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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三主日(乙年)
讀經一

約納先知書3:1-5,10

上主的話再次傳給約納說：
「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向他
們宣告我曉諭你的事。」約納便
依從上主的話，起身去了尼尼
微。
尼尼微在天主前是一座大城，
需要三天的行程。約納開始進
城，行了一天的路程，宣布說：
「還有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毀滅

2018年1月21日

讀經二 致格林多人前書7:29-31
弟兄姊妹們：
我對你們說：時間是短促的。
今後有妻子的，要像沒有一
樣；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歡
樂的，要像不歡樂的；購買的，
要像一無所得的；享用這世界
的，要像不享用的。
因為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
去。
—上主的話

了。」
尼尼微人便信仰了天主，立即

福音前歡呼

宣布禁食，從大到小，都身披苦

領：亞肋路亞。眾：亞肋路亞。

衣。

領：天主的國臨近了，你們悔

天主看到尼尼微人所行的事，
看到他們離開了自己的邪路，於

改，信從福音吧！
眾：亞肋路亞。

是憐憫他們，不將已宣布的災
福音

禍，降在他們身上。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25
【答】：上主，求你教訓我履行
你的道路。
上主，求你使我認識你的法
度，並求你教訓我履行你的
道路；引我進入真理之途。
我終日仰望你，因你是救我
的天主。
上主，求你記起你的仁慈，
因為你的慈愛，由亙古以
來，就常存在。上主，求你
按照你的仁慈和良善，紀念
我。
因為上主仁慈又正直，常領
迷途者歸回正路，引導謙卑
者遵守正義，教導善良者走
入正途。

聖馬爾谷福音1:14-20

若翰被監禁後，耶穌來到加里

肋亞，宣講天主的福音，說：
「時期已滿，天主的國臨近了，
你們悔改，信從福音吧！」
當耶穌沿著加里肋亞海行走
時，看見西滿和西滿的兄弟安德
肋，在海裡撒網；他們原是漁

夫。耶穌向他們說：「來跟隨
我！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
夫。」他們便立刻丟下網，跟隨
了耶穌。
耶穌向前行了不遠，看見載伯
德的兒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

望，正在船上修網。耶穌於是立
即召叫他們；他們就把自己的父
親載伯德和傭工們，撇在船上，
跟隨了耶穌。
—上主的話

這個福音的內容就是「時期已
滿，天主的國臨近了」。「時期」
是指天主所設定的時辰，就是末世
性天國來到的時辰。如今這個時辰
來到了，耶穌的公開出現就是這個
時期達到圓滿的記號，天國隨著耶
穌的出現、並且經由耶穌而漸漸實
現。人們在耶穌的話語和行動上，
認出祂就是默西亞性的喜訊傳報者
（依五二7），這個喜訊就是天主的
國業已臨近。藉著耶穌基督並且在
祂內，天國在這個會消逝的世界中
得到了一個新的基礎，這正是耶穌
的使命的最終意義。
天國的喜訊是白白的恩賜，卻不
強迫人接受。福音要求人自由的接
受，而接受福音的具體表現是悔改
與信從。福音的基礎建基在悔改與
信從之上，意思是克服一切使人遠
離天主的罪過，並在信仰中將自己
轉向祂的許諾。耶穌的宣講對一切
人開放，人有自由面對這個訊息做
出反應，悔改並信從福音的人必得
看見天國。福音作者藉著耶穌的
「福傳宣言」（一15），預先展望
了耶穌將進行的工作，亦即祂的宣
講和行動所表達的整體性救援。
福音作者介紹耶穌展開公開生活
的情形，並以耶穌自己的口說出祂
的使命。耶穌出現是為了宣講天
國，谷一15說出整個宣講計畫。這
段經文雖然極為精簡，卻含蓋了基
督信仰最重要的概念：「時期已
滿」、「天國臨近」、「悔改」、
「信從福音」。為使「天主的福
音」在歷史中完全實現，耶穌需要
合作者，因此祂從一開始就召叫門
徒跟隨祂，最早被召叫的門徒立下
了回應耶穌召叫的最佳榜樣，成為
後世一切基督徒效法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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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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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主日學將於二月四日復課，並於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在禮堂接受報名。
Sunday School will resume on 4 Feb, enrolment will start on 28 Jan at 11:00 am in the Hall.

