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The	Body	and	Mind	group	is	organising	a	
series	of	talks	on	health.		The	topic	of	the	
talks	is	“Listening	to	your	body!”		The	
speaker	will	be	Dr.	David	Ho.		All	are	
welcome	to	come	to	improve	on	your	
immune	system.	

17, 24 
/5 
Sat 

2:30-
5pm 

Asiana 
Centre 

31/5 
Sat 

2-4pm Community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	Please	open	the	invitation	to	
any	of	your	relatives	&	friends	to	join	and	
pray	together	in	front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and	Rosary	Prayer 

Asiana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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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announcement: Collection taken up at Asiana Centre on Good 
Friday was $3,316.10.  The total amount has been sent to the Holy Land 
Commissariat at the Franciscan Provincia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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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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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期第四主日 (甲年) 2014 年 5 月 11 日 
Fourth Sunday of Easter (Year A), 11th May 2014  

團體活動  

17,24/5 
星期六 

下午二時

半至五時

澳洲華人天主教亞洲中心身心健康

組主辦健康講座系列：聆聽你身體

的呼籲!完全啟動與增強你的免疫系

統及自然療癒能力，二周時間達成 

亞洲中心 

18/5 
星期日 

下午二時

至五時 
林祖明神父主講講座。題目為「信

仰的鐵三角」。誠邀各位參加。 

亞洲中心 

31/5  
星期六 

下午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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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起祈禱和頌唸玫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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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亞洲中心舉行的耶穌受難日禮儀中為聖地維修及慈善經費收到信

友捐獻共$3,316.10. 全數已送交澳洲方濟會聖地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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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無玷聖心會與耶穌聖心會合辦環保講座。主題為「神奇候鳥生

態，令人難以置信，野生動物與人，關係究竟如何？」由李衍玲女

士主講。六月一日下午 12:45 在亞洲中心舉行。歡迎各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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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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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復活後與所愛者的温馨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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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oming Events

		17, 24
/5
Sat

		2:30-5pm

		The Body and Mind group is organising a series of talks on health.  The topic of the talks is “Listening to your body!”  The speaker will be Dr. David Ho.  All are welcome to come to improve on your immune system.

		Asiana Centre



		31/5 Sat

		2-4pm

		Community Monthly Eucharistic Adoration - Please open the invitation to any of your relatives & friends to join and pray together in front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 and Rosary Prayer

		Asiana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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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ial announcement: Collection taken up at Asiana Centre on Good Friday was $3,316.10.  The total amount has been sent to the Holy Land Commissariat at the Franciscan Provincia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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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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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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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Sunday of Easter (Year A), 11th May 2014

		





團體活動

		17,24/5
星期六

		下午二時半至五時

		澳洲華人天主教亞洲中心身心健康組主辦健康講座系列：聆聽你身體的呼籲!完全啟動與增強你的免疫系統及自然療癒能力，二周時間達成

		亞洲中心



		18/5
星期日

		下午二時至五時

		林祖明神父主講講座。題目為「信仰的鐵三角」。誠邀各位參加。

		亞洲中心



		31/5 

星期六

		下午二時至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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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頌唸玫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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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亞洲中心舉行的耶穌受難日禮儀中為聖地維修及慈善經費收到信友捐獻共$3,316.10. 全數已送交澳洲方濟會聖地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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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無玷聖心會與耶穌聖心會合辦環保講座。主題為「神奇候鳥生態，令人難以置信，野生動物與人，關係究竟如何？」由李衍玲女士主講。六月一日下午12:45在亞洲中心舉行。歡迎各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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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復活後與所愛者的温馨邂逅

招修女     Sr Teresa


　　如果我們細讀並默想耶穌的復活顯現，我深信在我們的心靈深處也會邂逅這位令人心醉的耶穌，祂的顯現是如此的温馨。使每一個愛祂並渴望祂的人都會像瑪利亞馬達肋納一樣，「拉住祂不放」。

　　為此我邀請大家在這復活期的七周內，每曰抽出十五分鐘來邂逅祂。下面先引述若望福音的記述: (若20:11---18)


