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20th April (Easter Sunday) – 9:30 am mass at Asiana Centre for Children 
Baptism; age 6 years old or under. Applications forms to be obtained and 
lodged at reception area at SPJ or Asiana Centre. For details, contact Mary Liu 
on 0412 261 196 or Simon Liu on 0411 377 618 
Community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will be held at Asiana Centre on the 
26th April  (Saturday) from 2pm to 4pm. Please open the invitation to any of 
your relatives & friends to join and pray together in front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Cantonese and Mandarin Catechumen classes have commenced 
and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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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s. Elsa Tang on 0401 058 199 for details.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or 
Asiana 
Centre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meets every Sunday after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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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Activities 
Catholic Asian Student Society (CASS) UNSW is organising its annual Walkathon, 
a fundraising event which will be held on 21st April, 2014 (Easter Monday).  The 
walk will take place at Bradfield Park, Alfred St. S, Milsons Point.  Lunch is 
provided for those who have raised a minimum of $7.  If you would like to take 
part in this event, please contact your group leader for registration and collect a 
fundraising booklet.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Augustine Chong, President 
of CASS UNSW (0406 821 192), or Alison Young (0466 989 235).  For non-group 
members, please contact Simon Liu at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or Thomas Wong at 
Asiana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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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枝主日 (甲年) 2014 年 4 月 13 日 
Palm Sunday (Year A), 13th April 2014  

團體活動  

20/4 
星期日 

上午九

時半 
在彌撒中為六歲或以下的小童舉行洗禮。

申請表格可在聖伯多祿朱廉教堂或亞洲中

心接待處索取及遞交。請向 Mary Liu 0412 
251196 或 Simon Liu 0411377618 查詢詳情

亞洲中心 

25/4 
星期五 
(假日) 

上午九

時半 
耶穌聖心會舉辦由 Darling Harbour 沿岸邊

漫步至 Botanic Garden 活動。歡迎參加。

請向耶穌聖心會各委員查詢或留意海報。 

華埠中國公

園門口集合 

26/4 
星期六 

下午二

至四時 
每月的團體明供聖體聚會，歡迎各位邀請

家人或朋友前來在耶穌聖體前一起祈禱。 
亞洲中心 

國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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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歡迎信友參加更新信仰。請向鄧

女士查詢。電話: 0401058199。 

華埠聖伯多

祿朱廉教堂 
或亞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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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續分享「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這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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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天主教學生會將於 2014 年 4 月 21 日 (復活節星期

一) 舉行一年一度的步行籌款。活動會於 Milsons Point, Alfred St 南之

Bradfield Park 進行。凡籌款滿七元者可獲提供午餐。有興趣參加者，請與

組長聯絡並索取籌款小冊子。如有任何查詢，請與 UNSW 天主教學生會主

席 Augustine Chong (0406 821 192) 或 Alison Young (0466 989 235) 聯絡。

非善會會員可聯絡 Simon Liu (華埠聖堂) 或 Thomas W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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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是最難也是一生學不完的學問 
招修女 Sr Teresa Chiu 

  它難，因為不純是知識，有人知道愛的理論很多，如果要他通

過口試或筆試，他極可能輕易取得一百分。但在生活中實踐愛人方

面他可能極感困難。無論對家人，朋友，工作伙伴，教會同工，甚

至他所信奉的神靈，都感到知易行難。正因此我說愛很難學，且是

一生學不完的學問。其實愛需要的是行動和實踐。人生出來自然就

愛自已，但要把愛惠及他人，就不那麽容易了。須要不斷反省及鍛

鍊才成。為此，耶穌給了我們一個最基本的實踐方法------愛人如

己。但要做到這標準，也不簡單，我們必先「去私」，不然，要愛

人也愛不出! 

  夫婦結合之後，彼此答應一生相愛，談何容易!離婚的案例，往

往是愛冷却了，愛不下去了。夫婦間有人覺得是被對方控制，家庭

中不但「無愛」還失去了自我。下面我引述友人網上傳來的一個故

事，故事名為 [不要趕妳的男人] 副題為 {大女人，小男人} 讀者或

許願意給故事的主人翁一些參考意見吧? 

 爸爸離家，毫無徵兆 

  慧姊和丈夫結婚 25 年,正當兩個女兒準備為父母慶祝銀婚之

際。爸爸突然失蹤了! 

  母女三人找遍了爸爸的同事，親戚和他的老友，可是完全沒有

人知道他到那裡去了?他就像是從人間蒸發了一樣。 

  母女三人翻遍了爸爸的收藏，發現他只帶走些貼身衣物,他身上

應該也只有一些現金.究竟他會到那裡去了呢? 

