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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一

列王紀上19:4-8

那時候，先知厄里亞進入曠野，
走了一天的路，來到一棵杜松樹下，
坐下求死，說：「上主啊！現在已經
夠了！收去我的性命吧！因為我並不
如我的祖先好。」以後，他就躺在那
棵杜松樹下，睡著了。
忽然，有位天使拍醒厄里亞，對
他說：「起來，吃吧！」他看了看，
見在他頭的旁邊，有一塊用炭火烤熟
的餅，和一罐水；他吃了喝了，又躺
下睡了。
上主的使者第二次又來，拍醒厄里
亞說：「起來，吃吧！因為你還有一
段很遠的路。」他就起來，吃了，喝
了。厄里亞靠那食物的力量，走了四
十天四十夜，一直到了天主的山曷勒
布。

2018年8月12日

要從你們當中，除掉一切毒辣、
怨恨、憤怒、爭吵、毀謗，以及一切
邪惡；彼此要以良善、仁慈相待，且
要互相寬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內，寬
恕了你們一樣。
所以，你們應該效法天主，如同蒙
受寵愛的兒女一樣；又應該在愛德中
生活，就如基督愛了我們，且為我們
把自己交出，獻於天主，作為馨香的
供物和祭品。

那時候，耶穌說：「我是從天上
降下來的食糧。」
猶太人便對耶穌竊竊私議，說：
「這人不是若瑟的兒子耶穌嗎？他的
父親和母親，不是我們都認識嗎？怎
麼他竟然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呢？」
耶穌回答說：「你們不要彼此竊
竊私議！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
人，誰也不能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
來的，我在末日要叫他復活。先知書
上記載：『眾人都要蒙受天主的訓
誨。』凡接受父的教導而學習的，必
到我這裡來。這不是說有人看見過
父，只有那從天主來的，才看見過
父。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信從的
人，必得永生。
「我是生命的食糧。你們的祖先
在曠野，吃過『瑪納』，卻死了。這
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誰吃了，就
不死。
「 我 是 從天 上 降 下的 、 生活 的 食
糧；誰若吃了這食糧，必要生活，直
到永遠。我所要賜給的食糧，就是我
的肉，為使世界獲得生命。」

這個主日的福音是耶穌「生命之糧」言
論的第二段（若六41-51）。
由於耶穌說祂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
糧」，猶太人因此而對耶穌竊竊私議。舊
約常常出現以色列子民竊竊私議的情況，
尤其是他們在曠野流徙的時代中最為常
見，舊約的作者用這種方式表達以色列子
民不相信天主、或祂所派遣來的先知。由
此看出，這裡群眾竊竊私議的態度，顯示
他們不相信耶穌的話。
耶穌關於自己所做的宣稱是祂的「自
我啟示」，其內容對猶太人而言是完全陌
生的，這個陌生感只有藉著信仰才能克
服。但是信仰的能力唯獨來自天主父的啟
示：「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誰
也不能到我這裡來，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復
活。」這句話聽起來含有「預定論」的色
彩，歷史中的確有不少人因此而主張預定
論。但是，這並非若望福音作者的思想，
因為他立刻藉著耶穌的話，對這個可能的
誤解做出更正，以及進一步的解釋。耶穌
說：「先知書上記載：『眾人都要蒙受天
主的訓誨。』」根據這句先知書上的話，
一切人都要被稱做天主的學生。先知們的
預言現在已經實現了，因為人們可以聽見
耶穌的話，並由此而得到教導。信仰是恩
寵，是一個和耶穌基督密不可分、而且對
一切人開放的恩寵。唯獨耶穌有和天父密
不可分的關係、直接的關係，其他的人都
必須依靠祂，一切人都必須經由祂而得到
教導。聆聽耶穌，就是直接蒙受「天主的
訓誨」，而「由父聽教而學習的，必到耶
穌這裡來。」
這段經文的最後（47-51）再次提起前
面已經出現過的主題，首先是耶穌再次要
求眾人必須相信，說明出於自由的信仰是
得到永生的決定性因素：「我實實在在告
訴你們：信從的人必得永生。」耶穌並且
再次指出「瑪納」和真實的「天上食糧」
之間絕對的不同：瑪納屬於「世上」的層
面，不能夠救人脫離死亡；耶穌屬於「天
上」的層面，祂才是使人得到永遠生命的
食糧。祂說：「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
食糧。」整段談話的重心特別表現在「生
命」和「死亡」兩個極端不同的對立思想：
誰如果吃了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就是
說誰若相信耶穌，就必定要生活直到永
遠，他將不會見到死亡。

—上主的話

http://www.ccreadbible.org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亞肋路亞。
領：主說：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
的食糧；誰若吃了這食糧，必要
生活，直到永遠。
眾：亞肋路亞，亞肋路亞。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34