牧民處聖堂清潔日
每月第四個星期五早午10時45分下次為1月26日。
Chinese Chaplaincy Church Cleaning Day is set on 4 th Friday of each month. This month’s cleaning day
falls on Friday 26 January after communion service.

慶祝聖保祿宗徒歸化(25/1)及澳洲日(26/1)彌撒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為聖保祿宗徒歸化慶日，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為澳洲日。彌撒將於早上九時十五分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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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主持世界移民與難民日彌撒：

教宗接見駐梵外交官呼籲推動和平與裁軍
公教報刊登日期: 2018.01.12

拒絕與他人相遇是個罪

（梵蒂岡電台訊）教宗方濟各一月八日在梵蒂岡皇宮大廳
（梵蒂岡電台訊）教宗方
濟各元月14日上午10點

接見駐聖座外交使團，互賀新年。他呼籲各國推動和平與
裁軍。

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為

教宗在演講中以維護生命及促進和平為主題，他指各國應

第104屆世界移民與難民

當尋求並維護和平，它直接涉及裁軍問題。聖座目前與一

日主持彌撒。教宗鼓勵移

百八十五個國家締結邦交，其中包括去年五月建交的緬

民和當地團體「彼此代

甸。

禱」，不論這些移民是

教宗指出，今年是聯合國發表《人權宣言》七十周年，

「初來乍到、已定居一段

「對聖座而言，談人權首先意味著重申人性尊嚴的中心地

時日」、或是「所謂的第二代」。
來自49個國家的9千名移民、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參加了這

位，因為人是天主的肖像」，因此，提倡人權就是要「推
倒那些分隔人類家庭的圍牆」，促進人的整體發展。

台彌撒，他們穿著傳統服飾，帶著祖國國旗，演奏傳統樂

不過，教宗指多年來尤其是繼一九六八年的社會動蕩之

曲，給彌撒增添色彩。今年世界移民與難民日的主題是

後，各方逐漸更改對一些權利的詮釋，納入各樣「時常相

「接納、保護、促進和融入移民與難民」。教宗省思道，

互對立的」新權利，「這種做法未能促進各國之間的友好

敲響我們門扉的外地人是「與耶穌相遇的良機」；這與耶

關係」，而其危險亦在於強者和富者能假借人權的名義，

穌的真實相遇是「救恩之源」，我們應該將救恩「傳揚並

建立現代新的意識形態殖民主義，危害窮人和弱小者。

帶給所有的人」。

教宗指許多基本權利「至今仍受到侵犯」，首先是生命

教宗指出，進入他人的文化，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包括

那些思想和經驗與我們截然不同的人，並非一件容易的
事。因此，我們經常「拒絕與他人相遇，高築自我防衛的
藩籬」。當地團體「害怕新來者會擾亂固有的秩序，『竊
取』辛苦建設的成果」。同樣地，新來者也害怕「對峙、
判斷、歧視和失敗」。
「這些恐懼合情合理，立基於人性觀點可完全理解的疑
慮。心懷疑慮和擔憂不是個罪。罪是任由這些恐懼來決定

我們的回應，限制我們的選擇，危害尊重與慷慨，助長仇
恨和拒絕；罪是拒絕與他人相遇，與異己者相遇、與近人
相遇。事實上，這些相遇正是與上主相遇的絕佳良機。」
在當天選讀的福音中，耶穌對若翰的兩個門徒說：「你們
來看看吧！」（若一39）教宗表明，「耶穌今天也向我們
所有的人，包括當地團體和新來者，發出這份邀請，鼓勵

