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13/5 
Sun 

11am Baby Baptism during Sunday Mass at Asiana Centre.  Parents can 
contact Simon Liu at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and Mary Liu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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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nthly gathering of Holy Family Sodality will be held on 26/5/2012 at 5pm in 
Asiana Centre.  All members are welcome. 

 

English RCIA program 
Dear friends, 
We are starting English RCIA (Rite of Christian Initiation for Adults) for 2012-13. 
If you yourself would like to or you know friends who wan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Catholic 
faith in a systematic and detail way or you simply want to update the faith you have been 
brought up in or you have been with your church group for a while and you would like to 
become a Catholic and receive the sacraments of Baptism, Confirmation and Holy Communion 
(Eucharist) then this group is for you:) 
On this RCIA journey, you not only get to ask all the questions you want, you meet top people 
and build lasting friendship. Ultimately faith is not just about reas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at 
the heart of it is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e people around you and belonging to the faith 
community. 
Start date: in July 2012 Time: 11am every Sunday morning or an agreed time 
Venue: John Paul II Centre, Level 1, 245 Broadway (near Broadway Shopping Centre and 
Sydney Uni) 
Contact: John Ting           Email: jnfting@gmail.com Mobile: 0403 832 676 
Hope to see you there, God b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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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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星期日 

上午十一時 嬰兒領洗將於亞洲中心主日彌撒中舉行。參加聖伯

多祿朱廉教堂彌撒的家長請聯絡 Simon Liu 而參加

亞洲中心彌撒的家長請聯絡 Mary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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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研讀宗徒大事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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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的聖家善會聚會將改在五月二十六日下午五時於亞洲中心舉

行。歡迎各位會員參加。 

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Permanent Diaconate? 

Information afternoon on the voc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permanent deacon within the Archdiocese of Sydney will be held 
on 12/5/2012 at the Seminary of the Holy Shepherd in Homebush.  
To inquire or register, contact the Office of the Permanent 
Diaconate at diaconate@sydneycatholic.org or on 9390 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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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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上『無神論』 Vs 『天主存在』 
                                               擂台                   李尚義 
  四月九日澳洲廣播台 (ABC) 晚上九時三十分有一個特備節目，即

《科學與宗教》由一位無神論者牛津大學教授李察、度健時 (Prof。
Richard Dawkins) 與天主教雪梨總主教貝爾樞機 (Cardinal George Pell) 
對上述問題展開一場辯論。為時五十五分鍾的辯論節目，竟然吸引了

過百萬觀眾。現場觀眾事先提出問題，經篩選後才由觀眾發問及用視

象將不同地區觀眾提問現場播出。此次辯論全部由電視台網絡轉播，

可以在網上下載：http://www.abc.net.au/tv/qanda/ 又可將全部討論過

程，一字不漏從網上下載抄本，共廿三頁。茲將首項問題列出： 

(1) 無神論與信仰的價值在那裏? 
(2) 宗教是否是善工的動力? 
(3) 進化論「適者生存」和戴卓爾夫人的社會主義「適者生存」有何價

值可言? 
(4) 度健時教授是一位無神論者還是一位不可知論者? 
(5) 創世大爆炸是從『無中生有』?哲學上『無』不能生『有』如何解釋? 
(6) 進化論與教會的訓導有何不同之處? 
(7) 氣候變化在科學上的根據是那些證據? 
(8) 作為無神論者，人死之後會有什麼事會發生?又怎樣會知道會如此發

生? 
(9) 對兒童不應灌輸宗教觀念。否則便會構成精神虐待兒童!? 
(10) 痛苦對人生的意義!? 
(11) 同性婚姻是否應得到平等!? 

  今次的電視節目辯論是澳洲歷史上的創舉。度健時教授畢業於牛

津大學，後到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動物學。1970 年返回牛津，

1995 年獲教授職。2008 年退休。今年因為世界無神論者在雪梨歌劇

院舉行大會，將他的著作《神的錯覺》與另外一位無神論者 Lawrence 
Kraus 克勞斯主持公開講座。 

  度健時教授與貝爾樞機同年出生，同出牛津大學門牆，前者是退

休教授，後者仍是牛津大學訪問學人，但以『學養』而言，我們的樞

機主教的言談風範，輕描淡寫，風趣幽默，字字機鋒，的確為澳洲教

會樹立了《護教學》的典範。我個人觀察所得，英國人是看不起澳洲

人，當然是有歷史原因。因為貝爾樞機是愛爾蘭裔羅馬天主教的澳洲

人。態度上，教授是以英格蘭聖公宗裔的學者，便自覺身價不同了。

主持人 Tony Jones 也是一位英裔澳洲人，也暗中幫了教授一把，設計

用圈套想拉倒樞機。但樞機連消帶打的把問題弄清楚後，只說了一

聲：「東尼，你幹得好事!」主持人自知不是，只能默不作聲。 

  樞機對進化論的提問和回應時指出，達爾文雖然是《進化論》的

發明人，但他仍然是有神論者。教授聽後強烈否認，肯定不是真實

的。樞機輕輕的回答。『他的自傳 92 頁就這樣說』。雖然教授為他的

同道克勞斯的新書作序，但他不知他的結論，最後還是樞機告訴他的

結論在最後幾章內，可惜他沒有讀到。 

  這是福傳、護教學的現代版。作為總教區內一分子，我感到天主

給我們主教的神恩而自豪。由於下載的文件和 MP4 是有版權的作

品，我們不可將文件全部中譯。最好的辦法是由團體自行舉辦有神無

神辯論會解讀，因為內容包含神學、科學、哲學、天文學、進化論和

辯論技巧及材料搜集，臨場反應等等均是專科智識和應變的策略。相

信各大學已將本集特輯收入教材之中，而天主教的大學課程大概也會

以今次的辯論作為有學分的論文來研究。 

  樞機主教再在他的四月十五日《星期日郵報》專欄上補充一些資

料。樞機說不要以為現代人，離棄宗教信仰。1900 年世界人口，隸屬

四大宗教信仰者為百份六十九。2005 年已升至百分之七十三，2050
年將升至百份之八十。科學的飛躍進步促使人更具理性的信仰。世界

最著名的無神論者安多尼、費爾 (Anthony Flew) 稱，現代科學最大發

現便是去尋找最偉大的神。他對各種生物 DNA 決定遺傳基因的解

碼，和各種複雜和微妙原素的化合是需要一種『智慧』來安排規律或

秩序。宇宙只可能受造或因機率進化而成。大部份科學家相信宇宙是

在 13.7 億萬年大爆炸而形成。但一些科學家，例如愛因斯坦便不願意

接受這個推論，因為和天主教創世的論點不符。如果大爆炸發生時，

即百份之一內的百萬份之一，稍為快一點，則宇宙會變成飛灰煙滅，

沒有恆星和行星。如果同樣的慢了一樣時間，宇宙也會因而崩潰。只

要我們的地球和太陽有百份二距離的改變，所有人的生命會受到毀

滅。現在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存在，是經過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奇妙平

衡。除了水母外，世界所有動物有同樣的身體構造。光速和地心吸力

是不變的常數，質子和電子的質量在宇宙內是不變的。這種物質的秩

序和模式的運作並不是一種幻想。在太空和時間上有此神奇的智能體

的存在，執掌細微的各種運作的存在體，就是我們所說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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