【答】：請你們體驗，請你們觀看：
上主是何等和藹慈祥！
領：我要時時讚美上主；我的口舌不
斷讚頌上主。願我的心靈，因上
主而自豪。願謙卑的人聽到，也
都歡喜雀躍。【答】
領：請你們同我一起讚揚上主，讓我
們齊聲頌揚他的名字。我尋求了
上主，他俯聽了我的祈求：由我
所受的一切驚惶中，將我救出。
【答】

領：你們瞻仰他，要喜形於色；你們
的面容，絕不會羞愧。卑微人一
呼號，上主立即俯允，並且救拔
他，脫離一切艱辛。【答】
領：在那敬畏上主的人四周，有上主
的天使紮營護守。請你們體驗，
請你們觀看：上主是何等和藹慈
祥！投 奔 他 的 人，真 是 有 福。
【答】

讀經二

致厄弗所人書4:30-5:2

弟兄姊妹們：
你們不要叫天主的聖神憂鬱，因
為你們是在聖神內，受了印證，以等
待那得救的日子。

福音

聖若望福音6:41-51

天主教聖莫尼加堂 St. Monica’s Catholic Parish
Corner Church Street and North Rocks Road, North Parramatta
署理本堂司鐸 /
華人專職司鐸：

林勝文神父

主日彌撒時間：

粵語：星期日上午11時30分
英語：星期六黃昏5時，星期日上午9時、黃昏6時

平日彌撒：

星期二至五上午9時15分［英語，附粵語講道］

明供聖體：

逢星期五上午9時15分彌撒後至10時45分［附修和聖事］

修和聖事：

星期六下午4時至4時45分，每月第三主日上午10時15分至11時，或與林勝文神父預約

病人傅油聖事 /
外送聖體：

請與林勝文神父聯絡 電話﹕9630 1951

婚配聖事：

請於婚配日期前至少12個月與林勝文神父聯絡

嬰孩聖洗聖事：

需與林勝文神父預約並在聖洗前準備妥當

成人聖洗聖事：

必須先參與慕道班(RCIA)，請與林勝文神父聯絡

牧民處地址：

8 Daking Street, North Parramatta, NSW 2151

牧民處辦公時間：

星期二至五 - 上午8時半時至下午2時半

堂區聯絡：

電話﹕9630 1951

電話﹕9630 1951

電郵﹕shingmanlam@gmail.com

電郵﹕shingmanlam@gmail.com

傳真：9630 8738 電郵﹕stmonicanp@bigpond.com

八月份特別彌撒
8 月 15 日（星期三、當守瞻禮）聖母蒙召升天節，聖莫尼加堂早上 9 時 15 分（英語）和晚上 7 時半有英語+粵語
彌撒。
8 月 27 日（星期一）聖莫尼加紀念日，聖莫尼加堂早上 9 時 15 分有英語彌撒。

華人牧民處舉辦＜電影看人生＞
究竟是否我們有著芥子般大的信德就可以移山? (參閱瑪 17:20)
電影「小男孩」(Little Boy) 會給你一個很特別又有趣的演繹， 此片非常溫馨， 笑中有淚， 老少咸宜， 英語對白，
附有中文字幕， 歡迎闔家前來欣賞， 詳情如下:
日期: 25/8/18(星期六) | 時間: 六時半開始

| 地點: Community Room

當晚中場會有義大利薄餅(入場時訂購),沙律及茶水供應

信仰重溫
八月份的第一及第三主日將繼續播放"穿越聖地"第十三及十四集，林神父的講座分別在第二及第四主日，歡迎各位參
加。
時間：主日上午 10:15 - 11:15
地點：教員室
19/08 - 《穿越聖地》第 14 集最後晚餐
26/08 - 林神父主講：堅振聖事的禮儀靈修

週年退省
愛美是人的天性；而美本是天主的化身。我們可會想由培養觀賞的能力出發，得以更深體驗祂的美不勝收？
牧民處邀得熙篤會隱修士李達修神父，引導我們以「觀美」為主題的週年退省。
日期﹕11 月 15 至 17 日(星期四下午五時至星期六下午四時)
地點﹕Hartzer Park Retreat & Conference Centre, Burradoo NSW
費用: 每位$230，領退休金人士或十八歲以下每位$220。
報名表於彌撒後在聖堂門外派發 名額有限 請及早登記。

本主日讀經一提及厄里亞先知。他本人並無著作，生平亦
僅在舊約《列王紀》記載（見列上 17:1 – 列下 1:18）。
但厄里亞先知忽然和傳奇的出現，多次嚴厲指責北國君王
和王后不正義的行為，預言大旱災的來臨和結束，因上主
賜下食糧而行走四十晝夜到西乃山（這是聖體聖事的舊約
預象），最後神秘地由天國的火馬車被提升天，讓「厄里
亞」成為舊約最膾灸人口的先知之一。

We would love to share more memories of Youth
Camp with you so check out some more shots of
Youth Camp 2018!

