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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慕爾紀上3: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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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二 致格林多人前書6:13-15,17-20

我，我在這裡。」厄里於是明白，是上

弟兄姊妹們：
人 的 身 體 不 是 為 了淫 亂 ， 而 是為 了
主；主也是為了身體。天主既使主復活
了 ， 他 也 要 以 自 己 的 能 力 ， 使 我 們復
活。
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
體嗎？那與主結合的，便是與他成為一
神。
你們務要遠避邪淫。人無論犯的是什
麼罪，都是在身體以外；但是，那犯邪
淫的，卻是冒犯自己的身體。
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神
的 宮 殿 嗎 ？ 這 聖 神 是 你 們 從 天 主 領受
的，住在你們內，而你們已不是屬於自
己的了！你們原是用高價買回來的，所
以，務要用你們的身體光榮天主。

主叫了這少年，便對撒慕爾說：「去睡

—上主的話

撒慕爾在安放天主約櫃的上主殿內睡
覺。
那時，上主召叫說：「撒慕爾，撒慕
爾！」撒慕爾回答說：「我在這裡！」
就跑到厄里面前說：「你叫了我，我在
這裡。」厄里說：「我沒有叫你，回去
睡吧！」他就回去睡了。

上主又叫撒慕爾；撒慕爾起來，走到
厄 里 那 裡 ， 說 ： 「 你 叫 了 我 ， 我 在這
裡。」厄里對他說：「我兒，我沒有叫
你 ， 回 去 睡 吧 ！ 」 撒 慕 爾 不 知 道 是上
主，因為上主的話，尚未啟示給他。
上主第三次又叫了撒慕爾；撒慕爾起
來 ， 又 走 到 厄 里 那 裡 ， 說 ： 「 你 叫了

吧 ！ 如 果 有 人 再 叫 你 ， 你 就 回 答 說：

福音前歡呼

聽。』」撒慕爾就回去，仍睡在原處。

領：亞肋路亞。眾：亞肋路亞。
領 ： 上 主 ！ 請 發 言 ， 你 的 僕 人 在 此靜
聽。主！唯你有永生的話。
眾：亞肋路亞。

「 撒 慕 爾 ， 撒 慕 爾 ！ 」 撒 慕 爾 便 回答
說：「上主，請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

又再次跳脫馬爾谷福音，而選自若望
福音第一章35-42節，這段經文屬於
一個更大的經文脈絡：「耶穌召收首
批門徒」（若一35-51）。若望所報
導的耶穌召收門徒的故事，和對觀福
音的記載明顯地不同。對觀福音中的
耶穌主動召叫門徒（參閱：谷一1620），但在若望福音中，門徒們都
是經過別人介紹而和耶穌相遇（其中
只有斐理伯是唯一的例外：若一
43）。這個特徵在今天的福音表現
得十分清楚：先是兩位若翰的門徒經
由師父的見證而跟隨耶穌，其中一人
又將耶穌介紹給他的兄弟。

『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
上主走近，像前幾次一樣召叫說：

禮儀年乙年第二主日的福音選讀

從這段短短的福音經文，我們可

聽。」

以歸納出一個人成為耶穌的門徒的過
程：先經由他人「介紹」，接著自己
「尋找」，耶穌邀請尋找者「來」到
祂那裡，「看看」耶穌的生活，經由

具體和耶穌「相遇」的經驗，終於

撒慕爾漸漸長大；上主與他同在，使
他所說的一切話，沒有一句落空。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40

【答】：我的天主，看，我已來到！我
樂意奉行你的旨意。

我懇切期待上主，他便垂聽了我的
哀訴。他使我口唱新歌，讚美我們
的天主。
犧牲與素祭已非你所喜，你就開了
我的耳朵；全燔祭以及贖罪祭，也
非你所要。於是我說：「看，我已
來到！」
關於我，書卷上已有記載：我的天

主，我樂意承行你的旨意；你的法
律常在我心中。
在盛大的集會中，我宣揚了你的正
義 ； 看， 我並 沒有 閉口 不言 ；上
主，你全知悉。

福音

聖若望福音1:35-42
那時候，若翰和他的兩個門徒，站在
那裡；若翰看見耶穌走過，便注視著耶
穌，說：「看，天主的羔羊！」那兩個
門徒聽見若翰說這話，便跟隨了耶穌。
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便問他
們說：「你們找什麼？」
他 們 回 答 說 ： 「 辣 彼 ！——意 即 師
父——你住在那裡？」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來看看吧！」
於是他們去了，看見了耶穌住的地方；
就在那天，在耶穌那裡住下。那時，大
約是第十時辰。
西滿伯多祿的哥哥安德肋，就是聽了
若翰的話，而跟隨了耶穌的那兩人中的
一個，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滿，並
向他說：「我們找到了默西亞（意即基
督）。」於是帶他到耶穌面前。
耶穌注視著他，說：「你是若望的兒
子 西 滿 ， 你 要 叫 『 刻 法 』 （ 意 即 伯多
祿）。」
—上主的話

