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7/9 
Fri 

6:30pm Mass to commemorate the suffering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8/9 
Sat 

5pm The Holy Family sodality will be holding a 
spiritual gathering before Mass.  All members 
a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Asiana Centre 

Community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will be held at Asiana Centre on the 29th 
September (Saturday) from 2:30pm to 5pm.  Special Guest speaker Fr Edward Yu from 
Hong Kong. 
The theme: "The meaning of the Eucharist, Holy Mass, Eucharistic Adoration and 
Benediction in our daily life." 
All are welcome.  If requires transportation, please contact Candy Lui (0437 695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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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are welcome. 
Temple of the Holy Spirit (THS) is organising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for all who want 
an overflow of God’s joy, peace and hope (Rom. 15:13). 
7/9 (Fri) 8pm to 9/9 (Sun) 3pm Prayer Camp St, Joseph Retreat Centre, Bringelly 
Guest speaker is full-time missionary, Imsoon Kim from San Francisco. Free event, 
donations welcome.  Register by 20/8 on www.thsonline.org or contact Stanley Seah 
(stanley.seah@thsonline.org 0410 300 126)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接前頁) 
 存大愛做小事。 

 愛，在絕望時，給我光明和希望。愛，在氣餒時，給我鼓勵和力量。

愛，在得到絕症時，使我把它當作天主賜給我人生旅途中最後一程的

伴侶。愛，時時提醒我「這場賽跑，你己快跑到終點，要竭力向前衝

刺，分秒必爭，勝利在望！」愛，使我把握時間，盡量利用「老病廢

物」的剩餘價值，以榮主益人。 

 在得到絕症之後，我便把「肺腺癌」交給醫師，將調養交給自己，將

末期肺腺癌交給安寧療護，把遺體交還大地，將信仰財寶留給心愛的

朋友，將靈魂交給天主。 

 愛不是天馬行空的理論，而是腳踏實地的行動。 

 愛的行動先從對家人親友開始，然後推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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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星期五 晚上六時 彌撒紀念耶穌聖心所受的苦難。歡迎各位

參加。 
亞洲中心 

8/9 星期六 下午五時 聖家善會舉辦每月靈修聚會。誠邀各位會

員參加。 
亞洲中心 

每月的團體明供聖體聚會，將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六)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在

亞洲中心舉行。 
今次我們好榮幸邀請了余福綿神父為我們主講以下的主題: 聖體，彌撒，朝拜

聖體與教友生活 
歡迎所有團體內的兄弟姊妹參加。如需要交通安排，請聯絡 Candy Lui (0437 
695 744) 
再慕道聚會於下午一時半在聖伯多祿朱廉教堂二樓會議室聚會。歡迎參加。 
聖神宮殿祈禱會將舉辦以下活動，鼓勵所有切願尋求上主滿溢的喜樂、平安

與希望的人(羅 15:13) 參與。 
九日七日 (星期五) 晚上八時 至 
九月九日 (星期日) 下年三時 

三天祈禱營 St Joseph Retreat 
Centre, Bringelly 

客席講師為來自三藩市的全職傳教士 – 金張任淳女士。費用全免，歡迎自由

捐獻。報名截止日期為八月二十日，查詢及報名可到 www.thsonline.org 或聯

絡 Stanley Seah, stanley.seah@thsonline.org 0410 300 126. 
耶穌聖心會與聖母無玷聖心會合辦“唔怕死，最怕痛。點解痛係咁可怕？＂

講座。由物理治療師黃潤霖先生 (Thomas Wong) 主講。九月二日 (星期日) 下
午二時在亞洲中心舉行。歡迎各位參加。請向兩會的幹事查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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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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國壐樞機主教睿智遺教嘉言  李尚義恭錄 

