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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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is also 
available during the afternoon. 

Asiana 
Centre 
 

5/10 
Sun 

3:30pm 
 
 
 
 
 
6pm 

Our community will be celeb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its foundation by the late Frs. Chang 
and Hsu and the St. Francis feast day with a 
thanksgiving Mass.  The main celebrant is 
Archbishop Paul Gallagher, the Apostolic Nuncio. 
Community Dinner will be held at The Eight Modern 
Chinese Restaurant. Cost: $40/Adult, $20/Children 
under 12.  Please contact your group leader or 
Thomas Wong or Joseph Chow for tickets. 

Asiana 
Centre 
 
 
 
 
China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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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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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三頁) 

  指儒家所指道德智能極高超的理想人物，如孔子。他

們耳聽先王之言，口述先王之道的人物。在基督教思想中，凡是耳聽

天主聖言，在天主聖三內，以口和心回應天主的呼喚便是我們的聖

人。 

     
三個不同字體的 [神] (God) 字，可以代表天主的名號。如果我們用英

文字母大楷 J 和 P，代表公義與和平。拿支箱頭筆，以草書的速度，

便寫出了一個草書的神字。公義與和平是神的屬性。用來表達一下中

國文化，可能收到門外漢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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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甲年) 2014 年 9 月 7 日 
Twenty Third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Year A), 7th Sept. 2014 

 

團體活動  
14/9 
星期日 

下午二時

至五時 

澳洲天主教華人團體 ACCC 慶祝鑽禧節目之一

《流芳濟世》音樂劇欣賞會。這天主教大型原創

音樂劇《流芳濟世》，是由恩保德神父策劃的。

用音樂、話劇的型式輕鬆地讓大家認識聖方濟的

生平和聖方濟「一無所有、一無所缺」的精神。

誠意邀請大家參加。內容：欣賞音樂劇、分享、

茶點招待。語言：廣東話 

亞洲中心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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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下午將有

修和聖事，歡迎教友前來辦告解。教宗說:「我

們每次辦告解，天主都擁抱我們，為我們大事慶

祝。讓我們走上這條路。願上主降福你們！」 

亞洲中心 

5/10 
星期日 

下午三時

半 

 

 

晚上六時 

本團體將舉行感恩祭以慶祝成立六十週年及聖方

濟瞻禮。敦請教廷宗庭大使 Paul Gallagher 總主

教為主祭。誠邀各位參與這件盛事。 
團體將假八樂居海鮮酒樓舉行聚餐。成人收費

$40，兒童收費$20。請聯絡所屬小組會長或

Thomas Wong 或 Joseph Chow 購票。 

亞洲中心 

 

 

 

華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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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我們： 
Fr. Martin Low OFM 0424 883 838 
Sr. Teresa Chiu  電話: (02) 9716 6460  傳真: (02) 9799 1377 
郵政地址: Asiana Centre, 38 Chandos Street, Ashfield NSW 2131 
電子郵件: info@ccpc.net.au   互聯網網址: www.ccpc.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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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連其

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參通之者王也。」孔子曰：

「一貫三爲王」。我們日常說的三劃[王]可以用來解釋天主聖三的

信理。按要理問答的說法，天主聖三，無大無小，無先無後，共是

一個天主。漢字的王字，用來表示天主聖三的道理，確實是簡單易

明。                (續底頁) 

  上面的例子是外國人學漢字時找到一些「六書」的拆字方法來

反射到聖經的意義。下面我也想將一些漢字，以小篆和楷書字體來

說明我的推論: 

