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體活動/ Upcoming Events 

9/9 

(星期六) 

下午四時半 團體敬禮永援之母九日祈求。誠邀各位參

加。特別為已亡親友祈禱。 
亞洲中心 

9/9 

(星期六) 

晚上六時半 傳道員組將會以聚餐的形式慶祝成立三十

週年。歡迎各位前來與傳道員組分享這個

喜樂的日子。請向 Elsa或其他的傳道員報

名。 

華埠八樂居

酒樓 

10/9 

(星期日) 

早上九時半 團體將為六歲或以下的兒童領洗。查詢及

報名: 請聯絡 Simon Liu (0411 377 618)或

Mary Liu (0412 261 196) 

亞洲中心 

團體再度邀請婚姻及家庭治療師梁敬之先生舉辦的一連串家庭婚姻培育講座 

15/9 (星期五) 

16/9 (星期六) 

17/9 (星期日) 

下午八時至十時 

下午三時半至六時半 

下午二時至六時 

怎樣使孩子開心快樂地成長？(1) 普通話 

怎樣使孩子開心快樂地成長？(2) 普通話 

怎樣使孩子開心快樂地成長？(3) 普通話 

St Dominic’s 

Church 

19-21/9  

(星期二至四) 

下午八時至十時 依附理論與親密關係(1-3)   廣東話 亞洲中心 

25-28/9 

(星期一至四) 

下午八時至十時 依附理論與親密關係(4-7)   廣東話  亞洲中心 

30/9 

(星期六)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靈修日:幸運兒    廣東話 

(請自備午餐) 

亞洲中心 

1/10 

(星期日) 

下午二時半至六時 當亞麻遇上亞煩   廣東話 亞洲中心 

 
9/9 

(Sat) 

4:30pm Novena to Our Lady of Perpetual Help. Asiana 

Centre 

9/9 

(Sat) 

6:30pm The Adult Catechists Group is celebrating its 30th 

anniversary with a dinner.  All are welcome to come to 

share this happy occasion with the group.   Please make 

bookings through Elsa or other Adult Catechists. 

The Eight 

Seafood 

Restaurant, 

Chinatown. 

10/9 

(Sun) 

9:30am Children Baptism; age 6 years old or under. Applications 

forms to be obtained and lodged at reception area at SPJ 

or Asiana Centre. For details, contact Mary Liu on 0412 

261196 or Simon Liu on 411 377 618 

Asiana Centre 

 
報告 News  

粵語成人慕道班已於開辦新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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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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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以「小磐石讀經法」去

研讀「羅馬人書」，以增加大家對聖保祿宗徒的書信的認識。歡迎各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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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s Elsa Tang on 0401 058 199 for details. 

Chinese Catechism Corresponding Course is open to people who cannot attend our catechism class in 

person。Please encourage your non-believer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enrol。Please contact Mrs Elsa Tang 

on 0401 058 199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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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Paul's Letter to the Romans” by 

using the Little Rock Scripture Reading Method。 All are welcome to join us. 

 

 

 

 

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 (甲年)   2017 年 9 月 3 日 

September 3rd 2017    Twentieth-Second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Year A) 

 

 

Christ, Michael Dudash 

 

Whoever wishes to come after me must 

deny himself, take up his cross, and 

follow me. (Mt。16:24)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
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瑪竇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節) 

 

 

 

 

 

 

 

 

 

彌撒時間：星期六 下午 6:00亞洲中心 (國語); 

    星期日 早上 9:30亞洲中心 (粵語); 早上 11:00 聖伯多祿朱廉堂(粵語) 

    星期日 早上 11:30 St。Dominic’s Church, Flemington (國語) 

 九日敬禮：每月第二個星期六 下午 4:30亞洲中心 

 每月首星期五耶穌聖心彌撒：晚上 6:30 (粵語) ，晚上 8.00 (English) 亞洲中心 

 明供聖體: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 下午 2:00-4:00亞洲中心 

 修和聖事: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 下午 2:30-3:30亞洲中心 

 領洗、婚配及病人傅油：請聯絡主任司鐸/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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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政地址: Asiana Centre (亞洲中心), 38 Chandos Street, Ashfield NSW 2131 

