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19/5 
(Sun) 

11:30am 
to 1pm 

Goss Annual Lunch - Cost: $10 for 
everyone, $8 for GOSS members, $5 for 
children under 12 and free for children 
under 5.Contact details: Tracy Tam: 0434 
483 163, Jennifer Leong: 0408 180 833 

Asiana Centre 

16/6 
(Sun) 

9:30am Children Baptism for age of 6 or under. 
For details and registration, please 
contact Mary Liu on 0412 261 196 

Asiana Centre 

Community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will be held at Asiana Centre on 
the 25th May (Saturday) from 3pm to 5pm. Please open the invitation to any 
of your relatives & friends to join and pray together in front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meets every Sunday at 1:30pm and the venue 
is Meeting room #2 located at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All 
are welcome. 
THS Chinese and English Bible Study groups meet every Sunday afternoon at 
1:30pm at Meeting rooms #1 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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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commenced and is still 
accepting enro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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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Asiana 
Centre, Ashfield

New Mandarin Catechumen class has commenced and is still 
accepting enrolment.  It meets every Sunday at 10:30am. 

Asiana Centre, 
Ashfield 

 

Asiana Centre will be celebrating its Golden Jubilee on 1/6/2013.  The 
celebration will start with a 4pm Mass at Asiana Centre and then follow by a 
buffet dinner at 6pm at Burwood RSL Club.  All are welcome to come and share 
their joy.  Please order tickets from your group leaders as well as wardens after 
Sunday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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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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ENTRE

丙年復活期第六主日 2013 年 5 月 5 日 
Sixth Sunday of Easter (Year C), 5th May 2013  

團體活動 
16/6 
星期日 

上午 9:30 團體將為六歲或以下兒童舉行領

洗。詳情和報名請聯絡 Mary Liu
女士。電話:  0412 261 196 

亞洲中心 

每月的團體明供聖體聚會，將於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

在亞洲中心舉行。 歡迎各位邀請家人或朋友前來在耶穌聖體前祈禱。 
再慕道聚會每星期日下午一時半在聖伯多祿朱廉教堂二樓會議室舉行。

目的為幫助信友重溫或認識教理。歡迎各位參加。 
聖神宮殿祈禱會查經聚會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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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成人慕道班已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 
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參加。請向何先生查詢。電話:  0416 
092 148。亦歡迎信友參加更新信仰。 

華埠聖伯多祿

朱廉教堂 
或亞洲中心 

國語成人慕道班已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慕道班

每週日上午十時半在 Ashfield 上課。 
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參加。請向 Pauline Woo 女士查詢。

電話:  0412 198 698。亦歡迎信友參加更新信仰。 

亞洲中心 

 
亞洲中心將於六月一日慶祝成立五十週年。於是日下午四時假亞洲

中心舉行感恩祭並於晚上六時假寶活退伍軍人俱樂部舉行聚餐。歡

迎各位參加。請向各善會負責人或彌撒後向工作人員訂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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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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教宗的期望 
李尚義 

  梵諦岡樞機主教團在新教宗選舉前, 舉行全體樞機會議, 好能讓樞機

主教們有機會彼此交流, 對未來教宗寄以期望. 亞根庭布宜諾斯艾利斯總

主教貝爾高利奧提出了他個人對新教宗的期望. 他的主要論點, 恰好由古

巴哈瓦那總主教樞紐奧迪加所記錄下來, 後來貝爾高利奧獲選為教宗後, 
經徵得教宗方濟一世同意, 才由梵諦岡電台公開發表 樞機主教論題主要

有四點: 

1. 「傳揚福音是要有宗徒事業心火. 福傳就是教會要走出來, 要走到邊

緣地區, 不是指地理上方面而言, 而是所有存在體所在的邊緣領域, 例
如各種罪惡, 痛苦, 不公義的奧秘, 愚昧與無知, 和對宗教冷淡的, 思想

上的和所有悲慘的實況.」 

2. 「如果教會不走出去傳揚福音, 她便變成『自我參照』(self-
referential)(即『自我陶醉』(Narcissism)而患病. 隨著時間的過去, 這
種病症會存在教會的機構內, 變成『自我參照』的根源, 即是神學上

