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26/5 
(Sun) 

12:45pm Welcoming party for the newly baptised.  All group 
leaders are invited to come to meet the neophytes. 

1/6 
(Sat) 

4pm 
 
6pm 

Asiana Centre Gold Jubilee Thanksgiving Mass at 
Asiana Centre. 
Dinner and entertainment at Burwood RSL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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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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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ccpc.net.au   互聯網網址: www.ccpc.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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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活動 
26/5 
星期日 

下午十二時

四十五分 

新教友歡迎會。誠邀各組組長參加

迎新會來認識新教友。 

亞洲中心 

1/6 
星期六 

下午四時正

晚上六時 
慶祝亞洲中心金禧感恩祭。地點：亞洲中心 
聚餐聯歡。地點：寶活退伍軍人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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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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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ccpc.net.au
http://www.ccpc.net.au/


回家去 

劉瑪定神父 

  農曆新年期間中國民工回家去的人流是世界之最，因為

有過億人民，要在農曆新年期間趕回老家，與親人和朋友同

聚首。農曆新年所強調的是家的觀念，而我的理解便是每年

回家和家人親友一同團聚，吃一餐團年飯，當彼此相聚時，

便有機會達到尋根深處。我時常利用這個機會為每位家人作

深切的交往，彼此修和，因為這是最佳接觸天主的方法。 

  新加坡也有一個傳統。在農曆七月間，會為無主孤魂們

布施衣食。無主孤魂們是無家可歸的。每家每戶均有自己祖

先的牌位，所以我們的祖先也有家可歸，可惜那些餓鬼們便

歸無定所。所以很多華籍家庭便會在門前布施。根據傳說，

餓鬼們的肚大如鼓，但其喉細如針，雖有食物布施，也難得

有下嚥機會。就算我們真心誠意，為那些孤魂餓鬼作真心的

奉獻，他們也會懷疑。所以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 不要製

做多一些餓鬼。要應擔當自己的角色，作為父母，教師，朋

友或司鐸，要有愛心和理解。要為人們的先人建立可以回歸

的家。 

  聖經上說：「神視缺乏時，人民必放縱；遵守法律的，

才蒙受祝福。」(箴廿九：18)。我們生活上如果沒有先知性

的神視，我們便會乾枯涸竭，好像無家可歸者一樣，陷入固

定模式，過著沒有基督新生命的日子。所以每人均有建立團

體的使命。所謂建立團體的意義便是要使自己的生活變成更

包容，對人有信任，理解和仁愛。每次進入聖堂內，他們便

會接觸到聖神。這是向所有人發出邀請，要培育一個家，一

所為所有人的教會的家。 

  每一個人都需要一個家。全世界也需要一個家。但是有

很多人是無家可歸的。 他們可能有瓦遮頭，但心中仍然是

無家可歸的。這是我們時代中可引進的最重要思維便是為每

一個人建立起一個家。我們可以成為別人的家。當我們看一

個人時， 我們要從一個角度去看，是否可以當他作為家庭

的成成員，因為我們的心，是在我們的家中。 

  家庭團聚是可等美妙！農曆新年的妙處便是促請我們要

和家人親友回到本家一同慶祝。我希望這種習俗會延續下

去。 

* * * * * 

耶穌聖心會將於六月十日（英女皇壽辰補假）舉辦曼麗漫步及

野餐活動。歡迎各位參加。 

行程：十時正在曼麗碼頭前方集合。大約中午在坦尼亞公園一

起午餐。約在下午三時步行返回曼麗碼頭，自行返家。 

午餐費用：會員免費，非會員五元。可自備午餐，免費參加。 

攜帶物品：防曬油，雨具，保暖衣服，零食及步行鞋。 

有意參加者，請向以下任何一位耶穌聖心會委員查詢詳情及報

名： 

Anne Liu     0413 833 883 Eddie Ho 0416 092 148 
Jimmy Ng    0427 321 169 Wey Yeh 0439 918 938 
Yan Lok Lo 0414 378 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