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Sunday School Classes will commence on 3rd Feb 2013.  
Please contact Catherine or Beatrice for registration and further details. 
Catherine Chan 0408 889 898, Beatrice Hai 0435 042 001 
email: ccpcsundayschool@liv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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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Catechism Correspondence course is open to all who are 
interested in our Catholic faith but can not come to class every week.  
Please contact Mrs. Elsa Tang on 0401 058 199 for details. 
 

New Mandarin Catechumen class will commence in 
February and is accepting enrolment now.  It meets every 
Saturday at 5pm in Ashfield. 
 
New Cantonese Catechumen class will commence in 
February and is accepting enrolment now.  It meets every 
Sunday at 9:30am in China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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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ie Ho on 0416 092 148 for details. 

Asiana 
Centre 
 
 
St. Peter 
Jul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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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market 

 

How beautiful on the mountains are the feet of those 
who bring good news, who proclaim peace, who bring 
good tidings, who proclaim salvation, who say to Zion, 

"Your God reigns!" (Isa. 52:7) 
 
聯絡我們： 
Fr. Martin Low OFM 0424 883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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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主 教 華 人 牧 靈 中 心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ENTRE

主受洗節 2013 年 1 月 13 日 
Baptism of the Lord, 13th Jan. 2013  

團體活動

團體將於一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在聖伯多祿朱廉教堂舉行的彌撒

中為一部份的國、粵語慕道者施行收錄禮。請為這些慕道者的靈

性生命的繼續成長而祈禱。 

兒童主日學及慕道課程將於 2 月 3 日開始上課，家長請向 
Catherine 或 Beatrice 查詢及報名。 
Catherine Chan 0408 889 898, Beatrice Hai 0435 042 001, 
email: ccpcsundayschool@liv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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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繼續舉行。歡迎各位參加。 
中文天主教教義函授課程是為不能抽空出席慕道班的人士而

設。有興趣者請向鄧女士 (0401 058 199) 查詢。 
 

國語成人慕道班將於二月中開辦新班。現開始招收新

學員。慕道班每週六下午五時在艾斯菲上課。 
 

粵語成人慕道班將於二月中開辦新班。現開始招收新

學員。慕道班每週日上午九時半在華埠上課。 
 

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參加。請向何先生查詢。電話: 
0416092148。亦歡迎信友參加更新信仰。 

亞洲中心 
 
 
華埠聖伯

多祿朱廉

教堂 

 

那傳報喜訊、宣布和平、傳報佳音、宣布救恩的腳步，

在山上是多麼美麗啊！（依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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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和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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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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樂神父安息感恩祭 
悼詞      李尚義 

  在本團體前輩之前，我只是一個小弟兄，在團體內生活只有四份一

世紀。我自知不配擔任此項任務，正如《聖詠》八:3 上說的，“由赤子乳

兒口中，你取完美的讚頌” 本著恭敬不如從命的精神，將我個人所知

的，為各位神長，張神父遺屬，親友和各位團體內兄弟姊妹分享。 

  張神父於 1948 年在山東濟南晉鐸，隨即派至羅馬進修聖教法典。獲

博士學位後再在德國進修教育學。德國人自視甚高，對外國人是有偏

見。認為「羅馬博士，不如德國的一頭驢。」(Doctor Romanus，Asinus 
Germanus) 神父感受到「人離鄉賤」的痛苦。好在他還有修會會士們的

支持。移民不過是現代化高級難民的美名，所以神父來到廣大的澳洲黃

金一片的肥沃的土地上，看到當時的中國移民辛勤爭扎圖存，文化的疏

離，自我尊嚴的失落，對於精神的支持是有迫切的需要。而他的一生工

作是為了離鄉別井的移民，正如被放逐各地的以色列百姓，因為他們都

是天主的百姓。為他們服務便要建立一個信仰的團體，一個大家庭，彼

此互助互勉。但初時福傳工作，因缺乏支援，成績不如理想。想到西片

有一部《羅馬焚城錄》(Quo Vadis) – [語出拉丁文，譯作 “何去何從”?] 信
心動搖了。可幸聖神引領下。和伯多祿一樣，回到羅馬致命。張神父決

定留下，從零發展福傳新章。德國人看不起的羅馬驢子，竟成為了澳大

利亞牧靈先驅！(Doctor Romanus，Australia Pastoral!) 

  為了加強對團體服務，神父特別邀請聖家獻女傳教修會，中華聖母

會修女，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加盟，為雪梨華人團體服務。 

  團體的未來有賴於年青一代。團體成立初年的 CASS (亞洲學生會) 
便是其中之一，和後來的青年組織。神父創辦中文學校，為華人子女補

習中文及為需要通過語文考試的新移民的特別課程，各種善會，禮儀小

組，聖詠團，探訪組等等。為了團體生活的多樣化，建立方濟山莊，作

為康樂、退省場所。又首創『救助受傷的中國教會』，即籌募基金，幫助

中國內地神職人員來到澳洲晉修，充實神學訓練，以備將來回國時為中

國教會服務。以張神父差不多六十年的工作成果，不可能一一盡錄。我

知道大家和張神父的交往中，有很多美好的回憶，每一家人和張神父的

關係十分密切。我提議大家將你個人的記憶和家人重溫，和家人分享。

在信仰作見證下，和團體成員分享，日後會成為團體的歷史，生活在人

心上的歷史。 

  我們團體選擇一幅輓聯，對牧養我們半世紀的司鐸，以共同祈禱精

神來對張神父的追思，和做一些中譯英的解釋：輓聯 Elegiac couplet 是
中國文化的一種特色，用來弔唁親朋。大家對英國詩人 Thomas Gray 的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會有深的印象。中國的輓聯有特殊

的民俗風格。以一行十六個字，三十二個字能將神父一生事功記錄下

來。為方便不熟識古典文的青年們，特用拉丁文注音，附英譯。原文已

在報章上訃文登錄： 

甘輔善牧畢生事主立善表德備歸主召 
愿負千鈞一世育人傳福音功全回天鄉 

  甘輔善牧 (Gan Fu Shan Mu)–Venture to serve the Good Shepherd  
  畢生事主 (Bi Sheng Shi Zhu) – Dedicate one’s whole life in Lord’s service. 
  立善表 (Li Shan Biao)  - Setting  examplary standard 
  德備  (De Bei)  - Virtues in store 
  歸主召  (Gui Zhu Zhao)- Return at call of the Lord. 
 

    2nd Parallel Line 
 

  愿負千鈞 (Yuan Fu Qian Jun) - Willingly to shoulder heavy load 
  一世育人 (Yi Shi Yu Ren)  - Nurturing and teaching people all his life 
  傳福音 (Zhuen Fu Yin)   - Propagate the Good News 
  功全 (Gong Quan)     - Mission accomplished 
  回天鄉 (Hui Tian Xiang)   - Homeward bound to Heaven . 
 

  為表示我們對張神父的敬仰，我謹以彭保祿神父的贈詩，集古今名

句，以『藏頭詩』格作為頌詞； 
 

   張家有子才出眾, Chang’s family has a talented son 
   天主聖召矢志從. Responding to call in vocation, 
   樂貧順命效方濟, Joy in poverty and obedience after St. Francis 
   神修學業皆成功. Successful in his studies and spirituality 
   父遣愛子救世人, Father sent His Son for our Salvation    
   回首走畢塵世路, Turning around to see his worldly journey ending. 
   天無涯兮地無邊. Sky the limit whereas land knows no boundary. 
   鄉心日夜繞江城. His heart lingering on home town base.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