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6/12 
Fri 

6:30pm Mass to commemorate the suffering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7/12 
Sat 

5pm Holy Family Sodality monthly gathering.  
Dr. David Ho will be the speaker.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Asiana Centre Association is running a Christmas Raffle again. The 
winners will be drawn at Asiana Centre on December 15th after the 
9:30 Sunday Mass. Raffle tickets are available from some Sodality or 
group leaders and at the service desk at Asiana Centre outside the 
Chapel after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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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ly, w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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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詠 27:14『你要鼓起勇氣，期望上主！你要 

振作精神，期望上主！』 

"Wait for The Lord;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and wait for The Lord." Psalm 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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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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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臨期第一主日 (甲年) 2013年 12月 1日 
First Sunday in Advent (Year A), 1st December 2013  

團體活動  

6/12 
星期五 

晚上六時

半 
彌撒紀念耶穌聖心所受的苦難。誠邀各

位參加。 
亞洲中心 

7/12 
星期六 

下午五時 聖家善會靈修聚會。由何華丹博士主講 

——話到嘴邊留三分。誠邀各位參加。 

亞洲中心 

團體將於十二月七日（星期六）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在亞洲

中心(Ashfield) 舉辦將臨期靈修活動。 

主題「找到天主是福中之福」 

誠邀你來參加這聚會：既有生活化的講授，也有明供聖體的時刻和修和聖

事。煥發思緒，洗滌身心。當日有豐富的講座： 

講座一：話到嘴邊留三分 -  

講座二：是衪賞賜你一生幸福滿盈，是衪使你的青春更新如鷹 - 招修女 

講座三：耶穌的「粉絲」 - 招修女    請預留這日子。到時見。 
亞洲中心每年的聖誕節幸運抽獎已定於十二月十五日在亞洲中心的九時三

十分主日彌撒後舉行。抽獎券可以向部份善會的負責人或亞洲中心小聖堂

外的服務台購買。請大家擁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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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成人慕道班已於九月中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慕道班每週二

或三下午五時半在雪梨大學鄰近的 John Paul II 中心 (Level 1, 245 Broadway) 
上課。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參加。請向 John Ting 查詢詳情。電話：0403 
832 676 或電郵：jnft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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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聖心會將於十二月中（星期日下午）舉辦採摘白玉桃活動。請留意

日後的堂區通訊或向各耶穌聖心會委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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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拾珍 
李尚義 

  美國斯諾登是『中央情局外判職員』，因為『爆料』揭露美國
監控網絡消息，逃到香港，後逃到莫斯科尋求庇護，為求一地安

身，免被檢控叛國罪。可見網上資訊泛濫，其中有很多非屬情報消

息，但不知作者是誰。小心搜集，有不少珍貴的小品，可供團體成

員參考。其中不少是句句經典，句句真理！ 

1) 風光的背後不是蒼桑，就是骯髒。 
2) 有錢要懂得假裝，沒錢要懂得包裝。 
3) 不同傻子爭辯，否則就搞不清誰是傻子了。 
4) 被恨的人沒有痛苦，恨人的人卻遍體鳞傷！所以，寧被人恨也

絶不去恨人。 
5) 缘分是本書，翻得不經意會錯過，讀得太認真會流淚。 
6) 貪婪是最真實的貧窮，滿足是最真實的財富。 
7) 學歷是銅牌，能力是銀牌，人脈是金牌，思维是王牌。 
8) 成功的人不是赢在起点點，而是赢在轉折點。 
9) 錢有兩種：花掉的是錢，是財產；沒花掉的是“紙”，是遺產。 
10) 長得那麼美那麼帥氣，自己卻不知道，這就是氣質；那麼有

錢，那麼有才，人卻不知道，這就是修養。 
11) 把脾氣拿出来，那叫本能；把脾氣壓下去，那叫本事。 
12) 簡單的事重覆做，你就是專家；重覆的事用心做，你就是赢

家。 
方與圓 – 做人的絕竅 

  方是原則，圓是機變。 

  方是以變應萬變。圓是萬變應不變 

  方是做人之本，圓是處世之道。 

  方者，即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指一個人做人做事有自己的主

張和原則，不被他人所左右。 

  圓者，圓滑世故，融通老成，指一個人做人做事講究技巧，既

不超人前也不落人後，能夠認清時務，使自己進退自如，遊刃有

餘。 

  一個人若過分方正，有棱有角，必將碰得頭破血流。 

  但是一個人如果八面玲瓏，圓滑透頂，總是想讓別人吃虧，自

己佔便宜，必必將眾叛親離。 

  因此，做人必須方外有圓，圓內在方，外圓內方。 

  外圓內方之人，有忍的精神，人的胸懷，有貌似糊塗的智慧，

有形如瘋傻的清醒，有臉上掛著笑的哭，有表面看是錯的對。 

  《方》是做人之本，也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樑。人僅僅依靠

《方》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圓》的包裹。無論是在商界，官場，

還是交友，情愛，謀職等等，都需要掌握《方圓》的技巧，才能無
往不勝。 

  圓是處世之道是處世的錦囊。現實生活中，有在學校成績一流

的，進入社會卻成了打工的；在有學校成綪二流的，進入社會卻成

了老闆。 

  就是因為成績一流的同過分專心于專業知識，忽略了做人的

《圓》，而成績二流甚至三流的同學，卻在與人交往中掌握了處世
的原則。 

  正如美國著名的企業家，教育家卡基所說：「一個人事業上的

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於的專業技術，另外的百分之八十五要

依靠人際關係，處世技巧，有說話等軟科學本領。 

  真正《方圓》之人，是大智慧與大容忍的結合體，有勇猛鬥士
的武力，有沉靜藴慧的平和。 

  真正《方圓》之人，能對大喜悅與大悲哀，泰然不驚。真正

《方圓》之人，行動時幹練，全身而退，而且能抓著最佳機會東山

再起。真正《方圓》之人沒有失敗，只有沉默，是面對挫折與逆境

的積蓄力量的沉默。 

  總之，只要運用《方圓》之理，人生必能無往不勝，所向披

靡，無論是趨進，還是退，能泰然自若，不為世人的眼光和言論所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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