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2/1 

(Fri) 

6:30pm 

and 8pm 

Mass to commemorate the suffering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6:30pm (Cantonese) and 

8pm (English)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meets every Sunday afternoon at 1.30pm and the 

venue is Meeting Room # 2 located on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Currently we are sharing the book “Healing the Eight Stages of Life”. 

Chinese Catechism Correspondence course is open to all who are interested in 

our Catholic faith but cannot come to our catechism class every week. Please 

contact Mrs. Elsa Tang on 0401 058 199 for details. 

Cantonese Catechumen classes will commence in February 2015 at St Peter 

Julian Church and ar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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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s. Elsa Tang on 0401 

058 199 for detail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聯絡我們： 

Fr. Martin Low OFM 0424 883 838 

Sr. Teresa Chiu  電話: (02) 9716 6460  傳真: (02) 9799 1377 

郵政地址: Asiana Centre, 38 Chandos Street, Ashfield NSW 2131 

電子郵件: info@ccpc.net.au   互聯網網址: www.ccpc.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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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ly Family of Jesus, Mary and Joseph, 28th December 2014 

 

團體活動 

2/1  
(星期五) 

晚上六

時半及

八時 

彌撒紀念耶穌聖心所受的苦難。六時

半(粵語) 及八時 (英語) 

誠邀各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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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分享「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這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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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成人慕道班將於明年二月在華埠聖伯多祿朱廉教堂開辦新班。

現開始招收新學員。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參加。請向鄧女士查詢。

電話: 0401 058 199。亦歡迎信友參加更新信仰。 

 

 

 祝大家聖誕快樂，新年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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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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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未聽見過的第四位賢士 --------那遲來的朝聖者     

招修女 

朋友們，特別是信仰基督的朋友們，你們從聖經上一定聽過三位賢

士的故事。每年聖誕節 ，我們都聽說有三位賢士從東方，帶了非

常珍貴的禮物 ：黃金 、乳香和沒藥，隨着異星的引導，來到新誕

生的嬰孩耶穌面前，跪下並獻上他們幾經艱辛；長途跋涉而帶來的

禮物。這些禮物都各有特殊的意義： 

黃金 -----表示耶穌是萬王之王。 

乳香------表示耶穌是不死不滅的神靈。 

沒藥------表示耶穌是真真實實的人，有個真人的肉軀 。 

 

這三位賢士 ，又被稱為「三王 」，他們在聖嬰面前 ，下跪朝拜 ，

表示了耶穌真是 「萬王之王 」，萬民都應歸屬在祂的王權下！但奇

怪的是：這新生的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却誕生在卑微的馬糟

裡 ，以禾草為被，以牛羊為伴，其後更被暴君追殺，逃難異邦 。

所以耶穌，這位人而天主的聖子，生命中充滿了傳奇！ 

 

由於耶穌的生命異於常人，所以跟隨祂的人中，也有非常特異的

人 ！本文所提及的這第四位賢士 ，就有了非常異樣的經歷！讀者

們 ，請你不要在聖經或任何古籍中去尋找他。他絕不在那裡！但

他的故事告訴我們：他一直生活在「耶穌的話裡」。他一生尋尋覓

覓，最終到了耶穌的十字架下，疲累病弱，兩手空空……。 

 

這第四位賢士，名叫阿太鵬 ，原來約好另三位賢士一起出發 。但

他因家事稍為延誤了 。只好與三位賢士約好在途中某處相聚。阿

太鵬把他購得的三件宝物 ：藍宝石 ，紅宝石和一顆特大的珍珠謹

慎地束在腰間 ，備好行裝，帶着愛驅 「凡思達 」就匆匆上路了 。  

但不久阿太鵬到了一個稠密的叢林 ，這裡寂靜如墳墓，不知為何

愛驅凡思達 ，不欲前進且發出恐懼的嗟歎。 阿太鵬仔細察看 ，原

來叢林裡躺着一個奄奄一息的人 ，看來是一位病弱的流亡人士 。 

此時阿太鵬心緒凌亂 ，不知如何是好 ？ 放下這垂死者？ 心實不

忍！ 留下照顧他 ？ 一定追不上前三位同伴 ！瞬息掙扎後 ，阿太

鵬决定先幫助這眼前人 。阿太鵬彎下腰抱起那病者，放在小丘

上，解開病者厚重的頭巾和胸前的衣服 。且以溪水調了一服藥

劑，餵到病者口裡 ，經過數小時後 ，病人的精力回復了，且感激

地問他「你是誰 ？ 為何救我 ？ 」他回答說 「我是一拜火教司

祭 。 我與同伴要去朝拜將要誕生的猶太王 。朋友，我不能再延誤

了 。 這裡我留下些麵和酒 ，另一服藥劑 。當你精力稍恢復時 ，

可在附近找希伯來人家借宿 。」 

 

阿太鵬就繼續上路了，心裡懷疑他是還能追上同伴 。不久他發現

在一堆碎磚下壓着一塊羊皮 ，寫着 「我們曾久候，但實不能躭擱

了 ，真要尋找這位君王！ 希望後會有期！」 

 

阿太鵬自言自語道 「我已沒有食糧 ，只有這匹精疲力盡的瘦馬 。 

好！ 我必須回到巴比倫，賣掉我的青玉 ，藉以買一隊駱駝和需要

的食糧 。但我能見到這位君與否 ，只有仁慈的上主知道。我躭誤

時機 ，只因為我給與了 『仁慈 』。」 

 

阿太鵬繼續上路了 。  

 

(故事未完，下期再續，主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