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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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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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na 
Centre 

7/6 
Sat 

2-5pm Eucharistic adoration talk in Cantonese by Mr. 
Anthony Chan.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1,15,22 
/6 
Sun 

2pm- 
4:30pm 

Foot Reflexology workshop conducted by Ms 
Janet Li.  All are welcome.  Please bring along 
a small massage stick, folding chair, hand 
towel, sorbolene cream, paper and pen.  Please 
contact Agatha Iu on 0414 978 930 or Sr. 
Teresa on 9716 6460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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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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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group and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group co-
organise a talk on migrant birds.  It will be conducted by Ms Estella Lee on 1/6 at 
12:45pm at Asiana Centre.  All are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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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期第六主日 (甲年) 2014 年 5 月 25 日 
Sixth Sunday of Easter (Year A), 25th May 2014 

 

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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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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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星期六 

下午二時

至五時 

陪伴耶穌聖體 (陳慶鴻兄弟主講) 內容包

括: 

最親愛的主耶穌、陪伴耶穌聖體的甘飴與

障礙、小德蘭好姐姐，請你教我愛耶穌！

彌撒領聖體的體驗 

語言：粵語 

亞洲中心 

1,15,22/6 
星期日 

下午二時

至四時半 
利笑媚女士主持足部健康法工作坊。歡迎

各位參加。請自攜按摩小棒、小椅、手

巾、潤滑劑、紙和筆。請向 Agatha Iu 
0414978930 或招修女 97166460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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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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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紐西蘭奧克蘭市環保局成員李衍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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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不息        Andrew 梅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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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oming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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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Fri

		6:30pm

		Mass to commemorate the suffering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7/6
Sat

		2-5pm

		Eucharistic adoration talk in Cantonese by Mr. Anthony Chan.  All are welcome.

		Asiana Centre



		1,15,22
/6
Sun

		2pm-
4:30pm

		Foot Reflexology workshop conducted by Ms Janet Li.  All are welcome.  Please bring along a small massage stick, folding chair, hand towel, sorbolene cream, paper and pen.  Please contact Agatha Iu on 0414 978 930 or Sr. Teresa on 9716 6460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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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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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group and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group co-organise a talk on migrant birds.  It will be conducted by Ms Estella Lee on 1/6 at 12:45pm at Asiana Centre.  All are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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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期第六主日 (甲年) 2014年5月25日


Sixth Sunday of Easter (Year A), 25th May 2014

		





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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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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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星期六

		下午二時至五時

		陪伴耶穌聖體 (陳慶鴻兄弟主講) 內容包括:
最親愛的主耶穌、陪伴耶穌聖體的甘飴與障礙、小德蘭好姐姐，請你教我愛耶穌！彌撒領聖體的體驗
語言：粵語

		亞洲中心



		1,15,22/6
星期日

		下午二時至四時半

		利笑媚女士主持足部健康法工作坊。歡迎各位參加。請自攜按摩小棒、小椅、手巾、潤滑劑、紙和筆。請向Agatha Iu 0414978930 或招修女97166460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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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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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紐西蘭奧克蘭市環保局成員李衍玲女士主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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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不息



    Andrew 梅敬章

　　不知不覺間我的父親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三個多月了，藉着自己的信仰，心情已經平復了很多，現在心裏充滿着思念、掛念；仰賴着天主的愛，至親的離別所帶來的痛苦和悲傷都能夠走出。


　　很多時候自己也會問自己：「為什麼這麼快就能平復？明明自己這麼的愛他，為什麼我不像那些電影電視情節般會哭得死去活來？」


　　在上年11月初完成了學業後就回到香港，每天陪伴着母親到醫院探望和照顧着父親，風雨不改地一直照料着，直到2月5日。由於是每天都在陪伴着爸爸，所以看着他的身體健康情况每況愈下，看到他甚至連坐着都不能，自己的心中亦已有了一份預備和打算。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可以這麼快平復？我猜這也是一個原因吧，但我知道有一個更實在的原因在支持着我，讓我在哀傷及恐懼中走過。


　　中國人時常都流傳着一句俗語說着「有仔送終」是一種福氣。我父親在彌留之時我將他喜愛的一條玫瑰經唸珠說在他的手，並誦唸着玫瑰經，求聖母媽媽保護着我父親，並帶着他平安地回到天鄉。能夠為父親所能做的都做了，我信賴天主的慈悲和聖母瑪利亞的助佑，我相信爸爸定能平安回到主耶穌的懷中。是這個原因使我這麼快平復嗎？這亦是一個原因吧！但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終於能了解到我父親從前常說的那一句話：「苦難是一種奧蹟」。

