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31/1 

Sat 

2-4pm Community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 

Thanksgiving the past year and Pray for the 

new year. Please open the invitation to any of 

your relatives & friends to join and pray 

together in front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Asiana 

Centre 

To meet the beauty of praying for the deceased in The Church, our Community is 

commencing to pray for the deceased during mass from this year onwards, if there 

are recently deceased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at are known, their names can be sent to 

info@ccpc.net.au or given to the MC of Sunday Mass. Kindly note that names that 

are received after Thu night, will be read on next Sunday Mass. 

Because the very heavy St Joseph's statue outside the St. Joseph's Chapel in Asiana 

Centre has the tendency to topple over and likely to cause damages, the Asiana 

Centre Association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dispose of the statue. Before we act on 

this decision, we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anyone who knows the history of this 

statue or has other suggestions. Please contact Thomas Wong (President of Asiana 

Centre Association) 0414 341 361.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meets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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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d Testament book of “Tobias”.  All are welcome to 

join us.  Please bring along a bible.  There is no meeting this afternoon. 

Cantonese Catechumen classes will commence in Febr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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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na Centre Catholic Chinese School 2015 new school term commences on 1st of 

February. Enrolment is open for Cantonese language classes for all school age 

children. The school location is Strathfield North Public School. Please check the 

details on website: www.chinese.sydney.catholic.org.au/newschool.htm Enquiry 

email： info.acccschool@gmail.com or telephone 0408 002 875. 

Sunday School Classes (Children Catechism) will commence on 8 February. 

Children from 5 to 12 years old are welcomed to join our weekly classes. If you have 

any queries or require an enrolment form please contact us.  

Email: ccpcsundayschool@live.com.au  Catherine Chan 0408 889 898/Beatrice Hai 

0435 042 001/Susanna Chui 0405 331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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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主 教 華 人 牧 靈 團 體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OMMUNITY 

常年期第三主日 2015年 1月 25日 

Third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Year B), 25
th

 January, 2015 
 

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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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下午二

時至四

時 

每月的團體明供聖體聚會——感恩過去一

年，為新的一年祈禱！歡迎各位邀請家人或

朋友前來在耶穌聖體前一起祈禱！ 

亞洲中心 

配合天主教傳統，由今年開始，團體於每星期信友禱文中會為去世的兄弟姊

妹祈禱。如各位有認識的親友剛離開人世，可以將其名字電郵至

info@ccpc.net.au，或於主日將名字交給聖堂門外的詢問處或當日彌撒領經

員。請留意在星期四晚上以後才收集的名字，將於下主日信友禱文中讀出。 

竪立在亞洲中心聖堂外的聖若瑟像，最近被發現有倒下的危險。亞洲中心委

員會認為必需拆除這雕像。在進行拆除工程之前，委員會樂意知道任何有關

這座聖若瑟像的歷史和聽取處理它的其他建議。請聯絡 Thomas Wong (亞洲中

心會長) 0414 341 361。 

再慕道聚會下星期日下午一時半在聖伯多祿朱廉教堂二樓會議室舉行。開始

分享「多俾亞傳」這部舊約中的經書。歡迎各位參加。請攜帶新舊約聖經。

今天下午的聚會暫停一次。 

粵語成人慕道班將於二月中開辦新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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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亞洲中心中文學校二零一五年度粵語班招收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各級

學生。上課地點：Strathfield North Public School. 每星期日下午一時半至四時

上課。學校網站：www.chinese.sydney.catholic.org.au/newschool.htm 

查詢電郵：info.acccschool@gmail.com 或電話：0408 002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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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於二月八日開課，課程適合五歲至十二歲的兒童，家長可聯絡我

們查詢及報名。Email: ccpcsundayschool@live.com.au Catherine Chan 0408 889 

898/Beatrice Hai 0435 042 001/Susanna Chui 0405 331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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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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的恩寵 － 我的新生命  

