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Please be reminded that there will be no meeting for the Holy Family 
Sodality during the months of December 2012 and January 2013. 
Sacred Heart of Jesus Group will celebrate a Mass to commemorate the 
suffering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It will be held on 7/12/2012 at 
6:30pm at Asiana Centre.  All are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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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中心聖誕禮物抽獎劵在牧靈中心及亞洲中心主日彌撒後在服務

台有售，每張一元，豐富獎品包括聖誕火腿全隻。於十二月十六日

牧靈中心聖誕節聯歡會中抽出幸運兒。 
The Asiana Centre Christmas Raffle tickets are available at the service 
desk after the Sunday Mass at Chinatown and Asiana Centre at $1 
each. Good prizes include a whole Christmas leg ham. The winners will 
be drawn at the Pastoral Centre Christmas Party on December 16th. 
 

Kingsgrove Chinese Community 京士高華人團體消息 
The Celebration of Fr. Lucas Leung’s Diamond Jubilee of Ordination 
梁加恩神父晉鐸鑽禧慶典 
Date: Saturday 5th January 2013  日期：2013 年 1 月 5 日 
1. Thanksgiving Mass 感恩祭  ---- 4:00pm 

地點：Santa Sabina College 
   90 The Boulevarde, Strathfield. 
2. Dinner celebration 慶祝晚會 ---- 5:30pm for 6:00pm 六時開始 

地點：Burwood RSL Club 
  96 Shaftesbury Rd., Burwood 

Ticket: Adult $40.00 Children $20.00 (Age of 12 and under) 
票價：成人 $40.00  小童 $20 (十二歲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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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臨期第一主日 2012 年 12 月 2 日 
First Sunday of Advent, 2nd Dec. 2012  

團體活動

聖家善會在本年十二月和明年一月休會。敬請會員留意。 
耶穌聖心會於十二月七日晚上六時半在亞洲中心舉行彌撒來紀念耶

穌聖心所受的苦難。誠邀各位參加。 
團體被邀於十二月八日 (星期六) 晚上參加 Ashfield 市議會舉辦的聖

誕報佳音活動。有興趣參與報佳音活動的人士需要與聖詠團一起參

與 2/12 下午一時半至三時半在亞洲中心內舉辦的綵排。有意者請聯

絡 Ivan Ho 0411 846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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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餐劵已全部售罄。 
聖家善會於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六) 下午 4:30，在亞洲中心慶祝聖

家節。感恩彌撒中將為銀慶至鑽石慶之聖家善會會員 (25 年、30
年、40 年、50 年、60 年) 特別頒發教宗祝福狀。 
(請於十二月十六日前，向善會會長張元奇或聖家會修女申請) 
誠摯邀請大家踴躍參加，共襄盛舉，更歡迎有興趣者加入聖家善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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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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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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史的身影 
李尚義 

  每主日在亞洲中心舉行的感恩祭進堂時，讀經員高舉一部有四

幅圖像封面的彌撒經書，在祭台前行禮後，供奉在讀經架上。我曾

經向一些輔祭查問，這些圖像封面有什麼意義? 但大多數是瞠目結

舌，未能解釋。我謹借本刊一些編幅，和各位信友分享我個人找到

的資料。 

  照教會禮儀傳統，每主日選讀的福音均採自《新約》上四本福

音中的一段。福音的作者們，因受聖神的推動，以文字紀錄了耶穌

的一生，成為了救恩史的一部份。所以教會稱這四位作者為聖史

(Evangelists) 他們傳留給我們四部福音是用作者的名字，因為他們

是救恩史的見證人。四位聖史是聖瑪竇、聖馬爾谷，聖路加和聖若

望。前三部稱為對觀福音，因為對福音的原始資料有很多相同的來

源，而聖若望有他獨特的資料，別成一格。耶穌和我們的孔子一

樣，大家都是『述而不作』的萬世師表。所不同的是耶穌的

『述』，是永生天主的聖言，而孔子門人所紀錄的是儒家的思想。 

  在宗教藝術領域上，基督徒們用不同的形象來表達信仰的內

涵。對於四位聖史，宗教藝家掌握他們的特點，以圖像或特徵來表

示。我們一看到藝術家的作品，便會明白信仰上的訊息，也便知道

其中的關係。 

聖瑪竇是耶穌親自召選的宗徒。在蒙召之

時，他還坐在稅關上收稅。(參閱瑪九:9-
13; 谷二:13-17; 路五:27-32)。全書共廿八

章，1071 節。寫作地點可能是耶京或安提

約基亞。書成可能是公元 37-50 年間或

85-90 年間。作者以優美的希臘文來書

寫，熟悉阿拉美語，經常引證先知們的預

言在耶穌身上完成。傳說他到衣索比亞福

傳。後來在當地致命。在宗教藝術上，通常以書卷或筆來表示，又

或由天使口述給瑪竇記錄下來。用圖像時，藝術家通常以有一對有

天使翼的青年人，強調福音中耶穌基督的人性。特徵是用牛，錢

袋，書，筆卷軸。 

  聖馬爾谷是聖保祿、伯多祿的隨員，和

巴爾納伯結伴隨聖保祿傳教(參宗十二:25)。
傳說他到埃及亞力山大傳福音及在當地致

命。他寫的福音是最短的一部，共十六章，

678 節，寫作地點一般認為是羅馬，書成是 
65-70 年間，風格不用高格希臘文體，而採

用日常用語體裁，將阿拉美語傳統譯成外邦

人能白的語言，同時也使用拉丁語。他的遺體據說在九世紀時，被

人偷運的意大利威尼斯。現時己成為國際知名景點。宗教藝術家通

常以有翅膀的雄獅做圖像，因為他的福音強調耶穌基督的血統是達

味一脈。 

聖路加是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錄的作者，是

聖保祿的同伴，著作地點可能是希臘或小亞

細亞。書成約 65-70 年間，共廿四章，1151 
節.。他的特色是耶穌嬰孩時期，風格富有文

彩，對群眾心理有獨到的敘述。對許多猶太

教的名詞，往往棄而不用。例如「拉比」，

他用「老師」，「哥耳哥達」，他用「髑髏

山」。傳說他和安德肋同時致命。在宗教藝

術上，有人用有翼的飛牛。他關注外邦人，貧苦

 
者和婦女所受的壓

迫。

，

代表的

寫的福音，書信和默示錄，能將人的理解力，帶上雲霄。

聖若望福音共有廿一章，878 節。書成約在

85-90 年間，寫作地點可能是厄弗所，寫作

對象是猶太人的基督徒或流徙各地的猶太人.
內容與對觀福音不同，有深邃的神學思想

多用象徵的形式或抽象風格，採用主題式的

陳述，例如真理，生命，光榮等，將耶穌是

降生的聖言，人子，世界之光，道路，真理

和生命顯示出來。相傳聖若望在小亞細亞建

立了七個教會。羅馬皇帝曾經用毒酒想殺害聖若望而不逞，因為毒

酒在杯內變成一條蛇，又用沸油在鼎內烹他也不成功。他是十二位

宗徒唯一能厄弗所死於自然。宗教藝術家們往往以一隻雄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