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2/11 
Fri 

8pm All Souls day Mass plus installation of 
memorial plaques after Mass.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3/11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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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na 
Centre 

4/11 
Sun 

2:30pm Second talk on Dental Health with 
emphasis on Elderly and Young 
Children dental care.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10/11 
Sat 

10:30am Mass for the repose of the souls of our 
deceased friends and relatives.  All are 
welcome. 

Rookwood 
Cemetery, 
Lidco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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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回顧過去的二十五年，傳道員組培育了不下於五百位的慕

道者。這是歷任傳道員不辭勞苦的成果。筆者在此謹向各位前

輩，已故，已退休和現任的傳道員致敬，因為 ｢那傳佈喜訊者 ... 
的腳步，在山上是多麼美麗啊！｣ (依52:7) 亦請各位信友繼續為

傳道員這項事工祈禱，好使傳道員組繼續能幫助更多的人認識

天主。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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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傳教主日 2012 年 10 月 21 日 
Twenty Nin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21st Oct. 2012  

團體活動

2/11 
星期五 

晚上八時 追思亡者紀念彌撒。彌撒後有安放

亡者紀念牌儀式。歡迎各位參加。

亞洲中心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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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星期日 

下午二時半 牙齒護理講座之二──老人及兒童

牙齒護理。歡迎各位參加。 
亞洲中心 

10/11 
星期六 

上午十時半 追思亡者紀念彌撒。歡迎各位參加

為亡者靈魂的安式祈禱。 
樂活墳場 
Lidcombe 

團體將於十二月十六日 (星期日) 慶祝聖誕節。當日上午十一時在華埠聖

伯多祿朱廉教堂舉行感恩祭 (當天在亞洲中心十一時中文彌撒將取消), 隨
後由下午一時至五時在 Granville RSL Club 舉行團體聖誕聯歡會, 除豐富自

助午餐外, 還有表演、遊戲及抽獎等等。費用: 成人$20, 團體長者$5, 兒童 
(5-12 歲) $10, 5 歲以下免費；車費 (往返華埠): 長者$5, 其他$12。購票請

聯絡各善會或 Nancy Hong (0402 398 686), David Hong (0414 248 937) & 
Simon Liu (0411 377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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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體將於十月二十七日(星期六) 舉行每月一次明恭聖體，時間由三時至

五時十分，於亞洲中心舉行。因為十月亦即是玫瑰月，所以今次主題為

「陪伴聖母一起默想並感謝天主救贖工程」，請各兄弟姊妹踴躍出席，於

主基督前讚美及欽崇救主的大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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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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員組二十五年的回顧 
何潤發 

  傳道員組成立於一九八七年。當年張天樂神父眼見華人移

民日增，遂邀請顏其祿先生主持傳道員組，以培育日漸增加的

慕道者。傳道員組在今年十月二十日慶祝成立二十五週年。這

是一件藉得喜慶的事。回想起傳道員組在過去的二十五年經歷

了幾段不同的時期，筆者有幸先從旁觀者的身份後轉到投身為

傳道員，見證了不少辛勞的成果和快樂的時光。一如聖詠所

說：那含淚播種的人，必含笑獲享收成 (126:5)。 

  上個世紀八十年代的後期是華人傳教教務發芽茁長的時

期。由於牧靈中心臨近中央火車總站又處於華埠，交通十分方

便，所以慕道者都樂意在星期日早上前來上課。而且下課之後

可以約同親友前往鄰近的茶樓飲茶或吃早餐。顏其祿先生先後

邀請了 Francis 宋先生，Maria 陳女士，廖慶韶先生，李尚義先

生，Irene 區女士，鄭錦秀女士，Agnes 王女士和其他一些熱心

教友為導師。 

  上個世紀九十年代是華人傳教教務豐收的時期。由於一九

八九年天安門事件，很多香港和澳門的華人對中國大陸政府失

去信心，紛紛找尋出路。更由於一九九七香港回歸中國和一九

九九年澳門回歸中國日近，從香港和澳門來澳洲的移民大增。

在這段時期很多年青的家庭湧到雪梨一帶定居。這批移民的子

女需要入學，而天主教學校在港澳多年來栽培了不少社會領袖

和才俊，享有美名。加上天主教學校的收費比一般的私校廉

宜，所要很多移民都想送他們的子女入讀雪梨的天主教學校。

而當年的天主教學校教育當局要求所有入讀學生的家長其中一

位是教友，所以很多的移民都蜂擁前來華埠牧靈中心參加粵語

慕道班，而大部份都是女性。在一九九七年之前，最高一年的

慕道者的人數接近七十人。當領洗時，亞洲中心的小教堂不敷

應用，所以有幾年要在亞洲中心的空地上搭起帳幕來才能容下

候洗者，代父母，候洗者的親友及其他教友。 

  廿一世紀的頭十年是華人教務轉型的時期。在世本紀初，

由于香港和澳門的政治情況開始穩定下來，從兩地來的移民開

始大量減少。加上澳洲經濟衰退，不少移民陸續回流港澳。再

加上有不少的華人天主教教友在不同的地區組織教友團體並開

辦慕道班，故此參加牧靈中心慕道班的人數大為縮減。不過這

卻是天主變相的祝福。因為參加慕道的人數雖然較少，但是由

於他們不是要為子女入讀天主教學校而操心，故此參加慕道班

的人都是有心認識和尋求天主的人。在他們洗禮後，絕大部份

都留下來。而不少人在領洗後都加入團體中不同的善會，成為

團體新一代的支柱。環顧牧靈中心不同小組中的成員，很多都

是這個年代領洗的教友。更有些新領洗的教友轉移往其他地區

新成立的教友團體中服務。 

  在世本紀初，傳道員組亦應需求在星期六下午於亞洲中心

舉辦慕道班，並邀請到周志偉先生和黃潤霖先生當導師。招群

英修女亦多方鼓勵一些沒有信仰的天主教亞洲學生會的會員慕

道。而 David Wilson 神父亦仗義在星期日的早上於聖伯多祿朱

廉教堂的會客室以英語教授一小組的亞洲學生，直至 John 
Ting，Aaron Tang 和 Pency Tang 等開辦英語慕道班後才停止。

由於從台灣和中國大陸來的移民日見增多，多年來 Agnes 張修

女不持辭勞苦地分別在星期六和星期日於亞洲中心向講國語的

慕道者傳授教理。其後有 Pauline Woo 女士加入，從而分擔了張

修女的工作。最近得蒙 Sr. Daria 承擔起國語慕道班導師的責

任，使講國語的僑胞可以在亞洲中心認識天主和教理。 

  因為慕道者陸續減少，傳道員組已看到時代的徵兆。再

者，前任教宗約望保祿二世亦曾作出呼籲，鼓勵教會向出世便

領洗的教友和對教理認識不深的教友再傳道。傳道員組在 Elsa 
Tang 女士的帶動下，便開始舉辦每月一次再慕道聚會，轉而培

育教友。經過了兩三年的努力，教友們對再慕道聚會的反應很

是熱烈，聚會改為每週一次。每星期日下午一時半在聖伯多祿

朱廉教堂二樓的會議室聚會。很多教友在午餐後再返回聖伯多

祿朱廉教堂聚會，風雨不改，他們好學之心，實在難能可貴。 
(續底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