「達到信仰」的肯定，最後再自發地
「為信仰作證」，或被耶穌派遣去
「傳揚福音」。這大概是若望團體共
同的經驗，他們在比較小的團體範圍
中宣傳福音，同時也準備好自己接受
邀請，此二者都是必須的，其最終的
目標則是「看見基督」。
若一35-51的經 文中 ， 出 現許 多
命令式的語氣，例如：「你跟隨我
吧 ！ 」 （43） 或 「 你 們 來 看 看
吧！」（39）這些命令語句其實已
超越經文層面，直接對讀者說話，
要求讀者和故事中的人物一樣地做
出回應。馬丁路德曾說：「從耶穌
開始宣講，天國就因此而打開了，
並且從此便一直開著，從未關
閉。」基督徒不但自己努力進入天
國，也有責任不斷地引人一起進
入。
http://www.ccreadbible.org

天主教聖莫尼加堂
Corner Church Street and North Rocks Road, North Parramatta
彌撒時間：

英文﹕星期六 - 下午5時；星期日 - 上午9時及下午6時

平日彌撒：

星期二至五上午9時15分

明供聖體：

逢星期五上午9時15分彌撒後至12時正

修和聖事：

逢星期六下午4時至4時40分或按教友要求

婚配聖事：

請於婚配日期前至少12個月與本堂神父聯絡

聖洗聖事：

每月第一個主日，需與本堂神父預約並在聖洗前準備妥當

本堂神父：

Fr Reginaldo Lavilla

地址：

8 Daking Street, North Parramatta, 2151

辦公時間：

星期二至五 - 上午9時至下午3時

華人專職司鐸：

莫靖龍神父

電話﹕9630 1951

粵語﹕上午11時30分

電郵﹕stmonicanp@bigpond.com

電郵﹕lfmontano@bigpond.com

FEAST DAYS & COMMEMORATIONS
January 17th Anthony
January 19th Day of Penance
January 13th St Hilary

信仰重溫
牧民處的信仰重溫聚會由一月十四日開始每個主日上午十時十五分在教員室舉行。每星期日都會播放不同的短片。有粵
語旁白。 歡迎兄弟姊妹參加，也邀請你們的朋友一起同來。
14/1 快樂的福傳者：恩保德神父

21/1 關俊棠神父：同建地上天國
28/1 另一片天空 - 陳美琪
4/2

兩種幸福 The Lepers' Companions

11/2 聖高比──集中營裡的愛與希望

農曆新年團拜聚餐
牧民處將會舉行農曆新年團拜聚餐，共慶主恩。歡迎各位闔家出席。
日期﹨時間﹕2018 年 2 月 18 日(農曆年初三)星期日晚上七時開始(七時半入席)
地點:囍鳳臺中菜酒家(可自携紅酒﹨白酒，免收開瓶費) Shop 4070 Westfield Parramatta Shopping Centre, 159
-175 Church Street, Parramatta
下午 7:00 後進入商場的停車場，費用全免。
餐券每位:成人$50，領退休金人士/青年十八嵗或以下$40，小童十二嵗或以下$25。
餐卷將在 1 月 28 日開始發售。
查詢: Albert Yuen 0425 350 765

Christian Meditation

Starting on 2 February weekly on Fridays, 7-8 pm sharp, at St Monica’s Meeting Room. Meditation is
contemplative prayer which will offer you the ‘fruits of the Holy Spirit’ who lives within you. In silence,
stillness and simplicity we will find true peace and love. For furthe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team
leader: Patricia Brown, 0418 406 661 or email: pabrown02@gmail.com

Communion Service on Weekdays

23rd of January to the 26th January. Regular weekday masses on dates not indicated.

教宗方濟各主顯節講道
教宗主持主顯節彌撒：我們要跟隨耶
穌的星，而非轉瞬即逝的流星
（梵蒂岡電台訊）教宗方濟各元月 6 日主顯節上

午在聖伯多祿大殿主持隆重彌撒，慶祝佳節。教宗
指出，主耶穌今天彰顯自己，讓萬民看到祂的光芒
和救恩。我們應效法朝拜耶穌的賢士們，能夠看到
指向耶穌那顆星，朝向祂行走並向祂奉獻禮物。
本節日的福音記述賢士們隨著他們在東方所見到的

那顆星行走，

然而，在今日生活中，人們更容易看到空洞事物的
光亮，追求“成就、金錢、事業、名譽，以及享
樂”。這些都是轉瞬即逝的“流星”，“一時閃
爍，卻快速爆裂”，不但無法指引方向，還會偏離
方向。
教宗接著指出，耶穌的星也要求我們行走。“跟隨
耶穌不是一種需要遵守的文雅禮節，而是一種需要
體驗的出走”，要求我們“開始行進，勇於冒風
險，放下無用的負擔和繁文縟節”，接納“在安逸
生活的地圖上沒有標出的意外情況”。“耶穌要求
很高，祂建議尋求祂的人要離開塵世舒適的沙發和
讓自己感到溫暖的壁爐”。

