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21/4 
Sat 

4 pm Eucharistic celebration for "Ching Ming" 
Festival, followed by installation of memorial 
plaques for deceased relatives and friends. 

Asiana 
Centre 

28/4 
Sat 

8pm to 
10pm 

Community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our prayer intention for this month is vocation. 
All are welcomed. 

Asiana 
Centre 

5/5 
Sat 

10am to 
5pm 

THS will be holding a one-day retreat. The 
theme is ‘I will give you a new heart and 
spirit’ Ezekiel 36:26, where there will be talks 
about spiritual warfare and praise & worship.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and 
experience the greatness of our God; we 
encourage you to fast with us so no lunch will 
be provided. All are welcome! For queries, 
please contact Stanley 
stanley.seah@thsonline.org. 

Asiana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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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Cantonese Catechumen class has comm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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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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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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ENTRE

復活期第二主日 2012 年 4 月 15 日 
Second Sunday of Easter Season, 15th April 2012  

團體活動

21/4 
星期六 

下午四時正 堂區將舉行清明節追思感恩祭。隨後舉

行安放紀念亡者名牌儀式。 
亞洲中心 

28/4 
星期六 

晚上八時至

十時 
每月一次的團體明供聖體，主題: 為聖

召祈禱。讓我們陪伴耶穌聖體，感謝耶

穌基督對我們的愛和救恩。 

亞洲中心 

5/5 
星期六 

上午十時至

下午五時 
聖神宮殿祈禱會將舉行一天的退省活

動，主題為「我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及

新精神」則 36:26。屆時將會有關於屬

靈上戰爭的講座及敬拜讚美，藉此機會

去認識及感受全能的天主、歡迎各位參

加！我們鼓勵大家一同在中午守齋，當

日將不會有午餐供應。如有查詢，請聯

絡Stanley stanley.seah@thsonline.org。 

亞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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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成人慕道班已開辦新班。現招收新學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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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信友參加更新信仰。 
國語成人慕道班將已開辦新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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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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相信主復活了嗎？ 

王金福神父 

四十天的齋戒與補贖，換來了五十天的喜樂與慶祝。從

復活主日到聖神降臨節，五十天的時間裏我們慶祝主耶穌的

復活。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相信主的復活，或者更好說

我們一起與耶穌復活了嗎？陳日君樞機周三發文分享：我真

的信復活了的耶穌嗎？樞機在文中提到，我們的答案是肯定

的。復活了的基督也戰勝了一切，那麽我們也應該是信心十

足，不怕一切地勇往之前。陳樞機繼續寫到：“可是我該承

認我還是諸多顧慮，猶疑不決，決而不行。我對自己的軟弱

不耐煩，我未能安樂地接納大病、小病。我雖常提醒自己天

主要我忠信，不期待我勝利，但我失敗時，總是耿耿於懷，

把責任完全推在別人身上。＂ 

本主日的福音中，我們看到耶穌兩次顯現給宗徒們。在

第二次顯現時，祂對若望說：“那些沒有看見而相信的，才

是有福的！＂所以說，今天的我們應該比宗徒時代的人更有

福。但就如陳樞機的分享，我們真的相信復活了的耶穌嗎？

和大家分享個真實的小故事：一對父母親帶領兩個孩子領洗

入教。當時他們聽道理時，神父說：他們在家裏祈禱時，天

主就會在他們中間。復活節他們接受了洗禮，第一次在家裏

做祈禱。他們一家跪下，其中最小的對父母說：“爸爸、媽

媽，現在我們一共五個。＂父母不太明白他的意思，就問那

個孩子為什麼是五個？小孩說：“那當然是天主，不是神父

說我們祈禱時，天主就在我們中間嗎？＂這個孩子他確實相

信，天主就在他們家。同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個小女孩，她

每天晚上睡覺前都向主祈禱，希望在聖誕節那天她的禮物是

個洋娃娃。可是，到了聖誕節那天，她打開自己的禮物一

看，不是洋娃娃，而是其他的玩具，她很失望。可她沒有因

為沒有得到洋娃娃而放棄祈禱。她還是每天晚上向主祈禱能

得到洋娃娃。就這樣，又是一個聖誕節，她再一次打開禮

物，裏面還不是她想要的洋娃娃。她依然沒放棄，還是繼續

每晚祈禱。有一天，小女孩的哥哥看見小女孩在祈禱，就去

安慰她說：“你別祈禱了，你看你祈禱了這麼久，你也沒得

到想要的洋娃娃，我想主可能沒聽到你的祈禱。＂這時，小

女孩看了看哥哥，說：“不，你說錯了！主聽到了！可祂對

我說 NO！＂ 

我們的信仰也是，有時侯就像本主日的福音，耶穌為了

讓宗徒們相信祂從死者中復活了，於是顯現給他們，甚至要

求多默觸摸祂的傷痕；有時候也可能如剛領洗的小女孩的信

德，相信耶穌他確實就在我們當中；也有時候祂會對我們說

NO。不管在什麼情況下，我們是否一如既往的相信天主在我

們身上的工程呢？很多時候，我們的信德都像耶穌感嘆過

的：“除非你們看到神跡和奇事，你們總是不信。＂陳樞機

分享說：“信德是天主給了我們的恩寵，愛心是出於對這恩

寵的知恩。＂那麽今天，讓我們和多默宗徒一起說：“我

主，我的天主！＂並做一個真正有信德的人，即使還沒有看

到神跡和奇事，就先相信了，那樣我們也會得到主耶穌所允

諾的祝福。 

耶穌聖心會活動 

耶穌聖心會將於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澳紐軍團紀念日) 

舉辦「鸚鵡島一日消遙遊」。歡迎各位參加。有意參加者請向

耶穌聖心會委員報名。請自備午餐。島上亦有餐館提供午餐

及小食。參加者請於當天上午九時三十分在 Circular Quay 第

五號碼頭區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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