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The Catholic Asian Students Society of UNSW Annual Walkathon will be held on 
Easter Monday, April 1st. If you wish to enjoy a healthy outing with fellow 
community members and raise some funds for the Asiana Centre extension project 
and the CCPC Youth Development Fund, please contact any CCPC group/sodality 
leaders or the service desk at the Sunday Masses at SPJ or Asiana Centre. We 
welcome anyone who cannot participate at the walkathon to generously sponsor any 
of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charity event.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meets e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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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S Chinese and English Bible Study groups meet every Sunday afternoon at 1:30pm 
at Meeting rooms #1 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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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catechism class every week.  Please contact Mr. 
Robert Liu on 0403 071 633 for details. 
4/4 
Thu 

8pm Ching Ming Festival Mass to commemorate the 
death of 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and followed by 
the ceremony of installation of new memorial 
plaques.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New Cantonese Catechumen class has commenced and is still 
accepting enro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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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Haymarket or 
Asiana Centre, 
Ashfield 

New Mandarin Catechumen class has commenced and is still 
accepting enrolment.  It meets every Sunday at 10:30a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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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ine Woo on 0412 198 698 
for details. 

Asiana Centre 

(接三頁) 

感謝耶穌的仁慈和憐憫，讓我深深地感受到祢的大愛，也讓我明白生命的

真正意義，教會我如何祈禱，更加靠近祢，作個符合祢聖意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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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受難主日/聖枝主日 2013 年 3 月 24 日 
Passion Sunday (Year C), 24th March 2013  

團體活動 
天主教亞洲學生會將於四月一日、復活節星期一舉行週年步行籌款活動，

既有益身心，又可為團體籌募擴建經費和青年培育基金。有意參加的信友

及親朋可向各善會負責人或主日彌撒服務台人員查詢。亦歡迎未能參加步

行的信友慷慨贊助任何參與步行籌款的人仕。 
再慕道聚會每星期日下午午一時半在聖伯多祿朱廉教堂二樓會議室舉行。

目的為幫助信友重溫或認識教理。歡迎各位參加。 
聖神宮殿祈禱會查經聚會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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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介紹

親友參加。有興趣者請向廖慶韶先生 (0403 071 633) 查詢。 
4/4 
星期四 

晚上八時 紀念已亡親友的清明節感恩祭。而安放

新一批紀念亡者名牌儀式在彌撒後舉

行。歡迎信友參加。 

亞洲中心 

粵語成人慕道班已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 
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參加。請向何先生查詢。電話:  0416 092 
148。亦歡迎信友參加更新信仰。 

華埠聖伯多

祿朱廉教堂 
或亞洲中心 

國語成人慕道班已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慕道班每週

日上午十時半在 Ashfield 上課。 
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參加。請向 Pauline Woo 女士查詢。電話:  
0412 198 698。亦歡迎信友參加更新信仰。 

亞洲中心 

耶穌聖心會將於四月十四日下午一時半舉辦講座。主題為： 

        亞洲中心話當年 
歡迎各位前來認識亞洲中心和牧靈中心的起源及歷史。 

聖伯多祿朱

廉教堂後座

禮堂（入口

在莎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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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ccawebsite@yahoogroups.com.au
http://www.ccpc.net.au/


祈禱，讓我與主更靠近 
俞貞貞 

  這段時間發生了好些事，讓我從心底裡深深地感受到全能主是多麼的

大能，多麼的仁慈，感謝主在我生命中所行的奇蹟和恩典。可是當聖神宮

殿祈禱會（THS）的姐妹問我能否幫忙寫篇分享時，卻不知從何寫起，只

因主給了我太多恩寵，讓我不知從何說起。 

  翻開聖經，看到最喜歡的一句聖言：「所以，我告訴你們：你們求，必

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到﹔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因為凡求的，就