在找到了聖嬰

經過長途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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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耶穌的
門徒該當在這

我們可能會詢
問，“為什麽只是賢士們看到了星呢？”教宗解釋
道，那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時常滿足於朝地上
看”，而不去“舉目望天”。賢士們卻不滿足於

“勉強度日”和“隨風飄蕩”，而是“直覺到需要
有一個遠大目標，才能真正地活著”。他們因此
“舉目向上看”。
可是，我們又會問自己，“在那些舉目望天的人當
中，為什麽許多其他的人沒有跟隨那星呢？”教宗

說，也許那不是一顆顯眼的星，而是剛剛“出現”
的一顆星。“耶穌的星並不總是閃亮，但總是臨
在：祂牽著你的手，在生命中與你相伴。”

不求回報的視
野上下功夫。“即使沒有任何人請求我們，即使我
們分文不賺，即使我們不喜愛，也應行善而不計較
得失”。
“向耶穌獻上一份不求回報的禮物，就是照顧一個
病人、為一個難以相處的人花費時間、幫助一個不
被注意的人，以及寬恕得罪我們的人。這些都是不
求回報的禮物，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不可缺少。”
教宗最後請信友們為年長者和孤獨的人祈禱，為受
到迫害的基督徒祈禱。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8/01/06/教宗主持主顯節彌撒

Second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B

This week, we have the last two reflections from
our ACYF participants. On behalf of the ACYF
group from St Monica’s, we thank the St
Monica’s Parish and Chaplaincy for their
sponsorship and support of this event.
Lawrence K

The
Australian
Catholic
Youth
Festival
was
a
fantastic experience - it was
great to spend three days
surrounded by like-minded
youths. The talks were all
highly informative, although
there was quite a struggle to
try and fit ourselves into the
audience for some of the
events. The events in Qudos
Bank
Arena
were
spectaculars which made me feel like I had
become deaf for a few minutes – imagine 19,000
people screaming and singing their hearts out
while a live band plays. The absolute highlight of
the festival was meeting Matt Maher – someone
whose songs I have been playing for over 10
years. Music is a large part of my faith as I feel a
very strong connection with God whenever I play
Christian music, so naturally meeting the writer
of some of my favourite songs was obviously a
pivotal moment. Throughout all three days, we
practically followed him around to every event,
which ended with a selfie with the man himself!
Another great experience that I had was running
into practically every Catholic I knew from
Sydney and then some. It was as if they were
hiding in all the buildings and different venues to
surprise my every other hour. Just as much it
was surprising to see how many schools were
attending the festival. The amoun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really added an amazing energy into
the atmosphere and made everything a lot
rowdier.
Finally, the grand message from the festival was
to ‘open new horizons to spread joy’ – I feel that
is important that we try to maintain a spirit of
joy in the Church. Even when we are no longer
young, the sense of joy will keep our hearts
youthful and help us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to
those around us. They say laughter is infectious,
so why can’t we do the same with the joy in our
hearts?

14th January 2018

Hazel W
From December 7th- 9th 2017,
I attended my first Australian
Catholic Youth Festival with a
small group from St Monica’s.
Throughout these 3 days, I
was exposed to the nature of
the Church’s teachings and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our
Catholic faith in society,
particularly youths. The theme
of “Opening new horizons for
spreading joy” truly resonated
with me especially during the Plenary sessions,
where everyone gathered to not only praise and
worship, but also to reflect and pray on God’s
actions and our vocation in life. Witnessing over
thousands of people in one stadium made me
realise the massive scale of the youth
community in which I was part of; students from
all across Australia had travelled down to Sydney
to attend this extraordinary event, each one of
us sharing a common goal: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o boldly engage and
deepen with our faith, spreading the good news
across the world. Hearing the different Bishops
talk throughout the Plenary challenged the
solidity of my own faith and led me to reflect on
my actions and reaffirmed my belief in Jesus.
The Pilgrimage and closing Mass on Saturday 9 th
was definitely one of the highlights. Although the
hot weather left us flustered and tired, we
reached our final destination: The Domain,
where the whole community spread out on picnic
blankets to witness the last milestone in the
festival. With Archbishop Anthony Fisher
stressing the need for the Catholic youth
community to come forward and by placing his
trust and faith in so many young boys and girls
before him, knowing they would continue to
evangelise and grow Catholicism, it made me
feel extremely proud to be a Catholic and how
happy I am to be living in God’s light.
Throughout this whole eye-opening experience, I
have been able to reconnect with Jesus despite
feeling a sense of distance and wariness about
my faith in the p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