電子郵件: info@ccpc.net.au   互聯網網址: www.ccpc.net.au Tel: 8005 1398, Fax: 8580 5135 

主任司鐸/神父 Chaplains:    Fr. Joseph Lu OFM  路勇神父   電話: 0431 962 786 

                  Fr. Jacob Wang  王金福神父      電話: 0488 042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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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 Agnes Chang  電話: (02) 9560 3071 

下主日讀經:  Next Sunday Readings: 

 

1st reading   讀經一:             厄斯德拉    Ez 33:7-9 

2nd reading 讀經二:  羅馬人書    Rom 13:8-10 

Gospel 福音:  瑪竇福音    Mt 18: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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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雪梨總教區公函 
 

“在愛中持守真理”(厄四:15) 
 

主內的各位弟兄們: 
 

為同性婚姻舉行郵政公投 

 
眾所週知的一條強制性公投法案, 將婚姻法律上定義再加同性 "婚姻”的提案, 經巳由參議院在本週

內推翻, 而澳洲將準備一項非強制性的郵政上投票- 除非受高等法院所阻止。 公投選票將於九月十

二日寄出, 並須於十一月七日前寄回。 

 
按目前情況而言, 我們沒有看到公投的議題, 而我們所料, 將會是一條簡單的問題(例如: 你是否支

持將婚姻的法律上定義改變, 容許人可以同性結婚等?) 目前情況而言, 並沒有對程序上問題的答案

(例如是否以 《是》或《否》模式, 即以前所採用的方式, 或將會有任何撥款(或同等撥款) 等等問

題。 無論怎樣安排, 此次公投對我們的教會和國家是十分重要的。 

 
現屆政府巳清楚表明, 如果公投結果是肯定的話, 一項法案將會在本年底前向國會提出修改婚期法. 

現階段來說, 法案內容未見透露, 亦可能多加修改。 所以今次公投, 有些盲目投票的危險。 例如是

否能充分滿足宗教自由的顧慮, 因為這些問題曾經有許多人在參議會遴選委員會在本年諮詢期間提出

的問题尚未知有任何決定。 到目前為止, 所有提出擬議法案, 有關更改婚姻法上的婚姻定義, 並未

能提出對學校, 教會機構及非神職人士(即大多數有信仰人士)可接受的法律保障。 

 
我向司鐸們提示, 目前最重要的課題是耍向澳洲選舉專員公署登記為選民, 而那些最近因搬遷而未向

公 署 更 改 地 址 者 , 需 在 本 年 八 月 廿 四 日 申 報 , 或 在 網 上 辦 理 亦 可 : 公 署 網 址 : 
http://www.aec.gov.au/enrol/ 

 
在本總主教教區內, 我巳成立一個工作委員會, 為發展適當策略及訊息, 將教會對婚姻立場的觀點通

傳開去, 並確保能夠在公投上得到強力的技持。  我個人樂意接受工作委員會成員組成的意見, 或所

需的資源作出準備。 

 
相信你們巳知道, 本總教區巳參加 《維護婚姻大同盟》組織, 該團體為帶領全國維護緍姻運動, 並

由一百多個維護婚姻組織 , 不同宗教, 和很多民族及其他團體 , 在下週正式啟動互聯網 

www.Coalitionformarriage.com.au 並將於星期一啟動。 該網頁將為一個平台, 為自願工作者登記, 或

捐款, 或最新公投動向消息等。 

 
我本人將在未來日子上向各位提供最新消息和實際可行方法為我們天主的百姓能分享慈母教會的訓導, 

分享有關婚姻聖事的美好, 及有關對婚姻法律上的定義的任合更改, 對有信仰人士和國家有莫大的後

果。 

 
我呼求你和你們天主的百姓, 為澳洲未來婚姻法祈禱, 更伏求天主聖神指引全體澳洲百姓漫向公投前

進。 

               
                                             天主教雪梨總主教教區 

                            
                                             安多尼. 費莎爾總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