的『自我陶醉』 耶穌在福音上自己比作敲叩別人的心門, 是從外向

內的. 但是有時耶穌是要從內而外出的. 一個『自我參照』的教會只

管保有耶穌而不讓祂出來.」 

3. 如果教會只是『自我陶醉』. 她便會不知不覺之間, 只有她自己才是

真光. 那末她便會停止散發『奧秘的光輝』, 反而助長邪惡的囂張, 變
成「精神的世俗化」(這是法國神學家呂巴克所指出的, 最壞的醜惡

會降臨到教會身上) 簡單說來, 教會只有兩種圖像. 一個是自己跑出來

去傳福音的教會, 去宣講天主聖言的教會. 另外的一種圖像便是世俗

的教會, 在自己教會內生活, 教會的存在只是為自己的緣故. 所以為拯

救人靈, 應將光明照向可能需要改變的改革的地方. 

4. 想到下一任教宗, 他應該是一位默觀和朝拜耶穌基督的人, 協助教會

走去存在的邊緣上, 協助她成為一位豐盛的慈母, 以傳揚福音的喜樂

作為生命的果實和甘飴的安慰. 

  上面四點是貝爾高利奧樞機對下一任新教宗的期望. 作為當今教宗

方濟一世, 他會朝著這方面前進麼? 因為他採用一種比較抽象性語言 - 
『自我參照』 是哲學上的專有名詞, 所以教會內一些專家提出他們的觀

點來詮釋. 

  方濟一世指出教會要克服『自我參照』或『自我陶醉』的思維, 即
是要跑出來到存在的邊緣, 面對那些生活在物質和精神匱乏的人們, 方能

作有效的福傳. 如果不能成功, 教會便會陷入『自我參照』的疾病當中, 
對教會構成嚴重的精神損害, 正如神學大師呂巴克樞機主教 (Cardinal 
Henri de Lubac) 所說的「精神荒野」或『精神世俗化』(spiritual 
worldliness) 會降臨到教會身上 天主教會本身是聖的, 當然不會患上疾病, 
但她的成員身列在聖統制內的各級成員可能會染上疾病. - 『精神的世俗

化』, 正如聖保祿所說的「呈現一個光輝的教會, 沒有瑕疵, 沒有皺紋, 或
其他類似的缺陷.」(弗五:27) 這並不是未獲選前的樞機對教會的批評, 而
是指出教會成員可能患有這種病症. 

  『自我參照』作為哲學專有名詞是屬於抽象的說法. 我們可以用具

體的例子來說明, 會幫助我們去理解的. 如果神學家或學術界為迎合現代

主義洪流, 將信仰和道德規範, 依照他他們個人意願作重新界定, 他們會

使教會身陷此危機. 

1. 如果平信徒只接受教會的精神慰藉而拒絕接納他們不喜歡的教會的

訓導, 他們便是『自我陶醉』和有病態的教會. 

2. 教會任何階層的信友為了個人安適環境而不去在道路、真理、和生

活方面上去見證基督, 他們便是『自我陶醉』的一群, 而使教會變成

病態. 

3. 生活富裕的信友以法律和政治上的藉口, 往往不願意為窮人, 包括所

有移民, 伸出援手. 他們便是使教會變成病態的教會. 

4. 有些信徒對某些禮儀傳統有強烈感情, 認為此種傳統才是基督的真光, 
而將他們自己孤立自成一派, 拒絕服從教會當局的牧養, 也是構成

『自我陶醉』的病根. 

5. 司鐸們如果更改禮儀只是迎合個人興趣, 又或不傳受完整的教會道理, 
他但便是『自我參照』和使教會變成病態. 

6. 修道團體脫離創會時的神恩, 以淺薄的精神外衣去追求世俗目的者, 
也是『自我陶醉』和使教會染上病症. 

  以上各點, 可以略作說明『自我參照』的例子. 如果用『自我俗化』

(Self-secularization) 是比較容易明白. 如果教會不向『存在邊緣』

(existential peripheries) 伸展, 則教會便會陷入『精神荒野』(spiritual 
worldl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