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10/3 Sat Visitation Team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Mass at 10am at 

Asiana Centre followed by buffet lunch at 11:30am at Auburn 
Club (33 Northumberland Rd Auburn) Cost is $20. Visitation 
Team and all community members are invited. Kindly contact 
Alice Ching should you would like to join the Visitation 
Team: 0401690060 

11/3 
Sun 

1:30 pm-
2:30pm 

Community Stations of the Cross 
All are welcomed. 

St Peter 
Julian 
Church 

30/3 
Fri 
 
31/3 
Sat 

8:15pm - 
10pm 

CCPC has invited Fr. Abraham Chiu to give us a 
talk on “Pope John Paul II’s encyclicals on 
Family”.  The talk will be presented over two 
days.  It will look 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s 
and husband and wife as well as how to foster the 
faith of the children based on Moral Theology 
and Christian Ethics. 

Asiana 
Centre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will meet this Sunday afternoon at 1:30pm and 
the venue is Meeting room #2 located at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We are currently studying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All are 
welcome. 
New Cantonese Catechumen class has commenced on 5/2 and is still accepting 
enrolment.  It meets every Sunday at 9:30am at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Chinatown or at Asiana Centre, Ash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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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a Tang on 0415 648 
923 for details. 
New Mandarin Catechumen class has commenced on 11/2 and is still accepting 
enrolment.  It meets every Saturday at 5pm at Asiana Centre, Ashfield. 
Please invite your non-believer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learn about God and our 
faith.  Please contact Elsa Tang on 0415 648 923 for details. 

聯絡我們： 

Fr. Martin Low OFM 0424 883 838  Fr. Paschal Chang OFM (02) 9799 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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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c.net.au

 

天 主 教 華 人 牧 靈 中 心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ENTRE

四旬期第二主日 2012 年 3 月 4 日 
Second Sunday of Lent, 4th Mar 2012  

團體活動  
 

10/3 星期六 探訪小組成立 10 週年，上午 10 時於亞洲中心舉行感恩

祭。11 時半於 Auburn Club (33 Northumberland Rd Auburn) 
自助午餐，費用每位二十元。誠邀新舊會員及各善會教友

參加，亦歡迎各位加入探訪小組。報名: Alice Ching 
0401690060 

11/3 
星期日 

下午一時半

至二時半 
團體拜苦路 
歡迎各位參加。 

聖伯多祿朱

廉教堂 
30/3 
星期五 
31/3 
星期六 

晚上 8:30 
至 10 時 
上午 10 至

下午 4:30 

牧靈中心邀請得 趙必成神父 到來主講「若望

保祿二世之家庭勸喻」。分兩日進行。從倫理

神學看父母、夫婦的責任及如何培育子女的

信仰。 

亞洲中心 

再慕道聚會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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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讀宗徒大事錄。歡迎各位參加。 
粵語成人慕道班已於 5/2 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慕道班每週日上

午九時半在華埠聖伯多祿朱廉教堂或艾斯菲亞洲中心上課。請介紹未信主

的親友參加。請向鄧女士查詢。電話: 0415648923。亦歡迎信友參加更新

信仰。 
國語成人慕道班將已於 11/2 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慕道班每週六

在艾斯菲亞洲中心上課。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參加。請向鄧女士查詢。電

話: 0415648923。 

告解時間： 
雪梨華埠聖伯多祿朱廉教堂                         每月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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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ccawebsite@yahoogroups.com.au
http://www.ccpc.net.au/