權、自由權等不可被侵犯的權利」，而面對戰爭邏輯，生
命權也與努力促進和平息息相關，因為「沒有和平，人的
整體發展就無法實現」，因此，尋求和平是「促進發展的
先決條件」，這要求眾人「對抗不義，以非暴力方式剷除
那些導致戰爭的原因」。
沒有和平 沒有發展
聯合國去年月七日簽署《禁止核武器條約》，聖座亦予以
簽署。教宗強調，聖座堅信「不能以訴諸武力的方式解決
民族爭端」，而要透過談判之道；「任何支持朝鮮半島的
努力都是至關重要的，以期找到克服對立的新途徑，增進
互信，確保朝鮮人民以至整個世界享有和平的未來」。
此外，教宗呼籲國際社會保護敘利亞少數宗教團體，包括
世代在當地生活並作貢獻的基督徒，幫助他們返回故鄉。
關注中東和平局勢

我們克服恐懼，好能與他人相遇，接納、認識及承認對

他又指各國同時應促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避免加劇

方」。

對立的情勢」，有關方面應「共同努力尊重耶路撒冷為基

「在今日世界裡，對新來者而言，接納、認識及承認不僅
意味著了解並尊重接納國的法律、文化與傳統，也意味著
理解他們對未來的恐懼和焦慮。對當地團體來說，接納、
認識及承認則意味著毫無成見地向差異的富饒敞開心胸，
明白新來者的潛力、希望、脆弱和擔憂。」

教宗最後總結道：「讓我們將所有移民與難民的希望，以
及接納團體的期盼託付於至聖聖母瑪利亞充滿母愛的轉
禱，祈願我們人人都能奉行愛近人的神聖至高誡命，學習
去愛他人、陌生人，如同我們愛自己一樣。」
http://zht.radiovaticana.va/news/2018/01/15/

督徒、猶太教徒和穆斯林聖城的現況」。
關於家庭和移民問題，教宗提及聯合國準備於今年批准的
兩項全球盟約，即《全球難民協議》和《安全、正規和有
秩序的移民協議》，他籲請各國善待移民和難民，並幫助
他們融入當地社會。
教宗強調，聖座並不干預各國的決定，而是希望喚醒「人

道和友愛的原則，它們是建設每個和睦和諧社會的基
礎」；各方也不應忘記「與宗教團體互動」的重要，並當
謹記人權也包括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以及改變
宗教的自由」。
http://kkp.org.hk/node/16077

Third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B

21st January 2018

— “Be careful how you speak, purify your
tongue of offensive words, vulgarity and
worldly decadence.”
— “Heal wounds of the heart with the oil of
forgiveness, forgiving those who have hurt
us and medicating the wounds we have
caused others.”
— “Look after your work, doing it with
enthusiasm, humility, competence, passion
and with a spirit that knows how to thank
the Lord.”
— “Be careful of envy, lust, hatred and
negative feelings that devour our interior
peace and transform us into destroyed and
destructive people.”
As we enter into the new year, Youth Group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a very happy
and spiritual new year. We know that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is new year, everyone
will have their own New Year’s resolutions,
things that they want to accomplish in 2018.
For some, this may be better grades in
school, to exercise more, work harder or to
go to Mass more often.
For Catholics, Pope Francis has suggested
ten New Year’s resolutions for Catholics.
They are as follows:
— “Take care of your spiritual lif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because this is the
backbone of everything we do and
everything we are.”
— “Take care of your family life, giving your
children and loved ones not just money, but
most of all your time, attention and love.”
— “Take care of you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transforming your faith into life and
your words into good works, especially on
behalf of the needy.”

— “Watch out for anger that can lead to
vengeance; for laziness that leads to
existential euthanasia; for pointing the
finger at others, which leads to pride; and
for complaining continually, which leads to
desperation.”
— “Take care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re weaker … the elderly, the sick, the
hungry, the homeless and strangers,
because we will be judged on this.”
— “Make sure your Christmas is about Jesus
and not about shopp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