  慧姊仔細反省丈夫離開前幾天有什麽徵兆?她什麼也想不起

來，他似乎好好的，並沒有離家出走的迹象。甚至，他比平常顯得

更「乖」。 

  女兒們要媽媽努力回想，此時慧姊才好像坐上了時光機一般，

回顧過去 20 幾年來的生活。慧姊與丈夫的互動一直是單向的。從

每天一早起床到晚上睡覺，都是慧姊吩咐丈夫做這做那，丈夫從來

不插嘴，不加意見，免得爭吵。慧姊還常批評丈夫這裡做得不好；

那裡做得不對。女兒們有時看不過眼，會跳出幫爸爸頂幾句。但爸

爸却貶眨眼睛，示意不要多說。女兒們以為爸爸修養夠，脾氣好，

凡事讓着媽媽，不願意和她吵架。久而久之，大家都習慣了。總

之，在這家裡：媽媽最大，媽媽說了的就是!爸爸總是「無聲」的那

一位! 

  這樣的日子似乎過得相安無事，女兒們常見媽媽駡爸爸，爸爸

不還嘴。誰知道，忽然有一天，爸爸竟然選擇自動消失!! 

 沉默-----不代表沒有情緒 

  他沒有留下隻字片言，就消失無踪。兩個女兒實無法接受。母

女三人找了好幾個月之後，一日忽然收到一封信。信上這樣寫着：

這廿幾年來，我一直在忍耐。為了孩子，為了這個家，我一直選擇

「不還口」。我不喜歡吵吵鬧鬧的家!日子實在過得很沉悶和痛苦。

現在女兒們長大了。我想我可以離開了。 

  字跡的確是他的，但信封上沒有地址! 

  慧姊知道是自己把丈夫趕走的。讀者們，您們願意這故事有不

同的收塲嗎?您們可以試試改寫! 

  這故事叫人傷感，讓我們看另一個「會愛」的故事吧!它是獻給

天下夫妻們的： 

星星與太陽 

  在鑽婚楷模頒獎典礼上，老太太正接受主持人的訪問： 

「妳覺得妳老公有缺點嗎?」 

「唉!多如天上繁星，數都數不清!」 

「那妳老公優點多嗎?」 

「很少!少的就像天上的太陽!」 

「那妳為什么可以與他相棲相宿六十載呢?」 

「因為太陽一出來，星星就看不見了!」 

  讀者們，這故事可愛吧?可能許多夫妻都是如此的?! 

  祝您們同心相愛，白首相依! 



Upcoming Events

		20th April (Easter Sunday) – 9:30 am mass at Asiana Centre for Children Baptism; age 6 years old or under. Applications forms to be obtained and lodged at reception area at SPJ or Asiana Centre. For details, contact Mary Liu on 0412 261 196 or Simon Liu on 0411 377 618



		Community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will be held at Asiana Centre on the 26th April  (Saturday) from 2pm to 4pm. Please open the invitation to any of your relatives & friends to join and pray together in front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Cantonese and Mandarin Catechumen classes have commenced and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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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s. Elsa Tang on 0401 058 199 for details.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or Asiana Centre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meets every Sunday after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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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Activities


		Catholic Asian Student Society (CASS) UNSW is organising its annual Walkathon, a fundraising event which will be held on 21st April, 2014 (Easter Monday).  The walk will take place at Bradfield Park, Alfred St. S, Milsons Point.  Lunch is provided for those who have raised a minimum of $7.  If you would like to take part in this event, please contact your group leader for registration and collect a fundraising booklet.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Augustine Chong, President of CASS UNSW (0406 821 192), or Alison Young (0466 989 235).  For non-group members, please contact Simon Liu at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or Thomas Wong at Asiana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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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活動

		20/4
星期日

		上午九時半

		在彌撒中為六歲或以下的小童舉行洗禮。申請表格可在聖伯多祿朱廉教堂或亞洲中心接待處索取及遞交。請向Mary Liu 0412 251196或Simon Liu 0411377618查詢詳情

		亞洲中心



		25/4
星期五


(假日)

		上午九時半

		耶穌聖心會舉辦由Darling Harbour沿岸邊漫步至Botanic Garden活動。歡迎參加。請向耶穌聖心會各委員查詢或留意海報。

		華埠中國公園門口集合



		26/4
星期六

		下午二至四時

		每月的團體明供聖體聚會，歡迎各位邀請家人或朋友前來在耶穌聖體前一起祈禱。

		亞洲中心



		國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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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歡迎信友參加更新信仰。請向鄧女士查詢。電話: 0401058199。

		華埠聖伯多祿朱廉教堂

或亞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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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分享「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這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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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活動


