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Our community will be celebrating Ash Wednesday Mass on 13/2 at 8pm 
at Asiana Centre.  Any Catholic 14 years and older has to observe 
abstinence and any Catholic who is between 16 and 59 years old has to fast 
also. 
Community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will be held at Asiana Centre 
on the 23rd Februray (Saturday) from 3pm to 5pm.  
There will be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during the prayer session. 
Please open the invitation to any of your relatives & friends to join and 
pray together in front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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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Catechism Correspondence course is open to all who are 
interested in our Catholic faith but can not come to our catechism class 
every week.  Please contact Mr. Robert Liu on 0403 071 633 for details. 
New Cantonese Catechumen class will commence on 17th of 
February and is accepting enrolment now.  It meets every 
Sunday at 9:30a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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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ie Ho on 0416 092 148 for details.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Haymarket 

The Asiana Centre Catholic Chinese School (Mandarin and Cantonese 
classes) begin the new school year on the 2nd and 3rd of February.  
Enrolments of new students are still accepted.  For information and 
enrolment please contact Mrs Kao (Mandarin) on 0412-764-730 and Mrs 
Pun (Cantonese) on 0419-983-128. 
 

We wish you a healthy, prosperous and 
holy Year of the Snake. 

聯絡我們： 
Fr. Martin Low OFM 0424 883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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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體將於二月十三日晚上八時在亞洲中心舉行聖灰禮儀彌撒。

年屆十四歲的教友要在聖灰瞻禮日守小齋。十六歲至五十九歲的

教友亦要在當天守大齋。 
每月的團體明供聖體聚會，將於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下午三時

至五時在亞洲中心舉行。 聚會當日有告解聖事。 
歡迎各位邀請家人或朋友前來在耶穌聖體前一起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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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繼續舉行。歡迎各位參加。 
中文天主教教義函授課程是為不能抽空出席慕道班的人士而

設。請介紹親友參加。有興趣者請向廖慶韶先生 (0403 071 633) 
查詢。 
粵語成人慕道班將於二月十七日開辦新班。現開始招

收新學員。慕道班每週日上午九時半在華埠上課。 
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參加。請向何先生查詢。電話:  
0416092148。亦歡迎信友參加更新信仰。 

華埠聖伯多

祿朱廉教堂 

亞洲中心中文學校新學期於二月二日及三日開課，分華語、粵語

班，仍接受新生報名。報名及查詢，請電 0412-764-730 吳主任

〔華語〕，0419-983-128 潘主任〔粵語〕。 
 

祝各位讀者有一個健康的、成功的和神聖的

蛇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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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和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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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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中心的回想片段 

Karina Chu 
  信德和愛德推動我們聚集起來恭敬永援聖母。永恆是天主的時

間，人的時間是短暫的：再過一週，龍年結束，蛇年開始。轉眼一

個月、一年、十年、五十年就這樣過去了。話說回來，五十年在人

世間，亦不算是太短暫的時間。今年亞洲中心會慶祝成立五十金

禧，是一個值得紀念的日子。 

  請問各位，在過去的五十年中，亞洲中心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亞洲中心有多少的信德？多少的愛德存在呢？ 

  "Ït took me fifty years to look that good!" 若然我當亞洲中心是一

個人的話，有什麼字眼可以形容她呢？活潑生動：可能因摺門 
(folding doors) 有六、七度之多。其他可用的形容詞有克苦耐勞；

精明能幹；事無大小，包容接納；溫柔體貼；溫文爾雅；博學多

才；華語精妙；廣府話特別正。所以我們華人天主教教友特別喜歡

來亞洲中心去感受這親切的溫情。 

  關於亞洲中心，我最早的記憶就是來這裏聚集，然後一大群人

乘車前往雪山。這大概是七十年代的事。一早到亞洲中心來，有

六、七部大旅遊車在等候出發，閒閒地有二、三百人參加。上車前

找洗手間，壓力不少。現在我們亞洲中心的洗手間，增加了幾個，

有兩個還剛剛裝修好，又乾淨、又美麗！ 

  雪山旅遊是我們團體創辦人張天樂神父的有遠見的構思，除了

向留學生和教友們提供一個愉快的旅遊活動外，亦能為亞洲中心籌

到些少經費，以便幫補亞洲中心的維修和還貸款。 

  張天樂神父最得力的助手就是羅哲老修士，還有一班信他們和

愛護他們的義務教友。這中間的信和愛的表現，克服了許許多多的

困難。張神父與羅修士每天生活，克勤克儉。聽聞為了節省，張神

父冬天都以涷水來沐浴。羅哲修士教我們幾樣省電辦法，其中一樣

就是煲熱水沖茶，沖兩三杯不要注滿水在水壺內，要省電。 

  講到張神父和羅哲修士的友愛，真是不容易了解的。張神父有

眼光、有遠見、有魄力、做事肯冒險。而羅哲修士以準確為原則，

計數精明小心。一個冒險，一個要穩定，但因為愛德，實行天主福

傳的任務，就做成什麼也能夠，以愛共處的生活了。 

  張神父初來亞洲中心時，只有白屋居住，並且租房子給學生，

除輔導他們外，亦可以賺多些入息。後來得到一位銀行行長肯借錢

給他，就建起了聖安多尼禮堂 (St. Anthony’s Hall) 和聖若瑟小聖堂 
(St. Joseph’s Chapel)。1963 年正式祝聖，至今已是五十年了。由那

時開始，華人天主教教友有一個落腳聚會的地方，可以舉行主日彌

撒，參加聖事如領洗、領堅振、領聖體，辦告解、婚禮等等。我的

兒子出生後就是在這小聖堂領洗的。而在三年前我九十歲的母親逝

世時，亦在這聖堂開殯葬彌撒的。 

  張神父又邀請到多位神父和修女來照料我們教友的神修生活。

大家都會記得他們的：如 Fr. Muldoon, Fr. David Wilson, Fr. Paul 
McGee, 梁神父，陳神父，黃神父，同神父，路神父，符神父，任

神父，龔神父，王神父；聖家會的眾修女如張修女，翁修女，林修

女；中華聖母會的修女如 Sr. Helen Chang，林修女；聖心會的陳修

女；招修女和好幾位現在少出來的老修女。他們先後在我們的團體

中與我們共同生活過。 

  因為教友太多，場地不敷應用，團體於是在 1985 年搬往華埠

聖伯多祿朱廉教堂舉行主日彌撒，但亞洲中心仍然是我們團體的基

地。除了繼續舉行彌撒及聖事外，很多的理事會會議，籌備工作，

都是在亞洲中心舉行的。傾吓講吓，耐心去做，擴建亞洲中心成功

了。一幅先前為流動校舍、後改為停車場的空地，改建成 St. Clare 
禮堂及雷永明會院。 

  大家有來參加亞洲中心的聖誕和復活彌撒嗎？還有參加過我們

中華民族祖傳的為已亡親友的彌撒和為煉靈開的聖祭嗎？你會見到

好多的教友啊！我們用華人語言在此聚會是有特別的親切感的。 

  在作總結時請問各位，亞洲中心在我們各位的心中是一個什麼

的地方呢？在這裡我們能否彼此找到信、望、愛的存在呢？我們是

否希望能保持亞洲中心的存在呢？甚至令她更美呢？請大家一同祈

求天主，並求永援聖母特別照顧亞洲中心，恩賜她繼續發展成長，

為我們華人天主教團體放射出特別的光芒。願主祝福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