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Community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will be held at Asiana Centre on the 
29th September (Saturday) from 2:30pm to 5pm.  Special Guest speaker will be Fr 
Edward Yu from Hong Kong. 
The theme: "The meaning of the Eucharist, Holy Mass, Eucharistic Adoration and 
Benediction in our daily life." 
All are welcome.  If requires transportation, please contact Candy Lui (0437 695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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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are welcome. 
Celebration of St Francis Feast Day will be held on 6th October 2012 (Saturday) at 
Asiana Centre.  It will start with a 4:30 pm Mass and then followed by a bring-a-
plate dinner.  All are welcome. 
CASS CBS Mid Autumn gathering will be held on Sunday 23/9 at 6pm in Asiana 
Centre.  Interested individuals please contact Alex Yu at 0412 846 651 for further 
details. 
 

（接上頁） 

  從吳先生的分享中，看到天主在他夫婦身上顯了不少的奇跡。是

的，天主對信賴衪的人是如何仁愛慈祥！吳先生及其家人的信德及生

活的善表是邀得天主慈恩和奇跡的要素。台灣的“教友生活周刊”曾

訪問過吳先生，對他的處世為人有相當詳盡的記述。對教導兒子的不

周，他動之以情：對誤責下屬，他坦然認錯。所以他的家庭和事業都

得到天主偌大的祝福。 

  我短短兩周台灣之旅，可謂收穫良多，只可惜我離台之日，台灣

兩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相繼離世，一位是九十八歲的成世光主教，另一

位是單國璽樞機。單樞機在歸天不久前親自寫的一篇文章，感人至

深。他認為那是耶穌把他人世間的虛榮和自尊剝脫殆盡，讓他完全相

似十字架上的耶穌一樣，我認為那是聖人才會如此體認的。主！為這

一切，我衷心感謝讚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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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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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活動

每月的團體明供聖體聚會，將於九月二十九日(星期六)下午二時半

至五時在亞洲中心舉行。 
今次我們好榮幸邀請了余福綿神父為我們主講以下的主題：聖體，

彌撒，朝拜聖體與教友生活 
歡迎所有團體內的兄弟姊妹參加。如需要交通安排，請聯絡 Candy 
Lui (0437 695 744) 
再慕道聚會於下午一時半在聖伯多祿朱廉教堂二樓會議室舉行。歡

迎各位參加。 
團體慶祝聖方濟瞻禮 
日期：十月六日 (星期六) 
時間：下午四時三十分 感恩祭 

下午六時 共享晚餐 (請出席的兄弟姊妹帶備一道餸菜與大家

分享) 
地點：亞洲中心 
CASS CBS (天主教同學會廣東話研經小組) 將於 23/9 日晚上 6 時至

9 時舉辦中秋聚會。地點：亞洲中心。費用：8 元正。歡迎所有學

生及在職青少年參加。欲知詳情，請與 Alex Yu 0412 846 651 聯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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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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旅    招修女 
甲. 拜訪恩師 

  八月十日至廿二日，我在台灣過了很有意義的兩周。先到台北探

望神師張春申神父。他已退休，仍安養在輔大神學院耶穌會宿舍。今

次見他精神比三年前好，善忘的程度也比前減輕，真替他高興。 

  由於我的修會規定，海外探親每三年一次，所以對於有恩於我的

人，我總把握這機會去探望。心中想，探得一次是一次了。誰可預測

三年後的事? 

