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7/6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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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na Centre 

8/6 
(Sat) 

4:30pm Novena Devotion to Our Lady of 
Perpetual Help.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16/6 
(Sun) 

9:30am Children Baptism for age of 6 or 
under. For details and registration, 
please contact Mary Liu on 0412 261 
196 

Asiana Centre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meets every Sunday at 1:30pm and the 
venue is Meeting room #2 located at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Currently, we are sharing the book “Healing the Eight Stages of 
Life.”  All are welcome.  Please be advised that there won’t be meeting this 
afternoon as we will be joining the “Walk for Christ” procession, which is 
organised by the Sydney Archdiocese at 2:30pm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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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s. Elsa Tang on 0401 058 199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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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Asiana Centre, 
Ashfield 

New Mandarin Catechumen class has commenced and is 
still accepting enrolment.  It meets every Sunday at 
10:30am. 

Asiana Centre,
Ash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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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ccpc.net.au   互聯網網址: www.ccpc.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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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ENTRE

聖體聖血節 (丙年) 2013 年 6 月 2 日 
Feast of Corpus Christi (Year C), 2nd June 2013  

團體活動 
7/6 
星期五 

晚上六時半 彌撒紀念耶穌聖心所受的苦難。歡

迎各位參加。 
亞洲中心 

8/6 
星期六 

下午四時半 敬禮永援之母九日祈求。歡迎各位

參加。 

亞洲中心 

16/6 
星期日 

上午九時半 團體將為六歲或以下兒童舉行領

洗。詳情和報名請聯絡 Mary Liu 女

士。電話: 0412 261 196 

亞洲中心 

再慕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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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

已開始分享「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這部書。歡迎各位參加。

請留意，今日下午沒有聚會，因為我們會參加雪梨總主教教區在下午二

時半主辦的「與基督同行」遊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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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者請向鄧女士 (0401 058 199)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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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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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ccpc.net.au
http://www.ccpc.net.au/


貝爾樞機新職務 

                                               李尚義 

  雪梨總主教貝爾樞機本年四月中獲教宗方濟委任為羅馬教廷中樞革新

資詢事務委員，他是第一位澳洲樞機主教獲得此項殊榮。教宗任命八位來

自五大洲的樞機擔任此項職務。因此有人對這八位獲得新任命的樞機主教

稱他們為 8G (原來用以為八大工業國組織簡稱)，負責向教宗提供建議，

對管理教會措施和革新教廷中樞機構的運作等等。因此各方對 8G 的工作

均寄以厚望。 
  四月廿二日，貝爾樞機私人覲見教宗後，獲邀到梵諦岡電台接受訪

問。貝爾樞機手持他的新書《與聖路加一同默觀基督》(Contemplating 
Christ with Luke) (按這本新作是樞機出版的第三本新作，前兩冊為《天主

與凱撒》(God and Caesar)，及《考驗所有》(Test Everything)。新書雪梨

保祿書局有售。 
  貝樞機在接受訪問時說，他是以英語作為母語的三位樞機之一。以英

語作為母語的人文傳統，是以務實為主的，善於組織和要完成任務的特

性，可能對普世教會有所幫助。說英語的人，沒有很多神秘神修家。以前

因受到誓反教及薰陶下的澳大利亞和美國，已變成世俗化，想看到一位像

聖五傷方濟的聖人是不可多得的。 面對的各種挑戰，正是千頭萬緒，而

挑戰的目標便是信德。我們要怎樣向青年人表達我們的信仰？便成為我們

工作的目標。 
  對於教宗方濟所採取的名號，貝樞機認為是天主聖神所默導。教會內

外，聖方濟甚受世人愛戴。正是如果不認權術家馬基亞利 (Machiavelli)，
就不算明白意大利文學。如果不認識聖方濟，就不能認識意大利，因為意

大利精華所在均由方濟精神所激勵。天主教會外的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人

士，對聖方濟十分敬佩。所以教宗所選的名號真是聖神的感召。 
  貝樞機對自己獲得教宗委任特別職務感到意外，並理解到 G8 不是教

廷內閣，不是行政機關，有責任確保聖伯多祿繼承人享有之特權，為教宗

提供任何要求的協助。今世界處身巨變當中，特別以資訊對政府的影響

甚。梵諦岡銀行傳出的醜聞，以廣為傳媒報導。貝樞機深信八位特任樞機

會盡全力協助宗座解決行政上的間題。 
  記者向貝爾樞機提問，教宗方濟是耶穌會會士，對他個人有何意義。

貝爾樞機自述，他曾在耶穌會主辦機構服務有七、八年，但從來不是耶穌

會會士或耶穌會主辦學校學的學生。但對耶穌會的傳統十分羡慕，特別對

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而言。 他是一位有堅強意志的人物。聖方濟、沙勿

略東來路程也接近澳大利亞。他個人認為教宗深得耶穌會傳統精粹，對基

督絕對忠信，對教會精忠不貳，和願意走向人群，並不是那些權勢者，而

是邊緣人士。教宗呼籲我們要這樣做。照澳大利亞標準來說，是物超所

值。(Give us a run for our money) 
  記者向貝爾樞機提問，澳大利亞人對新教宗觀感如何？樞機主教回應

認為整體來說，澳洲社會認為教宗方濟獲選，正是深慶得人，不論天主教

界，基督教界和其他各界人士均有同感。對新教宗充滿幹勡，態度開放和

和樂意去接近他人的虛懷若谷的誠懇態度。 
  有論者認為，要為梵諦岡中樞改革困難程度，可以用在釘上掛上果

凍！其實在釘上掛果凍也不是絕無可能，只要有適當的佈置便可。天主聖

神當會啟迪 G8 特任樞機去完成任務。作為總教區內的分子，我們有責任

為貝爾樞機祈禱。 
* * * * * 

耶穌聖心會將改期於六月十五日下午十二時半在亞洲中心舉行聚餐。會員

免費。並敦請何華丹博士主講「如何掌控你自己的生命－－主耶穌基督是

我們的榜樣」。隨後舉行週年大會及選舉新一屆的委員會。誠邀各位會員

出席。並歡迎各位參加何博士的講座。 

* * * * * 
耶穌聖心會將於六月十日星期一（英女皇壽辰補假）舉辦曼麗漫步及野餐

活動。歡迎各位參加。 

行程：十時正在曼麗碼頭前方集合。大約中午在坦尼亞公園一起午餐。約

在下午三時步行返回曼麗碼頭，自行返家。 

午餐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五元。可自備午餐，免費參加。 

攜帶物品：防曬油，雨具，保暖衣服，零食及步行鞋。 

有意參加者，請向以下任何一位耶穌聖心會委員查詢詳情及報名： 

Anne Liu     0413 833 883 Eddie Ho 0416 092 148 
Jimmy Ng    0427 321 169 Wey Yeh 0439 918 938 
Yan Lok Lo 0414 378 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