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10/6 
Sun 

2:30pm Walk with Christ.  Sydney Archdiocese is 
organising this annual procession on the feast of 
Corpus Christi.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participate to show our Catholic faith.  You are 
also invited to put down your prayer intentions in 
the Book of Life which will be presented after the 
procession.  Please see the promotional flyer for 
details. 

St. Patrick’s 
Church, The 
Rocks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will meet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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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s still accepting enrolment.  
It meets every Sunday at 9:30am at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Chinat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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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RCIA News 
Dear friends, 
We are starting English RCIA (Rite of Christian Initiation for Adults) for 2012-13. 
If you yourself would like to or you know friends who wan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Catholic faith in a systematic and detail way or you simply want to update the faith 
you have been brought up in or you have been with your church group for a while and 
you would like to become a Catholic and receive the sacraments of Baptism, 
Confirmation and Holy Communion (Eucharist) then this group is for you:) 
On this RCIA journey, you not only get to ask all the questions you want, you meet 
top people and build lasting friendship. Ultimately faith is not just about reas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at the heart of it is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e people around 
you and belonging to the faith community. 
Start date: in July 2012 Time: 11am every Sunday morning or an agreed time 
Venue: John Paul II Centre, Level 1, 245 Broadway (near Broadway Shopping Centre 
and Sydney Uni). 
Contact: John Ting Email: jnfting@gmail.com Mobile: 0403 832 676 
Hope to see you there, God b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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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三主日 2012 年 6 月 3 日 
Trinity Sunday, 3rd June 2012  

團體活動

10/6 
星期日 

下午二

時半 
與基督同行──雪梨總主教區於聖體聖血

節舉辦週年巡遊活動。我們誠邀各位信

友參與這項顯示我們天主教信仰的活

動。我們亦邀請各位在生命冊上寫下你

們的祈禱意向，它將會在巡遊後呈獻給

天主。欲知詳情，請留意宣傳海報。 

聖博德教

堂，The 
Rocks 

六月九日

至十一日

聖母無玷聖心善會於長週末往茉莉鎮 Moree 浸温泉，並參

觀釀酒廠及 Pecan Nut 種植場。有興趣者請與 Angie Lau 
9878-5939 或 Agnes Wong 黄太 9554-8535 聯絡。 

再慕道聚會於下星期日下午一時半在聖伯多祿朱廉教堂二樓會議室

聚會，繼續研讀宗徒大事錄。歡迎各位參加。 
粵語成人慕道班已開辦新班。現招收新學員。慕道班每週日上午

九時半在華埠聖伯多祿朱廉教堂上課。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參

加。請向鄧女士查詢。電話: 0415648923。歡迎信友參加更新信

仰。 
國語成人慕道班將已開辦新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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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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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專欄作家筆下之 
                          雪梨總主教貝爾樞機                        李尚義 

  以一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傳記》馳名美國文壇的作者佐治、魏

格耳 (George Weigel)，於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在『公教交流』網站發

表一篇文章「澳洲主教撥亂反正」(見
http://catholicexchange.com/bishop-down-under-turns-things-right-side-up) 
下文譯自該篇報導。 
  「1960 年我在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時，我的精明老本堂嘗試

一個精明的計劃，邀請新近在羅馬晉鐸的澳洲司鐸來到堂區，擔任

『訪問司鐸』，方便一些副本堂們可以去渡假。澳籍司鐸，除了口音

之外，言語並無問題。對於新近畢業的羅馬傳信大學司鐸們，可得一

份優厚的酬金和對美國觀光，一舉數得，彼此有利。 
  1967 年夏天，我認識一位來自澳洲維省柏拉瑞特的佐治、貝爾神

父，他額上晉鐸時聖油還未乾便來到美國，在他未去牛津進修博士課

程前在我們堂區工作了幾個月。有誰會想到三十八年後，他有份選出

當今教宗，而我也為教宗撰寫傳記。相信預言家們也會大跌眼鏡! 
最近作客來到了雪梨，在樞機主教的牧區內主持多項講座，目的為支

持澳洲天主教會對自由藝術教育的推廣，而樞機是積極支持『金蘋書

院』(Campion College)* (譯者按 Campion 是一種花卉名 – 剪秋蘿 – 牛
津大學亦有金蘋學苑，歸耶穌會管轄。澳洲的金蘋書院是在西雪梨，