乙. 再上聖母山莊 

  很多年前被聖母山莊吸引，明知艱難重重，終鼓起勇氣手並用地

爬上去了。是那樣的純樸和清新。但記得下來時，我像個九十歲的老

婆婆，左右都要人摻扶，但還怕得要命。因為長滿青苔的大石還是濕

漉漉的。若沒有左右的壯男，我早就滾下去了。 

  這一次很不同，宜蘭教區在山麓另蓋了一座像天壇模樣的聖母大

殿，周圍尚蓋了朝聖者居所。有個別房間，亦有大團體席地而睡的榻

榻米。設備完善。此處特稱為“聖母朝聖地”。可喜的是，不但天主教

徒，任何人均可上來遊覽及參觀。這無形中兼有福傳的意義。 

  由聖母朝聖地左側之山路直上，可達原有的“聖母山莊”。亦有不

少普通“行山客”作健步強身。在朝聖地翌日，我很有興緻嘗試爬上

“聖母山莊”。因為人們告訴我山路不難走，且巳築成梯級。我懷着

“朝聖者”的心情，清晨出發。一路上疏疏落落。行山客都禮貌地互打

招呼。我因沒有帶球鞋，只得穿了膠拖鞋上山，二三行山客都關心地

叫我必須特別小心。 

  整段山路分作三大段。初段由山腳至通天橋的起點，二段直達通

天橋。兩段共長約六公里。由“通天橋”再上便是最長的“聖母山莊”路
段，約為四公里。雖有梯級，但陟斜而無扶手。善心者都勸我勿再前

進，我接受了勸言，平安返抵“聖母朝聖地”。 

  發覺我來回已行了三小時，感謝聖母的助佑，完成了心願。既已

抵“通天橋”，希望他日真能通天無阻！ 

丙. 探訪台中“夫婦懇談會” 

  藉着吳武雄先生的介紹，我認識了林坤榮兄弟，他作了我在台中

的嚮導和天使。由於我向林兄弟提及台灣將創建的水上玻璃船教堂。

他就帶我晉見台中的主教，因為這原是他的創意。主教很開心，原來

海外已有人留意到。這對福傳，旅遊及長遠的教區經濟都將有幫助。

主教告訴我，這玻璃船教堂圖則已劃好，但有人嫌式樣太傳統，故要

修改成現代化些。但無論如何，今年底將建成。可喜的是，這項新建

設已獲得政府經濟上的資助。這船將在日月潭上停泊及浮遊。玻璃船

將提供主日彌撒，亦歡迎教友舉行婚禮及其後的茶會。 

  台中教區在日月潭的一個港灣擁有一個營地，名為“聖愛營”。多

年前由一位外國傳教士向政府租用。專為青年野外及水上活動而設。

收入則用作資助教區內之殘障青少年。“聖愛營”由一位原住民神父兼

管。有些熱心教友長期作義工協助。 

  當事人希望玻璃船與“聖愛營”互相配合，這將會相得益彰。他們

更希望我們海外教友有機會到日月潭，乘坐玻璃船參與禮儀，並到

“聖愛營”辦青年活動。現時營費頗相宜。 

  在台中的最後一個晚上，我終於有機會參予本地一個歷史悠久的

夫婦懇談會。他們通常有九至十對夫婦參加聚會。這組的一個特色是

“宗教共融”。他們大部份是天主教徒，但亦有非教徒及一位基督教長

老與他的太太。但他們互信及彼此尊重。經歷二十多年的分享，成為

真正的“老朋友”了。其中一位先生，太太年前過世了，但他一個人仍

來參加。分享中的一位先生說，“我們是不會離婚的，通常離婚是二

人不溝通，或問題解決不了。但我們習慣了分享，無論爭吵，鬥氣，

誤會...。我們都說出來。溝通加上別人的鼓勵，我們都找到了出路，

彼此諒解和寬恕，就不必走到離婚的一步。” 這不就是「夫婦懇談

會」的目了嗎？ 

丁. 參觀吳武雄先生健康植物油工廠 

  自認識吳先生始，我已聽聞他開設的是一間基督化的工廠。工友

們每晨開工前都聚在一起，輪流選讀一些宗教/人格教育或益智的文

章，其後或唱一首聖歌。使工友們有一個積極愉快的一個工作天。 

參觀工廠後，突然看到一個熟識的小女孩，原來是 Sophia Wong
來了探望公公及婆婆，隨後又見到 Sophia 的媽媽 Anne 和小男孩。真

是無巧不相逢，且帶來了一些驚喜。 
（續底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