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體活動/ Upcoming Events 
15/9 

(星期五) 

晚上八時 聖神宮殿祈禱會（THS）誠意邀請各位弟兄姊妹一同慶祝成立

21 週年紀念。 我們將會舉行感恩祭，隨後有簡單茶點供應。 

亞洲中心 

16/9 

(星期六) 

下午二時 堅振聖事典禮彌撒於亞洲中心舉行，當天主教 Bishop Terence 

Brady會為七位兒童及兩位成人施行堅振。歡迎教友參加並請

為各準備領堅振者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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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八時至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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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八時至十時 依附理論與親密關係(1-3)   廣東話 

(Attachment Theory & Intimate Relationship) 

這講座讓參加者初步理解依附關係如何影響個人成長、人際關

係、親密關係及信仰，從而掌握如何建立安全的親密關係，減

少不必要的傷害。 

亞洲中心 

25-28/9 

(星期一至四) 

晚上八時至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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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靈修日旨在讓參加者更認識和接納自己，跟天主建立密切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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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講座系列讓參加者初步理解依附關係如何影響姻親關係，從

而掌握如何建立健康的姻親關係，減少不必要的矛盾和傷害。 

亞洲中心 

 
15/9  

(Fri) 

8pm The Temple of the Holy Spirit prayer group (THS) would like to 

invite the CCPC community to join us celebrating 21st anniversary 

with a Thanksgiving mass, followed by refreshments afterwards. 

Asiana 

Centre 

16/9 

(Sat) 

2pm Sacrament of Confirmation will be held at St Joseph Chapel Asiana 

Centre. 

Bishop Terence Brady will preside at the celebration of 

Confirmation for seven children and two adults. Community 

members are welcomed to join this celebration and please pray for 

these candidates. 

Asiana 

Centre 

 
報告 News  

在亞洲中心聖堂紀念亡者壁櫃安放新一批亡者名牌儀式將於十一月二日追思已亡瞻禮舉行。有意安放已亡親友紀念名

牌的信友，請於九月二十四日前填交申請表格。請聯絡 Anthony 姚先生 0433 780 103, 9797-8930 或 Thomas 黃先生 

0414 341 361, 9554-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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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xt installation of Memorial Plaques for deceased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St Joseph’s Chapel of Asiana Centre will be 

held on Thursday, 2nd November, All Souls Day. Application must be received before 24th September. Anyone who intends to 

apply for the installation of new plaques may contact: Anthony Iu 0433 780 103, 9797-8930 or Thomas Wong 0414 341 361, 

9554-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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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甲年)   2017 年 9 月 10 日 

September 10th 2017    Twentieth-Third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Year A) 

 

 

Tavik František Šimon, Soup Kitchen, Paris, 1927 

 

 

Where two or three are gathered 

together in my name, there am I in the 

midst of them. (Mt。18:20) 

 

因為那裡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
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
(瑪竇福音第十八章二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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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訓篇     Sir 27:30—28:7 

2nd reading 讀經二:  羅馬人書    Rom 14:7-9 

Gospel 福音:  瑪竇福音    Mt 18: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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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婚姻對每一個人的影響 

 

澳大利亞總理對同性婚姻法案修訂前的見解 

 

  “更改法律上對婚姻定義行將影響每一位澳大利亞人. 它不只單純影響有性別傾向, 
或性別認同的澳洲人, 而會影響每一位澳大利亞人。” 

 

     澳大利亞總理譚保(又譯為騰博)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八日澳洲廣播電視台早晨節目

時的談話摘錄。(注:LGBTI 的名詞, 是指 Lesbian (女同性戀者), Gay (男同性戀者) 

Bisexual (雙性戀者, Transexual(跨性戀者), Intersexual (陰陽人) 的名詞, 以英文為首的

英文字母構成為 LGBTI。 為方便行文起見, 一般以《同志》代表名詞。) 

 

論自由 

言論自由 - 反岐視法律曾經引用到限制有關對婚姻問題的言論。塔省總主教波廸奧因分

發主教牧函有關婚姻問題對天主教訓導而被提控到塔省反岐視委員會。 事件起因可以是

言論自由而不是宗教自由。 可以同時考慮到維省副主任心理學家被迫在二零一二年在該

省的人權及同權委員會前被迫辭職。 而他所犯的罪不過是在參議院進行調查時說過兒童

平均在有父母撫育下平均優勝過單親或同性雙親家庭。 

 