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開。」(路 11:9-10)，這讓我思

緒不斷。 

  這段話對我而言，是說祈禱的應允與否是在於天主的聖意，但我們首

先應該懇切，信賴和恒心的祈求。 

  依稀地記得當初聽到這段聖經，是在我離開兩年後重返教會，像迷失

的羔羊一樣回到天主懷裡，當時我的心情是無比感動，感謝仁慈天父的憐

憫，祂俯聽並應許了我的禱告。當時我心中那積存了很久很深的空隙突然

被填滿了，是那樣的充實。 

  不幸的是，隨著學習、工作的忙碌，很多的祈禱時間卻開始被繁瑣的

生活所代替，一天一串的玫瑰經被縮減為一端，最後變為只是有空的時候

才祈禱，或是在遇到困難，大難題的時候，才記起耶穌。 

  一直到去年年底，發生了一件在我生命中影響很大的事，讓我重新真

正認識到天父的愛，認識到祈禱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當時的我，那麼渺

茫，就如一隻孤獨無助的小鳥，在大海上空竭盡全力地飛，卻一直找不到

可以棲息的地方，迷失在遙遙天際之間，疲乏而困惑。在我最無助的時

候，卻得悉從印度 Divine Retreat Centre 來的 Fr. Michael，Fr. Antony 和 Fr. 
Joseph 一月份來悉尼舉行醫治彌撒（Healing Mass）的消息。 

  終於等到那天，彌撒結束後，排隊等待，希望 Fr. Michael 可以為我祈

禱，幫助我與主更靠近，讓我能夠在心內聽見主的聲音，明瞭祂在我生命

中給我的旨意。我急切地希望神父為我祈禱，到那刻我仍沒有意會到自己

是多久沒有向天父和耶穌好好的交談。Fr. Michael 為我祈禱了一會，就問

了一句，你最近有誦念玫瑰經嗎？那一問使我突然驚醒起來，我上一次祈

禱，誦念玫瑰經是什麼時候呢？神父告訴我，耶穌要我繼續不斷祈禱，誦

念玫瑰經﹔做任何事，面對任何決定的時候，都不要怕，要不斷地祈禱，

然後努力去做，天主必會保守和帶領我。 

  從教堂回來的路上，細數耶穌賞賜我的所有恩典，而我對祂的信德是

那麼的膚淺，我的心久久都無法平靜。當時，我就誦念了一串玫瑰經，感

謝聖母媽媽一直以來為我的轉禱，也懇求仁慈的聖母繼續為我轉禱。念完

後，心情平靜了好多，也輕鬆了好多，就像壓在心口的一塊大石，突然被

挪走了的那樣輕鬆。 

  經歷那一件事後，生活有時依然會很辛苦，但我很感謝天主給我這個

磨難，讓我真正認識到信仰和祈禱的真正意義，也讓我明白我們與天主之

間的關係，就應該像無話不談的孩子和父親一樣，時時溝通，事事交談，

而不應該只是有時或有事才記起祂，問候一下。 

  對於祈禱，聖奧古斯丁曾說，祈禱是靈魂的呼吸﹔聖女德肋撒亦說

過，祈禱是我們找到天主的途徑。 

  現在的我，每天不管是簡單地開始一天的工作、學習，或是晚上結束

一天的生活靜下來休息的時候，或是在作重大決定之前，我都會靜靜地坐

下來讀聖經，或是誦念玫瑰經，再或是默想。感謝耶穌的寶血覆蓋，保守

我度過平安的一天，懇求主賞賜我所需的智慧，啟示我，作出符合主聖意

的決定。               （績底頁） 

四旬期及聖週活動一覽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內容 

24/3 
(星期日) 

2:30pm-5:30pm 亞洲中心 講座 (方濟會 揚博言神父) 

28/3 
(聖週四) 

8pm 
9:30pm-10:30pm 
10:30pm-11:30pm 

亞洲中心 最後晚餐 

祈禱 - 陪伴耶穌 (揚博言神父) 
夜禱  

10am-12pm 退省 (揚博言神父) 
1pm-2:30pm 拜苦路 

2:40pm-2:55pm 慈悲串經 

29/3 
(聖週五) 
(大小齋) 

3pm-4:30pm 

亞洲中心 

救主受難紀念 

10am-1pm 退省 (揚博言神父) 30/3 
(聖週六) 8pm 

亞洲中心 
復活夜間慶典、入門聖事 

31/3 
(復活主日) 

9:30am 亞洲中心 復活主日彌撒 

 11am 牧靈中心  
 2:30pm-5:30pm 亞洲中心 講座 (揚博言神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