   Clare 關幗恩 

 「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格後 12:9a）是兩年半前當我回
應天主對我的召喚時，祂回答我的一句話。當時我很害怕，在祈禱
中知道要為祂放棄事業與夢想去尋找祂所安排的路，我真的覺得很
茫然，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度奉獻生活，更沒有想過要當修女。我覺
得自己不配得到天主的恩寵，更不配為祂而活。沒想到原來這是天
主為我所準備的又有前途、又有希望的計劃。「誠然，我知道我對
你們所懷的計劃 － 上主的斷語 － 是和平而不是災禍的計劃，令
你們有前途，有希望。」 （耶 29:11） 我衷心地感謝天主給我的
新生命。 
 新生命帶給我一個新的大家庭。從我尋找天主對我的召喚開
始，我的新家庭（中華修女傳教修女會）的成員不斷地以她們的愛
照顧我、包容我、幫助我在主內成長。在這家庭中，我不單結識了
一些活潑可愛的好姐妹，我更多了好多很愛我的姐姐們，與她們分
享我的靈修生活、我的喜樂、煩惱與憂傷。能夠跟她們一起為了主
耶穌而生活、一起學習聖母「承行主旨」實在是我的幸福。 
 新生命把我帶到台灣的嘉義市。嘉義市雖然是台灣的一個小
小的城市，但我已經愛上了這一塊土地。天主安排了很多充滿愛心
與熱情的神父、修女、教友、老師與學生讓我認識，他們給我的支
持與愛，讓我更肯定放下一切去追尋天主的旨意實在是我的幸福。
就像我剛剛到崇仁護理專校實習時，透過與學生們分享學習英語及
生活心得，我被他們對生命與夢想的熱誠所感動，讓我更期待天主
為我所準備的計劃。 
 新生命讓我有機會學習如何運用天主所賜的一雙手去默默耕
耘。在保守期與初學的第一年，修會強調修生從平衡的祈禱與工作
生活中學習默觀天主，其中一個項工作是種粟米。從學習如何用鋤
頭鬆土、放粟米粒到土裡、淋水、施肥到除草，對懼怕昆蟲的我來
說實在是一項大挑戰。當我看著粟米一天一天地成長，天主以充足
的陽光及雨水細心地照顧它們，我體會到我的新生命就像這些粟米
一樣：天主會安排適當的人在我身邊照顧我、教導我、督促我怎樣
成長；以不同的氣候讓我變得茁壯；而我自己則必須堅持初衷，不
怕太陽或暴風雨的侵襲，不屈不饒地成長。 
 新生命讓我發現我在主內的潛能，更讓我夢想成真。過去我
只懂得看著數字做財務報告分析，沒想過我原來我也有「藝術性」
的一面，像插花、佈置聖堂、跟修女們一起在台上唱歌跳舞表演。

更讓我感恩的是天主並沒有忘記我童年時的夢想，在我加入修會後
安排了一位很好很細心的老師教我管風琴及鋼琴。現在我已學會一
點皮毛，可以在彌撒中司琴了！ 
 新生命代表要學習以一顆信靠的心與天主來往。去年十月，
爸爸要動一個小手術。雖然手術很簡單，但還是要全身麻醉。在地
球的另一端，我從得知他要動手術的那一刻哭了好幾天。每當休息
的時間，我便會跑到聖堂，跪在聖體龕前大哭，並告訴天主我的感
受。當我把我心內的話說完後，我總是感到很溫暖、有一種難以形
容的平安，我知道那是天主對我的回應，給我的愛與安慰。我深信
爸爸的手術一定成功！感謝天主！爸爸的手術不但很成功，在手術
後第六個禮拜他還跟媽媽特地來台灣看我。忠實的天主比我更愛我
的父母與我所關心的人，所以我要更努力為祂賜給我的新生命而奮
鬥！ 
 新生命教我更珍惜身邊的一切。我體會到我所擁有的一切；
每一份友誼、每一件事物，都是天主所賜的，都是祂愛我的憑證。
每當我能再一次與父母、與知心的朋友通信或見面時，我都以感恩
的心讓自己完全投入在那短短相聚的時間內，雖然機會真的不多，
但每一次的相聚讓我印象深刻，讓我回味無窮。 
 新生命讓我更認識自己並且找到我一生中最愛。從來沒有想
過一個蹦蹦跳的我會如此喜歡修會的祈禱生活，如守靜默、唱日
課、默觀祈禱與朝拜聖體。在保守與初學期間，每一天我最期待是
下午五點守聖時，因為在聖體前我能靜下心來與耶穌相遇，與祂談
心。慢慢地我發現，原來我一直尋找多年的另一半，一直都在我身
邊保護著我、愛著我。我發覺我不能沒有耶穌在我的生命裡，祂是
我的力量、是我的喜樂、是我的最愛。每一天我能夠愉快地生活，
全是因為祂給我的愛與恩寵。雖然我是一個罪人，在每天的反省中
我都會找到自己很多的缺點，但主耶穌一直沒有放棄我，而且把最
好的安排賜給我，讓我每一天只願為祂而活。 
 主耶穌，感謝祢！感謝祢賜給我新的生命。感謝祢每一天以
祢的愛與恩寵充滿我，讓我充滿喜樂與希望。這新生命剛剛才開
始，我期待祢在我內做更多奇妙的化工！願一切光榮歸於祢！ 
  
（藉著這次分享，我要感謝大家一直對我的支持與包容，謝謝你們
不斷的為我祈禱。雖然我們相隔很遠，也不能像以往常常見面，但
耶穌基督的聖體聖事把我們拉得很近，在祂內共融。讓我們繼續彼
此代禱。要保重身體，願主耶穌的愛與平安與你們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