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29/5 
Sun 

11am A group of aspirants will be administered the 
Rite of Acceptance into Catechumenate during 
Mass.  Please pray for their persistence in 
following Christ. 

Asiana 
Centre 

31/5 
Tue 

8pm The Pastoral Council will be holding its 
meeting. All council members and 
representatives are reminded to attend.  All 
community members a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to plan for the future activities of 
our community. 

Asiana 
Centre 

3/6 
Fri 

6:30pm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Sodality will 
celebrate a monthly Mass to give thanks to the 
great love of Jesus that was bestowed on all 
mankind.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will meet this Sunday at 1:30pm at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The topic of this series of talks is “The Sanctifying Function 
of the Church”.  The venue is the meeting room located at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All are welcome to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about our 
Church. 
New Cantonese and Mandarin Catechumen classes have comm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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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renew their faith. 
Sunday class at 9:30am Chinatown or Asiana Centre.  Please contact Eddie Ho 
on 0416 092 148 or Pauline on 9904 7750 for details. 
Friday class at 7pm at Asiana Centre.  Please contact Stanley on 0410-300-126 
or stanley.seah@thsonline.org for more details and registration. 

聯絡我們： 

Fr. Martin Low OFM 0424 883 838  Fr. Paschal Chang OFM (02) 9799 2423 
 Fr. Joseph Lu 0423 308 490 

Sr. Teresa Chiu  電話: (02) 9716 6460  傳真: (02) 9799 1377 
郵政信箱: P.O. Box K569, Haymarket, NSW 1240, Australia 
電子郵件: accawebsite@yahoogroups.com.au
互聯網網址: www.chinese.sydney.catholi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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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 Sunday of Easter, 29th May 2011  

團體活動

29/5 
星期日 

上午十一時 團體將於彌撒中為新一屆的慕道者舉行

收錄禮。請大家為他們能有恆心來慕道

而祈禱。 

亞洲中心 

31/5 

星期二 

晚上八時 牧靈中心牧靈議會召開會議，敬請各

善會小組代表準時出席，誠意邀請各

位兄弟姐妹列席參加，齊心協力為牧

靈中心及團體籌劃未來。 

亞洲中心 

3/6 
星期五 

晚上六時半 聖穌聖心善會舉行彌撒來感謝聖穌聖心

對我們的大愛。歡迎大家參加。 
亞洲中心 

 
再慕道聚會本星期日下午一時半在聖伯多祿朱廉教堂二樓會議室聚會。

分享的主題仍為「教會的聖化職務」。歡迎各位參加，加深對的教會的認

識。 
粵語及國語成人慕道班已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請介紹未信

主的親友參加，亦歡迎信友參加更新信仰。 
慕道班每週日在華埠或亞洲中心上課。請向何潤發先生 (0416 092 148) 
或貝寶蓮女士 (9904 7750) 查詢。 
每週五晚上七時，亞洲中心上課。查詢或報名請聯絡Stanley 
電話: 0410-300-126 或電郵: stanley.seah@thsonline.org  

告解時間： 
雪梨華埠聖伯多祿朱廉教堂          每月第一和第三主日中文彌撒前二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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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亞洲中心聖若瑟小堂 主日上午十一時（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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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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再見 
路勇神父 

  轉眼間，我在方濟會的望會期在本月底就將結束

了。根據修會的安排我要在下月中旬到美國的加州開始

我的初學，為期一年。下一年的七月初就返回悉尼了，

在這裡給大家說再見。 

  這九個月的望會期，天主對我實在是太寵愛有加

了，祂給了我一個優秀的導師，Fr. Mario OFM。這位神

父用他這幾十年來對聖方濟的學習，讓我對聖方濟的靈

修有了一個很深的瞭解。在這裡給他家分享少少。聖方

濟的精神可以敘述如下：徹底貧窮、對敵人包容、與大

自然合一、接受苦難、喜樂等。A. Gemelli 在《方濟會靈

修》中提到，方濟靈修所帶給人類的是豐富而嶄新的經

驗，而整個方濟靈修的基礎是「以基督為中心」的信

仰。Gemelli 認為方濟會的靈修主要內容有：成為自由的

人、貧窮（神貧）、謙虛、使徒工作；這樣的靈修實乃

「效法基督」，而分開來說則是以上主以及以人為中心的

靈修。 

  方濟會的靈修所鼓勵的是往普天下傳福音，在宣揚

中也賺取自己的麵包，而非強調過隱修生活，在民眾之

中，度著貧窮、謙虛與宣揚福音生活方式。這是方濟與

其兄弟們的生活方式。德肋撒姆姆及她所創立的「仁愛

傳教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所行的一切十分符合

方濟精神，而方濟與德肋撒姆姆所度的靈修方法，就是

簡單的來實踐福音，以創造者與救贖者的光明，使受造

物重新獲得其原有高貴的價值 J. Garrido 在《方濟會生活

方式》書中提到，「方濟所表現出來的是『永遠的基督

徒』，他有著一些典範清楚的力量」。 

  我以前在 Ashfield 住的時候，我們的張神父經常的

說，聖人不屬於歷史，聖人是長青的。也就是說，方濟

他雖是生活在他的時代的人，卻能超越其時代。他是一

位現實主義者，不是充滿幻想不切實際的人，但是他一

方面又是完全為上主的臨在所奪取的人，他的生命完全

以基督為中心，為此而生活、見證；方濟所強調的貧

窮、神貧的神學，應當在這樣的基督論、靈修特性脈絡

下來理解，方濟是一位充滿了愛的人。所以，聖方濟的

精神更深深的感動著我吸引著我，我的願望就是模仿他

的方法去實踐福音。 

  在去美國之前我要感謝我們的團體。在悉尼的這些

年來，我們的團體對我的愛與照顧實在是讓我沒齒難

忘，我更在你們的身上學習了很多的東西。你們每個人

對我的愛我都會記在心裡，謝謝你們。在我初學的這一

年裡，我會不斷的為我們的團體祈禱，希望我們的團體

在基督內更團結，也能學習發揚聖方濟的精神。也懇求

天主祝福你們每一位身體健康，家庭和睦，事事順利，

都能爭取做一個基督的勇兵。 

  一年的時間是很快的，也懇請大家為我祈禱，使我

充分的用這珍貴的時光。來年能更好的服侍基督，服務

大家。 

耶穌聖心善會將於六月十九日下午舉行週年大會並選出新一

屆的委員會。當天將會有午餐供應，誠邀各位會員參加。本

年的會員已屆更新會籍的時候，請將會費$2 交與現一屆的委

員。主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