台灣高雄榮休主教單國壐樞曾於 1994 年十月方濟山莊開幕時訪問雪梨

天主教華人團體。樞機風範, 和易近人。他一向主張『犠牲享受』和要

『享受犠牲』的內修生活精神，教我們做一個忠實的基督徒。他在台南

耕莘醫院，於聖母元后瞻禮日回歸父家。筆者為思念單樞機的嘉言懿

行，將他的教導轉錄，為我們團體分享。 

 『愛』使我在人生的轉彎處，常能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愛』在

絕望時，給我光明和希望。『愛』在氣餒時，給我鼓勵和力量。 

 『愛』才是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 

 死亡不是人生命的終點，而只是一個過程，如同穿越隧道一樣，在通

過一道長長的黑暗之後，在眼前是豁然開朗的美景。 

 從自己出發。 

 人們最常犯的錯誤，就是相信眼睛所看到的表象而已，但事實的真

相，往往有很多面性，我們所欠缺的是一種深入去探索真理的精神。 

 時時拾一己的小愛，完成為眾人服務的大愛。 

 信仰讓人懂得深入去看天主的旨意，不會隨波逐流，不輕易受人所左

右。 

 人往往容易迷失，這個人說一句話，那個人又願意如何做，因為這些

都只是一種人云亦云的表相而已，如果沒有認清事情的真諦，就容易

混亂與迷失。 

 犧牲享受，享受犧牲。犧牲享受為助人，享受犧牲乃成聖。 

 視富貴如浮雲，棄名利如敝屣。 

 划向生命的深處，活出生命的色彩。 

 

 「生命是天主給我們的禮物，我們只能使用

它而不能任意毀滅它。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

燒，有朝一日，理想終究會實現的。」 

 「疾病不會使我消沉無奈，反而看到人生最

後一段旅程中的光明與希望。」 

 愛在生命的轉彎處常會有奇蹟出現。 

 用愛見證生死，用愛挑戰極限，用愛活出希

望。 

 天堂就是永恆大愛的生活。 

 付出愛，就是最大的幸福。 

 信仰能化恐懼為勇氣和愛。 

 時時刻刻將「人」放在心上。 

 做事一定要想：這事辦成了，對對方有什麼好處，從對方觀點切入，

事情就容易辦成。 

 同甘共苦努力工作，應如耶穌基督的精兵。 

 在基督內重建一切。 

 一生遇到的每一個人，對我的人生及工作都有協助與影響。 

 人事皆非，親情永在。 

 將困苦視為磨練。 

 一生奔波，只為完成愛的使命。 

 重視中華文化、施行全人教育、捨己救人、醫治人心。 

 經驗告訴我：天主的大愛，不但在我自己的「人生轉彎處」衛護扶持

我，而且在整個人類歷史的轉彎處，也給予人類無微不至的關懷與照

顧。 

 「愛」使我放棄自己的喜好，甘心樂意接受祂藉長上給我安排的各項

工作。 

 人生在世，好似步上了一趟長途旅行，有時會經過山明水秀、鳥語花

香的美景，有時會經過寸草不生的荒漠，有時會經過崇山峻嶺、峽谷

急流的險境。 

 信仰，使我有勇氣面對肺腺癌，不被它所征服，不做它的奴隸，不在

它死亡爪牙和陰影之下苟延殘喘，反而征服了它，使它做我的奴隸。 

 信仰，使我坦蕩面對生老病死，以及人世間的一切事故和遭遇。 

 愛是人的來源、生存的意義和終極歸宿。 

 只有無私的大愛，才能夠徹底化解個人、家庭、社會、族群、國家、

國際以及全球人類的各項問題。 

 宗教信仰是我的至寶，我不願意這個至寶同我一起被埋葬，而願意將

它交給我親愛的朋友，使它永遠生活在你們──我的朋友們的心中。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被愛包圍。 

 我的人生與抗癌偏方──就是我的信仰，信仰使我認清人生的來源、

歸宿、意義和方向。 

 我一生所追求的寶藏──永恆生命的源頭與歸宿。 

 不求天主顯奇蹟，但求給我力量能承行祂的旨意。 

 人生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有多少無奈？有多少逃避不掉的事？生、

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過程，我們既然誕生在這個世界上，就應該

面對年老、生病以及死亡的挑戰，愛能夠克服這一切。    (續底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