嘉年華會巡行 
李尚義 

  雪梨今屆的嘉年華會巡行定於三月三日週末舉行，將會有九千人

參加，黃昏時由市內牛津街集合出發，向東區巡行，現已成為國際旅

遊盛事。國際旅客，特別是中國的自由行旅客，慕名前來參觀也有不

少，使本埠的旅遊業有一筆大進帳。 

  本埠的嘉年華會的正式名稱是 Mardi Gras (法文)，選自基督宗教

四旬期 (Lent) 開始前一天，即是天主教會本來的聖灰瞻禮 (Ash 
Wednesday) 前的星期二，也稱為「懺悔星期二」。法文的原文意義是

Fat Tuesday，因為天主教國家的封齋期對於「大魚大肉」是要避免。

在開始封齋前，加一點油水，即中國人說打『牙祭』也是可以理解

的。英文稱當天是 Shrove Tuesday，由 Shrine 而來，意即是要『辦告

解 (懺罪)』，在四旬期 (即封齋期) 做好準備克己神功。宗教上的齋

期，對飲食一般是有節制的。節前的一些慶祝，稱為『嘉年華』

(Carnival) 而該英文字是來自拉丁語的 “Carne Vale” 意思是「為肉食說

再見」！原本的意思是對物慾的要求說再見，好能接受淨化的生活，

齋戒持守。但人性的趨向還是走向『狂歡』，和物慾的追求，喪失本

來的宗教性質。 

  1978 年本埠第一次舉行嘉年華會巡行時，受到政府干預，實行以

警棍來制止。因為當時組織巡行的人全是同性戀者。他 (她) 們為了抗

拒岐視，以反社會行為來表達同戀者們的不滿。後來政府政策轉為包

容，嘉年華會遂借 Mardi Gras 為名，但並非一定在四旬期星期二舉

行，而選定三月內的一個周末舉行，因為要配合市場需要。而頭腦精

明的贊助商人，會盡最大的努力，耗用巨額金錢來佈置花車，安排舞

蹈，音樂，動用男女紀律部隊隊員參與，穿著警察制服，參與巡行，

這是世上絕無僅有的『創舉』。雖然巴西里約熱內盧有盛大的化妝森

巴舞隊伍，和南美土風舞的狂歡，與美國的新奧爾良的嘉年華會，成

為世界三大嘉年華會中心。但雪梨的嘉年華會的內容，比較南北美的

嘉年會稍勝一籌。 

  在倫理的範疇上，天主教是反對同性戀的，因為這是違反自然

律。對同性戀者的行為，教會認為個人的性取向偏離正道，是生理上

的一種病態或缺憾。所以應該加以開導和容忍，但絕不認同他們的違

反性道德的行為。舉辦巡行，本來是一種反岐視的社會行為，因受到

世俗化和商業化的推動，主辦者便以反教會作為他們的主題，將神職

或修道人員醜化，和魔鬼化，作惡毒的攻擊。多年前紐省一位議員，

同時是一位牧師，激烈反對本埠嘉年華會，個人獨力對巡行的花車對

著幹。但力量不足，後來便沒有再來。一些社會學家認為本埠的同性

戀者大巡遊，可以舒解社會的戾氣。香港社會的 80 後青年，往往以

踩場，搗亂來搏「出位」。澳洲社會是包容的，因為有民主自由和福

利制度，有西方文化社會環境。社會不是兩極化，雖然本埠有不少穆

斯林信徒，但也平安無事。因為穆斯林族裔的國家是不容許同性戀的

行為，採取嚴厲司法制度以刑事處分干犯法紀人士。但在雪梨而言，

巡遊現在己變成批判政治和時事平台，以別開生面方式，將全國的政

治人物，不論總理，部長，或政黨領袖，均以卡通人物來作諷刺，對

政府的政策明槍暗諷，極盡嘻笑怒罵之能事，吸引市民和國際視野，

成為雪梨埠的獨特的賣點和慶典。 

  今年是壬辰年，照十二生肖是龍年。說到龍，一定會聯想到中國

同性戀者最出名的龍陽君 (參閱《戰國策》魏書)。照中國傳統，對有

孌童癖者，稱之為有『龍陽癖』，因為魏王收納龍陽君為男寵。後來

凡是有同性傾向的人，一般稱之為『龍陽子弟』。香港人用貶意的稱

呼同性戀者為『同志』。香港的『同志』與大陸，和台灣的『同志』

是完全不同的。嚴格來說，香港的『同志』們是有共同的性傾向，而

『志』，不過是同『好』罷而已。大陸和台灣的『同志』們，是有政

治理念的政黨人員，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從信仰上，天主教的 Mardi Gras (星期二懺悔日) 是為期四十天的

準備，對慾 (肉) 情說再見。以守大、小齋做克苦善工。按照中國教

會的舊習慣，是『開四規』，為準備基督的聖死與復活，是禮儀年內

的最高峰。基督徒為紀念基督復活的歷史實在，所以每星期在主日上

舉行感恩祭就是為了這個原因。因此之故，信友們要準備自己，不論

在身體上，思想上或精神上，要準備妥當，專誠的參與十字架上的救

恩獻祭。為了準備基督的復活感恩祭，教會稱這一時期是四旬期或封

齋期。對於嘉年華會反教會的內容，可以從自我反省的角度來自我檢

討。順從肉情的基督徒們不是已參加「群魔共舞」？不肯悔改的靈

魂，不是一樣和那些化妝為修道者的同性戀者們，一樣去傷害基督的

教會麼？這些反教會的巡行，會為信徒們帶來積極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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