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6/7 
Fri 

6:30pm Mass to commemorate the suffering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7/7 
Sat 

5pm The Holy Family sodality will be holding a 
spiritual gathering before Mass.  All members 
are welcome to particip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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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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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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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年期第十三主日 2012 年 7 月 1 日 
Thirteen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1st July 2012  

團體活動

6/7 
星期五 

晚上六時

三十分 
彌撒紀念耶穌聖心所受的苦難。歡迎各

位參加。 
亞洲中心 

7/7 
星期六 

下午五時 聖家善會舉辦每月靈修聚會。誠邀各位

會員參加。 
亞洲中心 

8/7 
星期日 

下午三時 澳洲華人團體董事會將會選出新一屆的

董事會委員。請為能選出一批為主為

人服務的委員會這個意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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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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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鄧女士查詢詳

情。電話: 0415 648 923。 
英語成人慕道班將於七月中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慕道班每

週日在雪梨大學鄰近的John Paul II中心上課。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參

加。請向John Ting查詢詳情。電話：0403 832 676 或電郵：

jnft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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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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一樣的端午節 
李尚義 

  我們團體主任司鐸劉瑪定神父，在六月廿三日週末在亞洲中心，為

尊敬團體的年長者，對傳統節日的懷舊感情，特別為他們舉辦一個別開

生面活動，免費招待年齡超過一個甲子的年長者們參加，提供豐盛的午

餐，下午茶，節目有唱卡拉 OK，麻雀耍樂，每人分享粽子。正好是端

陽敬老話當年!  

五月五日嵐氣開，南門竟船争看來. 

雲安酒濃粷米賤，家家扶得醉人回 《夔州竹枝歌》 宋。范成大。 

  農曆五月初五，俗稱『端午節』。端是「開端」，「初」的意思。初五

可以稱為端五。農曆以地支紀月，正月建寅，二月為卯，順次至五月為

午，因稱五月為午月，「五」「午」通。「五」又為陽數，故端午又名端

五，重五，端陽，中天等。今年適逢龍年，潤五月，端午節便定陽曆六

月廿三日慶祝。依據漢族的傳統，當日的活動包括吃粽子，賽龍舟，掛

菖蒲，艾葉，薰蒼术，白芷，喝雄黃酒。 

  賽龍舟是為了紀念屈原，後來發展成為龍舟競賽。唐代文秀的一篇

《端午》詩上說：“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

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飲雄黃酒據說是為辟邪。民間流傳的《白蛇傳》，

《水浸金山寺》大家都耳熟能詳。 

  作為一個信仰團體，在民俗的節日，在吃喝玩樂的環境下，是要有

超性的一面。『所以你們或吃或喝，或者無論作什麼，都要為光榮天主而

作。』(格前十:31) 劉神父別具心思，佈置會場中間以一條龍船做主題，

利用今年慶祝龍感恩祭時的小龍頭做船頭，用紅布作船身，上設有鮮

花，一籃籃粽子。船尾用高架竪起有方濟會特色的十字架聖像。船身內

分別設置東南西北天地的牌子，預備放上相關的物品作象徵。這種設計

是要表逹信仰上的思想，要告訴我們，教會是一艘救恩的船。龍頭表

示，中國教會在普世教會內是吃正「頂頭風」，但是掌舵的是主耶穌，在

風暴中是安全的。(參閱瑪八:24; 谷六:21; 路五:7) 有信仰的人，不需要什

麼酒去辟邪。在救恩的教會方舟內，耶穌給我們聖體和聖血，給我們生

命。在基督內的生命，任何邪魔也不能存在。 

  禮儀是信仰生活的體現。圍繞在第四度空間的龍船左右，我們以祈

禱的方式開始端午節的慶祝。團體開始時頌唱『爾眾萬邦』，在『天主面

前』，分左右公讀聖經 (格後五:14-20) 隨後便是一個別有深意的禮儀。以

『來自四方』做主題。將燃點的蠟燭放在東字的牌子上面，將一扎花放

在南字的牌子上，用一碗水放在西字的牌子上，用一把扇放在北方的牌

子上，將聖方濟的聖像放在天字的牌上，最後將一碗泥土放在地字牌子

上。上主的話採用《列王紀》上十九:9-13 的一段讀經。對唱詠採自聖詠

104 首，最後以《同聲頌主》的聖歌結束。 

  民間傳說的白娘娘，因為喝了一些雄黃酒而現出原形，所以民間習

俗便以端年節是辟邪的日子。從信仰的角度去看，『龍』與『蛇』同是天

主所創造，分別在乎得救和被定罪之間，是『善』與『惡』的選擇，得

救和被定罪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去定奪。『辟邪』是世俗人的想法，是一種

消極的行為。『救恩』是積極的行動，賴天主的仁慈，驅逐魔鬼，遠離邪

惡。 

  廣東人有句話，「水上扒龍船，岸上有人睇」。龍舟競渡賽時，健兒

們是否盡力配合，落槳的角度，力度和節奏是否和鼓聲配合，岸上的人

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一種活的見證。 

今次的聚會要有很多幕後工作人員作出無私的奉獻。感謝他 (她) 們
為團體的年長者們服務，也感謝劉神父對年長者們的關懷和在設計上有

創意的服務。 

 

Talks by Fr. Peter Choi  蔡惠民神父講座 
 

July 10th 
(Tue) 

July 11th 
(Wed) 

July 12th 
(Thurs) 

July 13th 
(Fri)  

July 14th 
(Sat)  

July 15th 
(Sun)  

8:00-9:30pm 8:00-9:30pm 8:00-9:30pm 8:00-
9:30pm 

10:00am-
4:00pm 

2:00-
4:00pm 

St Monica’s Hall 
North Parramatta 

Our Lady of 
Fatima Church 

Kingsgrove 

St Monica’s Hall 
North Parramatta 

我們在這裡

真好： 

教會團體存

在的目標和

使命。 

耶穌的誘

惑： 

解釋在曠野

受誘惑的記

載。 

天堂地獄誰來

定： 

近代教會對天

堂地獄，煉

獄，審判等觀

念的看法。 

從梵二精

神看教友

在教會中

的角色和

參與。 

生活中的

朝聖 (請自

備午餐) 

生活中的  

朝聖 (續)  

Objectives 
and missions 
of church 
groups. 

Temptation 
of Christ. 

The 4 last 
things. 

Post-
Vatican II 
Laity’s role 

Pilgrimage 
in daily life 
(Bring your 
own lunch) 

Pilgrimag
e in daily 
life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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