　　回想起我父親在2011年11月確認出患了末期癌症，當時我聽到時我的心立刻沉了，身體接着顫抖，並想着：「爸爸煙酒不沾，為甚麼會這樣子？」但我父親並沒有灰心，相反地他欣然接受，並說如果天主會醫好我，我就算情況怎壞都會痊癒，不用怕！」他並不只是用說話，他也用行動去努力跟隨着天主。每天他5點清晨起床祈禱、坐地鐵再多走15分鐘的路去望彌撒，及誦唸1遍玫瑰經。我記得他曾對我說：「我每天去望彌撒及領聖體，天主確實地在我心中，我有甚麽好怕？」那一刻我知道我父親雖然病了，但藉這場病天主帶着他，並讓爸爸更靠近我們的主。


　　這2年多的時間我父親風雨不改的去望彌撒和祈禱，在困境中用平安平靜的心神與天主相遇。靜的時候去祈禱，總能更接近天主，聽見並認清衪的聖意。有好幾次與爸爸論及信仰之時，他都說到他省察並反省了許多以前所犯到的罪，有一些甚至是已經忘記了！現在他有時間去反思過去，並與天主逐一去修和。同樣地，父親他在這段時間亦受到不少不能看見的敵人攻擊，他也對我說過那些攻擊令他受了不少苦，那些攻擊包括恐嚇、嘲笑、侮辱及說謊。我相信倚靠着聖體和祈禱，天主的恩寵讓父親都能堅信真理，握緊著主耶穌的手。在聖詠中有數遍詩歌正好描述、並讓我們記起我們應怎樣倚賴上主。


　　「上主，迫害我的人，不可勝數！攻擊我的人，成群結隊！ 很多人論及我說：「天主絕不拯救他！」但是你，上主，是圍護我的盾牌，是我的榮耀，常使我首昂頭抬。我一向上主大聲呼號，祂便從聖山上俯聽我。我躺下安睡，我又醒了，因為上主常扶持著我。雖有千萬人向我圍攻，我一絲一毫也不驚恐。上主，請你興起奮發；我的天主，求你救拔，因為你擊破了我仇敵的腮頰，你打破了眾惡人的門牙。救援之恩完全屬於上主；願你的百姓受你的祝福！」 (詠3:2-9)


　　「上主，我的力量！我愛慕你。上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保障，我的避難所；你是我的天主，我所一心依靠的磐石；你是我的護盾，我救恩的角，我的堡壘。我一呼求應受頌揚的上主，我便會從仇敵的手中得救。」 (詠18:2-4)


　　到最後，當天主煉淨爸爸的過程到了尾聲；是的，我父親認定這個病天主用了此機會聖化他，用苦痛磨練他，就好像將天主自己為我們受難時戴笞冠分了一根刺，讓父親在自己的苦路跟隨衪，讓父親能死於罪惡，活於天主。


　　我父親對我說的最後的一句話非常之有力，他說：「不用害怕，我已經準備好了。」就像聖保祿在弟茂德後書所說的一樣，我父親已經打好了一場勝仗。 (弟後4：7-8) 現在我每晚都問自己我準備了沒有？可惜我還是覺得自己未準備妥當，還有很多罪債要賠補、愛德之功要加把勁！


　　爸爸把信仰的恆守真實地在我面前教導，但願我也能努力在艱辛的困境中亦能努力仰賴天主，倚靠祂，並努力跟隨祂。感謝主耶穌為普世人類戰勝死亡，開啟了通往永生之大門，讓我們不再為短暫分離哀傷，但為永恆團聚於天鄉而努力。相信這就是我能這麼快平復的原因。


　　(若14:1-3)「你們心裏不要煩亂；你們要信賴天主，也要信賴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我去，原是為給你們預備地方；如不然，我早就告訴了你們。我去了，為你們預備了地方以後，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為的是我在那裏，你們也在那裏。」


　　(若14:18-21)「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我要回到你們這裏來。不久以後，世界就再看不見我，你們卻要看見我，因為我生活，你們也要生活。到那一天，你們便知道我在我父內，你們在我內，我也在你們內。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愛我的人；誰愛我，我父也必愛他，我也要愛他，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