜，那麼我們也就

欣然接受了家人一

般的祝福了。而我

們團體內也有其他

不同的天使，也紛

紛主動的表達了對

我的慰問和提供幫

助，我也是衷心的感激大家。 

《耐性》熟悉我的人，大概都知道我一直是比

較急性子。經此一役，我是想再急也急不來的

了，凡事都要有耐性。重新學習等待，學習聆

聽，學習安靜。說話急不了，大聲不了，處理

事情都不能同時幾件，必須先後有序。也要學

習懂得/放下/放慢/放鬆，反正就是知道自己有

限，做不到就𣎴要勉強。 

《信心》沒有這次生病的經歷，我信我主嗎？

我會信，但只有主知道深不深。現在，深嗎？

我不敢妄言，也只有主知道。但我相信祂俯聽

和應允我的一切禱告。我也感恩祂一切的旨意，

亦完全相信祂一切的安排為我是最好的和最恰

當的就夠了。 

《平靜》在醫院留醫的一天下午，我望著窗外

蔚藍的天空，心裡有著一生人前所未有過內心

深處的一股寧靜感覺，那一刻天主讓我很貼近

「平安」那一份感覺。而自此我便深深記住這

份平靜，也讓自己盡量保持著天主的這份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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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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祭時間 Mass Times 
主日：上午十一時 Sundays 11:00am 
平日：星期二，四 及 五 ，  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Weekdays: Tuesdays, Thursdays, Fridays at 9:4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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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al 
Hokkaido Baked Cheese 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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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Forthcoming activities 

5 Feb  Young Shoots orientation (after mass) 
14 Feb  Smart Loving Marriage course starts 
(Feb-Aug every Tuesday evening) 
19 Feb  Alpha Program Launch afternoon tea 
22 Feb  Ash Wednesday (8pm) 
24 Feb  Stations of the Cross (each Friday 
evening during Lent) 
26 Feb  Year of Evangelisation Launch (after 
mass) 
18 Mar  Extraordinary Minister Training 
19 Mar  Archdiocese ‘Walk with Mary’ (To 
Be Confirmed) 
20 Mar  Anointment for the Elderly and Sick, 
followed by lunch gathering 
31 Mar  Lent Penitential Service (8pm) 

2 月 5 日 幼苗組迎新（彌撒後） 

2 月 14 日 *關懷互愛的婚姻* 課程（2 月 - 

8 月，每週二晚上） 

2 月 19 日 *啟發*發佈會 下午茶 

2 月 22 日 星期三聖灰日（晚上 8 時） 

2 月 24 日 拜苦路（四旬期間每個星期五

晚上） 

2 月 26 日 福傳年開展 （彌撒後） 

3 月 18 日 送聖體員培訓 

3 月 19 日 總教區*與聖母同行*（待定） 

3 月 20 日 為長者和病人傅油，然後是午

餐聚會 

3 月 31 日 四旬期懺悔禮儀（晚上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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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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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ruary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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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