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will meet this Sunday afternoon at 

1:30pm and the venue is Meeting room #2 located at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We are currently studying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All are welcome. 

The Asiana Centre Catholic Chinese School runs weekend Mandarin and 

Cantonese classes for school age children. Classes are conducted in 

Mascot and Ashfield. For enquiries and enrolment, please contact 0412 

764 730 (Mandarin); 0419 983 128 (Cantonese); 0419 289 272 

(Cantonese). 

New Cantonese Catechumen class has commenced on 5/2 and is still 

accepting enrolment.  It meets every Sunday at 9:30am at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Chinatown or at Asiana Centre, Ashfield.  Please invite 

your non-believer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learn about God and our faith.  

Catholics are also encouraged to join in to renew their faith.  Please 

contact Elsa Tang on 0415 648 923 for details. 

New Mandarin Catechumen class has commenced on 11/2 and is still 

accepting enrolment.  It meets every Saturday at 5pm at Asiana Centre, 

Ashfield. 

Please invite your non-believer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learn about God 

and our faith.  Please contact Elsa Tang on 0415 648 923 for details. 

 

聯絡我們： 

Fr. Martin Low OFM 0424 883 838  Fr. Paschal Chang OFM (02) 9799 2423  

Sr. Teresa Chiu  電話: (02) 9716 6460  傳真: (02) 9799 1377 

郵政信箱: P.O. Box K569, Haymarket, NSW 1240, Australia 

電子郵件: accawebsite@yahoogroups.com.au 

互聯網網址: www.ccpc.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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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活動  

 

亞洲中心中文學校於週末為在學學生教授國語及粵語課程，上課地

點分 Mascot 及 Ashfield。有意讓子女學習中文的家長，可致電查詢

及報名。電話：（國語班）0412 764 730；（粵語班）0419 983 128 或 

0419 289 272。 

再慕道聚會於本星期日下午一時半在聖伯多祿朱廉教堂二樓會議室

聚會，研讀宗徒大事錄。歡迎各位參加。 

粵語成人慕道班已於 5/2 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慕道班

每週日上午九時半在華埠聖伯多祿朱廉教堂或艾斯菲亞洲中心上

課。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參加。請向鄧女士查詢。電話: 

0415648923。亦歡迎信友參加更新信仰。 

國語成人慕道班將已於 11/2 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慕

道班每週六在艾斯菲亞洲中心上課。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參加。

請向鄧女士查詢。電話: 0415648923。 

 

 

告解時間： 

雪梨華埠聖伯多祿朱廉教堂                         每月第一主日中文彌撒前二十分鐘 

彌撒時間： 

富來明頓車站旁聖道明教堂 主日上午十一時半（國語） 

亞洲中心聖若瑟小堂 (38 Chandos St., Ashfield) 星期六下午六時（國語） 

亞洲中心聖若瑟小堂 主日上午九時半（英文） 

亞洲中心聖若瑟小堂 主日上午十一時（粵語） 

雪梨華埠聖伯多祿朱廉教堂 (641 George St., Haymarket) 主日上午十一時（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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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在基督內 

李秀清 

 

我們每天都會願過著得勝的生命，希望無論順境和逆

境，天主聖神的平安、喜樂和溫暖的愛總能時時刻刻滲透到我

們生活的點點滴滴中。而天主的話也正正堅定了我們的這個願

望，「靠著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這一切事上，大獲全勝」（羅 

8：37），天主不但應許我們會得勝，而且還會大獲全勝。每當

我讀這段話，我就會特別有安全感，感謝天主祂是如此偉大的

天父！ 

 

 

但所謂“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有些挫折、尷

尬、困境甚至逆境、危機都是正常的，我也時常會被一些對未

來未知的恐懼或工作生活中的困難而覺得舉步為艱。直到有一

天我得到了一個啟示，頓時撥開雲霧，豁然開朗。那時我覺得

原來我在天主眼中是獨一無二的，即使世界上還有這麼多的

人，但偉大的天父卻時時刻刻關心著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和我

的每一個心思意念，祂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把我在世上的每一

天都規劃好了，而且是最完美的計劃，那時我覺得自己十分幸

福！ 

 

 

就如聖保祿宗徒在致迦拉達人書中所提到的「我生活已

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 2:20) 。我願意把所有

的夢想和驕傲都放在深愛著我的天主的腳前，完完全全順服於

祂的指引，獻上我的生命，完全為祂所用，放下自己所有的傲

慢與虛榮，把所有的光榮和榮耀都歸於天主。如果我每天在任

何事情上都尋求天主的心意，並順從與活出祂的旨意，那我就

無所畏懼。因為祂必會保護我，引導我，必要時，祂還會糾正

我，給我祂的智慧。 

 

 

但明瞭天主的聖意卻是件很難的事，於是我每天總會跟

天主祈求，祈求祂賜我謙卑的靈和順服的心，我願意被帶領到

完全順服於主的地方，在那裡，我把我所有的意願都交給天

主，天主把祂的意願給了我，從此我的生活再不只是我一個人

的，而是基督在我內的生活。 

 

我們每個人都是按天主的肖像而造的，天主想讓我們每

天都可以更像祂一點，而我們只有在基督內才能活出完全的生

命，得到平安與滿足！當我們在天主聖神的指引下走在天主聖

意的道路上時，我們才體驗到生命充滿意義! 

 

二零一二年四旬期團體退省: 最愛是誰？ 
愛的使命源自與天主的共融，因著這樣的結合，愛家人、愛鄰人、愛窮

人，也就變得自然而然了。(德籣修女) 

講者：Mr. John Poon (臨床心理學家) 

日期：三月三、四日 (星期六、日) 

時間：星期六上午十時開始，星期日下午四時結束 

地點：Chevalier Resource Centre (1 Roma Ave, Kensington NSW 

2033) 

□ 參加兩日退省  (一晚住宿和四份膳食*) $110 

□ 參加兩日退省  (不留宿，四份膳食*) $60 

*四份膳食包括星期六午餐、晚餐和星期日早餐、午餐。名額有限，請盡

快報名。請聯絡 Candy Lui (0437695744 or candymylu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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