Austin Woodbury Place, Old Toongabbie，即前屬聖母會備修院會院所

在。成立於 2006 年的第一間天主教大專高校，以博雅教育為宗旨

(Liberal Arts – 又譯作文科，人文，通才，通識教育) 受政府確認，可

頒授歷史、文學、神哲學學位)。今次老友相逢更有近距離的個人接

觸，不論在金碧輝煌重修後的主教座堂的大禮聖祭時，或在野生動物

保護區內的各種奇妙的動物群中，對模樣難看的袋熊的異相，感受到

天主所創造的動物有何種安排的想法而提問。見微知著，可以看到樞

機主教的偉大胸襟。 
  貝爾樞機主教身為澳洲兩大總主教教區的重要人物，要說樞機是

雪梨人，倒不如說他是個墨爾本人還適合，因為言談間，他多次引述

牧養四十六年維省總主教區的孟歷斯總主教的一些言行，因為孟總主

教是數十年來對澳洲公眾生活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如果歷史學家會

將孟總主教列為天主教在澳洲教會的廿世紀典範，大概會無可置疑地

會將貝爾樞機列作廿一世紀的模範。貝爾樞機為保護澳洲天主教，和

帶領教會，不論在福傳方面還是公開活動方面，會勇敢地朝向動盪不

安的未來。 
  1996 年貝爾樞機獲委為墨爾本總主教。當時該地社會對宗教冷

漠，對禮儀認識膚淺，社會對主教大禮感恩祭好像視作無聊，教理水

平低落，修道或晉鐸聖召缺乏，甚至教會體制內的人士均對澳洲公眾

生活有左翼傾向。身處逆流的總主教，傾力撥亂反正，站穩教會的神

學、倫理立場，帶領公眾回歸正路的工作，真是談何容易。機會來

了。總主教堅持，教區所有修生，每天均要參與感恩祭，遭到了整個

修院的抵制，以全體辭職為要脅。主教認為是一種虛張聲勢的行為。

毅然接受全體辭呈，並大刀闊斧的重組新的神學院及招收修生。總主

教臨危不亂，義無反顧的精神，令人萬二分的佩服。 
  總主教大力革新宗教教育，引進新而有活力的女修會到教區內工

作。一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婚姻及家庭協會成立，再以正統信仰

為起點，排除悉隨尊便的信仰，回歸正道的興趣大增。2001 年，總主

教奉委到雪梨。他又大展拳腳，銳意創新，以 2008 年的『世青節』

為例，辦得有聲有色。今天雪梨市區內，也見他的影響。例如，在伯

拉馬打教區內，由我主持的『飲生啤，講神學』，一時傳為佳話，當

時便有三百多青年參與。 
  除了在總教區的豐碩工作外，他在國際間也享譽甚隆。他以委員

會主席身份主持修訂梵諦岡羅馬彌撒經書英文本的工作。經已大功告

成。近年來，他對極端環保主義，採取有思考性的批評，又對後基督

徒時代社會內虔誠代溝間滲入異教思想作出批判。 
  對於他所作的貢獻，是要付上代價的，因為樞機主教經常受到他

的反對者們的誣衊。幸而樞機主教以前是一位澳式足球明星，明白取

勝之道，『不經歷艱辛，那會有積分?』 
  澳洲大地和個普世教會應對貝爾樞機主教工作貢獻，表示由衷的

謝意。」 

貝爾樞機簡歷: 1941 年六月八日出生於維省柏拉瑞特，1966 年十二月十六日於

羅馬傳信大學畢業後晉鐸一 1987 五月廿一日獲委為墨爾本總教區輔理主教，

1996 年七月十六日由教宗若望保祿委任為墨爾本總教區第七任總主教。2001 年
由教宗委任為雪梨總主教，2003 年由教宗提升為樞機主教。1967 他考取羅馬傳

信大學神學執照，1982 獲得維省望拿殊大學教育碩士，1971 年獲得牛津大學哲

學及歷史學博士，亦為澳洲教育學院院士。1983 年成為牛津金蘋學院，和劍橋

大學聖愛敏學院的訪問學人，後又選為該學院之榮譽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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