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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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ill be sharing the book “Healing the Eight Stage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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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s. Elsa Tang on 0401 058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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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主 教 華 人 牧 靈 中 心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ENTRE

丙年復活期第七主日 2013 年 5 月 12 日 
Seventh Sunday of Easter (Year C), 12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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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今日開始分享「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這部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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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者請向鄧女士 (0401 058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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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ccawebsite@yahoogroup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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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寵上加恩寵的亞洲中心 
Mabel Chow 周趙寶華 

  延伸 Joseph 在上月所提及亞洲中心是恩寵滿溢的地方，我更提

昇亞洲中心是「恩寵上加恩寵」的地方。聖若望說：「從衪的滿盈

中，我們都領受了恩寵，而且恩寵上加恩寵。」（若 1:16）關於「恩

寵上加恩寵」我有以下的個人的感受。 

  在移民悉尼時，我們懷着一個理想：在主內，開始一個新的家

庭。「天主的子女」這首聖歌的內容時常寄掛在我們心中：「幸運順

遂、子女環繞着你的几桌、你真是有福的人 …」藉着帶一本中文聖

經給已故的張天樂神父，我們一家來到亞洲中心。 

亞洲中心有着我們一家四口的足跡 

  自大女兒出生後，我們一家每周末都必定參與，聖詠團所舉行

的一切活動，而這些活動有不少在亞洲中心舉行。所以二女兒在胎

兒時期，已經與亞洲中心接觸。直到她們能參與各活動時，她們是

積極的一員。其後她們參加輔祭會及 CASS，令們她有許多自我鍛練

的機會。Joseph 也在女兒年幼時，參與團體的工作，下班後到亞洲

中心開會的時間十分多。所以如果說亞洲中心是我們的第二個家，

一點也不誇張。 

  亞洲中心給我們全家得以成長，我們全家全心的在此獻上感

謝。從我的兩個女兒每週必定做一個晚上的義工，每天早上六時一

定做運動才上班，每週末清晨一定參與彌撒… 我內心充滿感謝。記

得年輕時，心中的白馬王子是一個熱愛主及為主工作的人，見到

Joseph 在亞洲中心的服務，我不能不告訴自己，亞洲中心是充滿恩

典的地方。 

亞洲中心是我靈性生命成長的地方 

  「你們卻要在恩寵及認識我們的主，和救世者耶穌基督上漸漸

增長。」（伯後 3:18）聖伯多祿的這句話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我對靈命的渴求，從小就有。為我的人生來說，是不能缺少的

一件大事。孩子稍大後，感謝天主，有機會聆聽到，從不同地方應

邀而來的講者，這是滿足了我靈命的渴求的一個大恩典。這些講座

大部分是在亞洲中心舉行。於是我有機會遂步認清自我，從不斷的

反省中，去改變自己的缺點及不足，並慢慢的學習實踐的方法。  加
上這一環，亞洲中心為我來說，是恩上加恩。 

  以下幾點是這些講者帶給我的影響： 
 在 2002 年，駱鏗祥神父及幾位教友主持「基督徒管家課

程」。這課程是根據一本全球最暢銷的管理學書籍之一，名

叫 “The Seven Habits of the Most Effective People” by Stephen 
Covey。在這課程中，我認清自己現在所扮演的角色，為我來

說，是妻子、母親、老師、女兒等等，編定每週的目標，例

如本週必致電母親，每天必與孩子談話…，在下週確定目標

前，先進行檢討。每週這麼做的這方法，成了我現在每早靈

修的基礎。 
 王敬宏神父與樓美娟女士，是我對聖神認識的啓蒙老師。藉

聖神的指引，使我更明白事理，特別是自我的不足，而且有

勇氣去面對一切。 
 樓美娟女士教導我們學會在複雜的人事中，以圖畫的方法，

看自我的位置，從而明白事物的輕重、先後、大小等等，在

聖神引領下，採取適當行動，因為聖保祿說：「同時，聖神

也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不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而

聖神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羅 8:16） 
 高夏芳修女在一個講座中，教我們看事物不要常用一貫的框

框，很多事物出現在我們以為是對的框框之外。那天星期六

的早上和她外遊，天朗氣清，風和日麗；下午百多位聽衆坐

下後，突然天黑了，並下濠雨；至中場休息時，像雷球般大

的冰雹驟降，遍佈地上。到近結束時，在陽光中再現彩虹。

不同的天色，印證了她的主題，對我來說是一個刻骨銘心的

感受。 
 徐綿堯神父在「正視人生信仰」的講座中，提醒我們，要把

疼痛和痛苦作為祝福。我學會如何把痛苦，化為成功的踏腳

石。 

  耶穌說：「不是你們揀選了我，而是我揀選了你們，並派你們去

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如此，你們因我的名無論向父求什麼，

他必賜給你們。」（若 15:16）祈求在聖神引領和助佑下，我們都能

夠結常存的果實。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