		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天主教學生會將於2014年4月21日 (復活節星期一) 舉行一年一度的步行籌款。活動會於Milsons Point, Alfred St 南之Bradfield Park進行。凡籌款滿七元者可獲提供午餐。有興趣參加者，請與組長聯絡並索取籌款小冊子。如有任何查詢，請與UNSW天主教學生會主席Augustine Chong (0406 821 192) 或 Alison Young (0466 989 235) 聯絡。非善會會員可聯絡Simon Liu (華埠聖堂) 或 Thomas W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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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是最難也是一生學不完的學問

招修女 Sr Teresa Chiu


　　它難，因為不純是知識，有人知道愛的理論很多，如果要他通過口試或筆試，他極可能輕易取得一百分。但在生活中實踐愛人方面他可能極感困難。無論對家人，朋友，工作伙伴，教會同工，甚至他所信奉的神靈，都感到知易行難。正因此我說愛很難學，且是一生學不完的學問。其實愛需要的是行動和實踐。人生出來自然就愛自已，但要把愛惠及他人，就不那麽容易了。須要不斷反省及鍛鍊才成。為此，耶穌給了我們一個最基本的實踐方法------愛人如己。但要做到這標準，也不簡單，我們必先「去私」，不然，要愛人也愛不出!


　　夫婦結合之後，彼此答應一生相愛，談何容易!離婚的案例，往往是愛冷却了，愛不下去了。夫婦間有人覺得是被對方控制，家庭中不但「無愛」還失去了自我。下面我引述友人網上傳來的一個故事，故事名為 [不要趕妳的男人] 副題為 {大女人，小男人} 讀者或許願意給故事的主人翁一些參考意見吧?


· 爸爸離家，毫無徵兆

　　慧姊和丈夫結婚25年,正當兩個女兒準備為父母慶祝銀婚之際。爸爸突然失蹤了!


　　母女三人找遍了爸爸的同事，親戚和他的老友，可是完全沒有人知道他到那裡去了?他就像是從人間蒸發了一樣。

　　母女三人翻遍了爸爸的收藏，發現他只帶走些貼身衣物,他身上應該也只有一些現金.究竟他會到那裡去了呢?


　　慧姊仔細反省丈夫離開前幾天有什麽徵兆?她什麼也想不起來，他似乎好好的，並沒有離家出走的迹象。甚至，他比平常顯得更「乖」。

　　女兒們要媽媽努力回想，此時慧姊才好像坐上了時光機一般，回顧過去20幾年來的生活。慧姊與丈夫的互動一直是單向的。從每天一早起床到晚上睡覺，都是慧姊吩咐丈夫做這做那，丈夫從來不插嘴，不加意見，免得爭吵。慧姊還常批評丈夫這裡做得不好；那裡做得不對。女兒們有時看不過眼，會跳出幫爸爸頂幾句。但爸爸却貶眨眼睛，示意不要多說。女兒們以為爸爸修養夠，脾氣好，凡事讓着媽媽，不願意和她吵架。久而久之，大家都習慣了。總之，在這家裡：媽媽最大，媽媽說了的就是!爸爸總是「無聲」的那一位!


　　這樣的日子似乎過得相安無事，女兒們常見媽媽駡爸爸，爸爸不還嘴。誰知道，忽然有一天，爸爸竟然選擇自動消失!!


· 沉默-----不代表沒有情緒

　　他沒有留下隻字片言，就消失無踪。兩個女兒實無法接受。母女三人找了好幾個月之後，一日忽然收到一封信。信上這樣寫着：這廿幾年來，我一直在忍耐。為了孩子，為了這個家，我一直選擇「不還口」。我不喜歡吵吵鬧鬧的家!日子實在過得很沉悶和痛苦。現在女兒們長大了。我想我可以離開了。

　　字跡的確是他的，但信封上沒有地址!


　　慧姊知道是自己把丈夫趕走的。讀者們，您們願意這故事有不同的收塲嗎?您們可以試試改寫!


　　這故事叫人傷感，讓我們看另一個「會愛」的故事吧!它是獻給天下夫妻們的：

星星與太陽

　　在鑽婚楷模頒獎典礼上，老太太正接受主持人的訪問：

「妳覺得妳老公有缺點嗎?」

「唉!多如天上繁星，數都數不清!」

「那妳老公優點多嗎?」

「很少!少的就像天上的太陽!」

「那妳為什么可以與他相棲相宿六十載呢?」

「因為太陽一出來，星星就看不見了!」

　　讀者們，這故事可愛吧?可能許多夫妻都是如此的?!


　　祝您們同心相愛，白首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