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21/3 
Sat 

1:30pm 
to 5pm 

Community Spiritual Activity Asiana 
Centre 

22/3 
Sun 

1:30pm 
to 
2:30pm 

Stations of the Cross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28/3 
Sat 

2pm to 
4pm 

Community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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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hu night or given 
to welcoming team (SPJ) or reception (Ashfield) on Sunday a week 
before.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meets on Sundays at 1.30pm and the venue 
is Meeting Room # 2 located on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We are studying the “General Instructions of the Roman Missal”.  All are 
welcome to join us.  
Catechumen classes have commenced in February 2015 and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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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s. Elsa Tang on 0401 058 199 for 
details. 

慕道者第二次考核禮分別於本日的中文彌撒中舉行。 
 

主說：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不在黑暗中行

走，必有生命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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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旬期第四主日 (乙年) 2015 年 3 月 15 日 
Fourth Sunday of Lent (Year B), 15th March, 2015  

團體活動  
21/3 
星期六 

下午 1:30
至 5 時 

團體靈修活動 - 愛的萬花筒 亞洲中心 

22/3 
星期日 

下午 1:30
至 2:30 

拜苦路 聖伯多祿

朱廉教堂 

28/3 
星期六 

下午二時

至四時 

每月的團體明供聖體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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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星期日 

下午 1:30
 

聖母無玷聖心會及耶穌聖心會合辦「莊

宗澤神父講座」。詳情請留意海報。 

亞洲中心 

王金福神父將於每週二早上七時在亞洲中心主持彌撒。歡迎各位信友

參加。 
配合天主教傳統，由今年開始，團體喺每星期信友禱文中會為最近離

世或者在本週逝世紀念嘅兄弟姊妹或親人祈禱，如有需要，可於星期

四晚將其名字電郵至 info@ccpc.net.au，或於一周前的主日將名字交給

聖堂門口的詢問處。 
再慕道聚會星期日下午一時半在聖伯多祿朱廉教堂二樓會議室舉行。

繼續研讀「彌撒經書總論」，以增加大家對彌撒的認識。歡迎各位參

加。 

成人慕道班已於二月中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請介紹未信主

的親友參加。請向鄧女士查詢。電話: 0401 058 199 亦歡迎信友參加更

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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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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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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被𨘋請去參加這課程時，滿以為自己真的很有

問題才被「選中」，經過了解到這課程的內容，才知道原

來是一個增加知識的大好機會，這課程對於關係有磨擦

或不和諧的時候，最為有效，因為它可以改變你的婚姻

關係和價值觀。若你現在己享受著美滿的婚姻，恭喜

你，因為課程的內容正視婚姻的問題，使你的婚姻更加

美滿和幸福。 

  在此借此機會感謝天主安排美滿婚姻課程的舉辦，

也感謝招修女和上一期學員們的努力工作，你們在各方

面都作出很大的貢獻和付出你們的寶貴時間。希望課程

完成後，還有機會嘗試你們烹煮的美味食物。主佑。 

 

 

 

 

 

 

 

William Cheung 

  人生總有歡笑，難免亦常有淚，很難在每一件事情

上都能夠取得平衡，特別是在婚姻生活這方面。兩個人

在不同的環境中長大，各有不同的生活方式、經歷不一

樣的事情、存在著意見分歧、做事的方式和不同的理想

等因素，難免在漫長的人生路上產生問題和困擾。就好

像我們洗碗時一樣，兩隻碗在水中的磨擦及碰撞，往往

都能夠造成傷害，甚至形成不可修補的裂痕。 

  感謝天主的引領，在招修女和上一期學員的𨘋請

下，在今年初參加了美滿婚姻課程，雖然我的婚姻關係

並不是很和諧，像普通人一樣，只是偶然會出現意見分

歧，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抱著期望和學習的態度去參

加，到現在也上了數堂，所學到的包括建立良好的基

礎、溝通和化解衝突。在餘下的課題中也非常重視良好

婚姻的價值，如寛恕等。內容整體都指出人的軟弱，不

知怎樣去處理和化解問題。這課程為期八課，每課長兩

小時，進度則依據學員的意思，可以每個星期上課，也

可選擇兩個星期才上一課，上課時隨了看活動電影外還

不時有夫妻自己討論的時間，討論的內容只有他們自己

才知道。課後我們一齊享用晚餐，在享受由上一期學員

預備的豐富晚餐時，我們也討論和分享當天學到的知

識，交談自己的想法。夫妻兩人也要在家中做功課，將

所學到的作為練習和實踐。 

我為什麼參加美滿婚姻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