瑪利亞來到墳墓，在外邊痛哭，並俯身向裡面窺看，見有兩位穿白衣的天使……天使問她說“女人，你哭什麼？”


「有人把我主搬走了 …」 隨後她轉身，見耶穌站在那裡，却不知他就是耶穌 ，還以為他是園丁，可是一聽耶穌呼喚「瑪利亞！」

她便轉身用希伯來話對祂說「辣步尼！」就是說「師傅」。 耶穌向她說「你別拉住我不放。」

　　默想：


• 瑪利亞素來心愛耶穌，再在苦難過程中，陪同聖母目睹耶穌的各種極刑，怎不悲痛欲絕？如今又不見了耶穌的遺體，自然驚惶失措了。


• 愛使人忘記了自身的限度！愛不自量力！瑪利亞竟然對以為是園丁的耶穌說，「若是你把祂搬走了……我去取回他來。」瑪利亞一定忘記了耶穌是個健碩的男子漢。有資料顯示，耶穌身高約有六呎，體重約有一百七十至八十磅。以瑪利亞一介女流，恐怕是無法搬動主的遺體的。


• 但可愛的是，愛情真是叫人盲目了！是可愛的盲目！


• 原來一個溫馨的呼喚，是那樣的震撼！瑪利亞整個人醒了，矇矓的淚眼也開了，認出復活的主了！


• 名字在聖經中有特殊的意義，代表一個人的身份和使命。瑪利亞一被召喚，立即醒悟自己的身份，也認清了自己和耶穌的師徒關係！一句親切的「辣步尼」就使她緊抱耶穌雙脚不放。這緊抱賞報了她的一切哀傷，掛慮和懸念。最懂愛的耶穌當然懂得這種心情。但天父交托的使命在前，耶穌不讓瑪利亞在私情中怠誤，她還是要與耶穌暫別，而迅速去報告門徒有關主的復活。


• 她的一句 「我見了主！」是那麽的震撼和有力！雖然主對多默說「那些沒有看是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但作為基督徒，我們或以心靈的眼目，或以默觀的情誼，都有可能「看見過耶穌」因此我們都是有福的了！讓我們向整個宇宙高呼，「我看見了主，你們來朝拜祂吧！」

　　接下來讓我們誦讀路加福音，耶穌顯現給厄瑪烏二徒 (路24 :13-35)。


• 這段福音特別的地方是：


1) 不是人去尋找耶穌，是主自己去接近人，(#15: 耶穌親自走近他們 ，與他們同行。)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中，往往也是主來尋找我們的。


2) (#16: 他們的眼睛被阻住了，以致認不出祂來。) 其實活在世上的我們，除了因為復活主有神光，神速，神透，神健之外，我們很有可能被世上誘人的事物，遮掩了我們的靈目，在許多屬靈的事物上，都認不出主的面貌和聖意。


3) (#25: 由於信的不夠，兩位門徒被耶穌輕責了「你們的心竟是這般遲鈍！」但願我們常讀聖經，勤領聖體，日夕祈禱的人，心靈會敏銳些，常能領悟主的心意。


4) (#28: …耶穌裝作還要前行。) 我很喜愛這短句，特別欣賞耶穌的幽默！想不到這位 「天主子」 也會假裝，逗人要挽留祂！朋友們呀，你知道喇！耶穌是要我們挽留的！千萬不要輕輕放過祂，讓祂過門而不入呀！而且祂是要 「強留」的! 因為祂是我們的「貴賓」 呀！


5) (#30-31: ...這兩節是兩位門徒認出主的關鍵，若不是耶穌拿起餅，祝謝了，擘開，門徒的眼睛就不會開，也就不會認出主了！弟兄姊妹們，如今你知道：朝拜聖體，明供聖體及領受聖體是如何的重要了！


　　本文只提供了兩段復活紀錄的分享，希望大家繼續研讀及默想其他復活章節，如此你定會與復活的主很親近，並聆聽到祂的心聲的了。


　　願復活的主常與我們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