信仰自由 -  參議院遴選委員會獲悉, 一項規模龐大調查報告指出, 有百份之五十九回應

問卷的“同志”人士不需要豁免權甚至於宗教人士, 更不論普通人士。 呈交上的法案並沒

有提供, 或全無方便之可言。 二零一七年六月, 瑞典總理史提芬路雲稱, 他所屬的黨將會

草擬法例, 強制司鐸要為同性婚姻主持婚禮。 大部份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對平信徒

施加壓力或欺凌, 要對同性婚姻者慶祝, 要提供服務。    

 

參與社團的自由 -  甚至在澳洲本土, 一些人士因為參加正職外的一些義務工作團體, 

因為該團體工作宗旨有涉及“不平等”意義者, 要被廹辭職。 瑪爾谷. 亞拉比,前普華永

道國際會計師事務所行政人員, 被廹由澳洲基督徒游說團體離開該會的董事會。 後來他轉

移至 IBM 集團, 不久後亦要他要脫離該組織的董事會, 因為麥理覺學院是 IBM 集團成員

之一, 而該組織被認為沒有親《同志》立場。 

 

良心自由 - 在一些曾將婚姻法律定義修正的國家, 有很多宗不肯為同性婚姻提供服務行

業經營人被人起訴及處罸, 因為他們拒絶為同性婚姻者舉辦婚禮。 工黨領袖索頓亦曾經表

明, 未來的工黨政府, 將移除拒絶為同性婚姻者舉辦婚姻的法律保障。 一些綠黨及其他議

員, 對反對同性婚姻者有更強烈的立場。 

 

 

 

 

性別 

否定性別之社會 (De-gendering of society) – 緊隨婚姻法律上定義修定後的國家發現

否定性別的後果, 出現很多跨性別問題, 因為移除性別在婚姻上, 巳使到性別無關重要。  

二零一七年七月, 英國政府平等公署公佈, 凡想改動性別身份者, 可申請一份名為以[建立

進步] 的表格。 填妥後依據婚姻重定的法律定義上便可。 加拿大方面, 對一位人士, 不

用個人所選擇的性別名稱代名詞,(即“他” 或“她”) 便算違法行為。 

 

免除父母關係 (The removal of mothers and fathers)   -  否定性別的自然結果當然減

少性別的差異及父母關係的重要。 以加拿大安大略省而言, 根據二零一六年所有家庭平等

法, 將所有關於“父”或“母”的法律條文上的陳述, 一切以 “雙親”  代替, 而在出生

證明書上,可有四位 "雙親”, 對兒童有同等權利在內。 

 

教育 

性教育的更攺 – 一旦婚姻法改變後, 性教育包括各種性行為方面亦有所改變。 加拿大

方面, 性教育課程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前可自行決定。 一旦合法化後, (一如所謂學校安全

計劃下), 這些新措施便成為強制性的, 包括所有宗教信仰學校等。 同性戀可在小學三年

級時列作選修科目。 

 

性別不安症的增長 (Increase in gender dysphoria)  - 所謂學校安全計劃的學校和引

發性別不安症增長有直接關係。 以維省皇家兒童醫院為例, 當所謂學校安全計劃生效時的

年份內, 有六位學生患上性別不安症。 六年後, 學生患此症人數增至 240 人。 

 

剥奪父母權利 (The removal of parental rights)  -  加拿大一位父親, 史提芬. 杜絡

奇要求將子女調離不參加該校的性教育課程, 但為該校行政人員所拒絕，理由是學校課程

的理念是以“同志”思想構建, 而傳統對性教育的理念是一種欺凌方式。 安大略省高等法

院承認申訴人權益有所侵犯, 但仍站偏坦校方立場。 

 

關閉不遵從學校（The closing of “non-compliant” schools） -  堅持宗教信仰學團體, 

拒絕教授同性婚及目前流行對同性戀及性趨向問題的學校有被廹關閉的可能。 在英國的

Vishnitz Girls School, 是由猶太東正教會主辦, 因二次不符合教育部視察檢查要求, 有面

對關閉可能。原因是該校拒絕向年齡在三及十一歲間學生, 講授性趨向及性別再鑒定。 

加拿大的上加拿大法律公會拒絕承認西部聖三一大學學位, 因為該大學學生曾簽署一項個

人承諾, 保留個人對性行為及異性婚姻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