瑪拉基亞先知曾預言：默西亞來臨前，厄里亞先知會再來
替上主預備百姓的心靈（見拉 3:1-3,23-24）。新約提及
厄里亞先知達三十次（見若 1:21-25; 瑪 11:7-14, 17:113, 27:46-49; 谷 6:15, 9:2-13, 15:34-36; 路 8:28-36;
雅 5:17; 默 11:1-13）。耶穌顯容時，厄里亞亦出現，作
為耶穌擁有天主性與人性，並完成天主盟約的證人之一
（谷 9:4; 瑪 17:3; 路 9:30）。
天主教會的「嘉爾默羅修會」（The Carmelites），十二
世紀時在以色列的加爾默爾山（Mount Carmel）創立，修
會在昔日厄里亞先知隱居的加爾默爾山，為效法厄里亞先
知的精神而建立的團體。此修會由於以色列地地戰亂頻生
而被迫離開，只能遷移到歐洲和其他的傳教區發展，直到
1846 年起才逐步在以色列地重建修院和團體。圖示現今
以色列北加爾默爾山腳，海法城的「嘉爾默羅修會，聖母
海星修院」（Stella Maris Monastery）。修院的大聖堂內
保留著一個小山洞，相傳是厄里亞先知曾隱居的地方。至
今仍是熱門的朝聖點。

以色列海法城，聖母海星修院外觀。
Youth Announcements
FYRE T-shirts and Hoodies
St Monica’s Youth Group finally has their own t-shirt
and hoodies! These will be available for final sale
after Mass. T-shirts are $20 and Hoodies are $40.
Youth Alpha
Youth Alpha sessions will start on 26th August at
12:45pm in the Community Room and anyone from
Year 4 upwards is welcome to attend. These
sessions will feature activities, videos and
discussions. Lunch will be provided for $5. Please
come and join us!

聖母海星修院正祭台下的山洞，相傳厄里亞先知曾隱居此
處。

~勝文神父~

HSC Blessing
We will be holding a blessing for students in Year 12
and students sitting a HSC accelerated course exam
this year on 23rd September. Please contact Cheryl
Wong if this applies to you or if you know someone
who may want a blessing.

Nineteen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 Year B
First Reading

1 Kings 19:4-8

Elijah went into the wilderness, a day’s
journey, and sitting under a furze bush wished
he were dead. ‘Lord’, he said ‘I have had
enough. Take my life: I am no better than my
ancestors.’ Then he lay down and went to
sleep. But an angel touched him and said, ‘Get
up and eat.’ He looked round, and there at his
head was a scone baked on hot stones, and a
jar of water. He ate and drank and then lay
down again. But the angel of the Lord came
back a second time and touched him and said,
‘Get up and eat, or the journey will be too long
for you.’ So he got up and ate and drank, and
strengthened by that food he walked for forty
days and forty nights until he reached Horeb,
the mountain of God.

12th August 2015

Gospel Acclamation
Alleluia, alleluia!
I am the living bread from heaven, says the Lord;
whoever eats this bread will live for ever.
Alleluia!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R.)

PS 33

Taste and see the goodness of the Lord.

1. I will bless the Lord at all times, his praise
always on my lips; in the Lord my soul shall
make its boast. The humble shall hear and
be glad. (R.)
2. Glorify the Lord with me. Together let us
praise his name. I sought the Lord and he
answered me; from all my terrors he set
me free. (R.)
3. Look towards him and be radiant; let your
faces not be abashed. This poor man called;
the Lord heard him and rescued him from
all his distress. (R.)
4. The angel of the Lord is encamped around
those who revere him, to rescue them.
Taste and see that the Lord is good. He is
happy who seeks refuge in him. (R.)

Second Reading

Ephesians 4:30-5:2

Do not grieve the Holy Spirit of God who has
marked you with his seal for you to be set free
when the day comes. Never have grudges
against others, or lose your temper, or raise
your voice to anybody, or call each other
names, or allow any sort of spitefulness. Be
friends with one another, and kind, forgiving
each other as readily as God forgave you in
Christ.
Try, then, to imitate God, as children of his
that he loves, and follow Christ by loving as he
loved you, giving himself up in our place as a
fragrant offering and a sacrifice to God.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JOHN 6: 41-51

The Jews were complaining to each other about
Jesus, because he had said, ‘I am the bread that
came down from heaven.’ ‘Surely this is Jesus
son of Joseph’ they said. ‘We know his father and
mother. How can he now say, “I have come down
from heaven”?’
Jesus said in reply, ‘Stop complaining to each
other. No one can come to me unless he is drawn
by the Father who sent me, and I will raise him
up at the last day. It is written in the prophets:
They will all be taught by God, and to hear the
teaching of the Father, and learn from it, is to
come to me. Not that anybody has seen the
Father, except the one who comes from God: he
has seen the Father. I tell you most solemnly,
everybody who believes has eternal life. I am the
bread of life. Your fathers ate the manna in the
desert and they are dead; but this is the bread
that comes down from heaven, so that a man
may eat it and not die. I am the living bread
which has come down from heaven. Anyone who
eats this bread will live for ever; and the bread
that I shall give is my flesh,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The Gospel of the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