 『罪』字是『四』和『非』組成。『四』代表禮義廉

耻，國之四維。而『非』據《說文》，違背也，如鳥兩翼相背之

意。所以，凡是任何違反禮義廉耻的行為便是一種違反社會行為，

即孔子所說的的「非禮勿視，非禮勿聽，非禮勿言，非禮勿動」。

對基督徒們來說，凡是違反良心和道德的個人行為都是罪。 

 小篆的「苦」字，是由「草」部和「古」而成。再分柝

細一些，變成兩個「十」字，而「古」是「十」字和「口」字組成

簡單的象形是兩個小十字和一個大十字，豎立在一口山上。為基督

徒們來說，這正是加爾瓦略山–髑髏之地–也是救恩史上最偉大動人

的一幕。那個「口」字，可以用來解釋作祭台，很形象化的將基督

救贖工程用一個字來表達。我相信世上沒有其他文國家的文字有這

樣的功能！ 

 『德』字是「彳」「十」「四」「一」「心」組成。「彳」

粵音「斥」，chi。即左腳走叫「彳」又稱「雙企人」。用拆字原理

可以解說：「人人要一心一德，遵守天主十誡，聖教會四規」這樣

的一位基督徒，還會和天國遙遠麼？ 

 『悲』字也可解釋作為違背良心的任何事物的內心反

應。因為有了違反倫理道德的行為，後果當然是悲慘的。 

  一位美國病理學家 Ethel R. Nelson 和 Richard E. Broadberry 合

著的《創世紀與孔夫子不能解釋的秘密》《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書上舉出了上百個漢字為例，用拆字方

式作為研究對象，引起了聖經考古學研究空間和學術界的關注。 

李尚義 

  傳說倉頡造字時電閃雷鳴，因為泄露了天機。漢字的組成，是

根據「六書說」的概念，由東漢許慎的《說文解字》作了簡單扼要

的解釋：一般習用之六書名稱與次序：象形、指事、會意、形聲、

轉注、假借。本文是想將一些常見的漢字，經過『拆』後 (不是

『測』，因為『測』是一種問卦式，而『拆』是根據「六書說」的

原則。) 

該書上舉列的『船』字。按倉頡電腦輸入法，是用『舟』和

『八』『口』組成的一個漢字，《創世紀》七章『洪水滅世』的諾厄

方舟，正好是諾厄一家八口，救了諾厄和他的妻子，三個兒子和三

個兒媳。 

『善』字上面是一隻羊，羔羊是良善的，聖經裏面耶穌基督就是羔

羊。 

『忘』上部為「亡」，下部為「心」，表示心有所失而不記得。《論

語.述而》「其為人也，發憤亡食，樂以忘憂，不知老之將至。」而

『忙』左邊一個心，右邊一個亡，表示心死了。忙得連思考的時間

都沒有的朋友要注意下你的心是否還活著。前者是生理上現象，後

者是人為的選擇。 
『禁』字由『林』和『示』構成。地堂內的「善惡樹」，天主告誡

原祖父母，不可吃樹上的果子，吃了會死亡。但『婪』字由林和女

構成。林指樹木，意思是厄娃受到誘惑，就摘那樹上的果子來吃

了，又給她丈夫亞當。原罪的起因，由背命出發，次因是貪婪所

致。 

『真』字上面是一個十字架。『具』，《說文》供置也。以十字上的

犧牲，祭獻天主，是「貨真價實」的祭獻，是真善美的真。 

『美』上面是羊，下面是大，尊羊為大即美。 

漢字隐藏的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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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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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rament of Reconciliation is also available during the afternoon.

		Asiana Centre






		5/10
Sun

		3:30pm


6pm

		Our community will be celeb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its foundation by the late Frs. Chang and Hsu and the St. Francis feast day with a thanksgiving Mass.  The main celebrant is Archbishop Paul Gallagher, the Apostolic Nuncio.


Community Dinner will be held at The Eight Modern Chinese Restaurant. Cost: $40/Adult, $20/Children under 12.  Please contact your group leader or Thomas Wong or Joseph Chow for tickets.

		Asiana Centre


China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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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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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三頁)

  指儒家所指道德智能極高超的理想人物，如孔子。他們耳聽先王之言，口述先王之道的人物。在基督教思想中，凡是耳聽天主聖言，在天主聖三內，以口和心回應天主的呼喚便是我們的聖人。

    

三個不同字體的 [神] (God) 字，可以代表天主的名號。如果我們用英文字母大楷J 和 P，代表公義與和平。拿支箱頭筆，以草書的速度，便寫出了一個草書的神字。公義與和平是神的屬性。用來表達一下中國文化，可能收到門外漢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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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nty Third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Year A), 7th Sept. 2014

		





團體活動

		14/9
星期日

		下午二時至五時

		澳洲天主教華人團體 ACCC 慶祝鑽禧節目之一《流芳濟世》音樂劇欣賞會。這天主教大型原創音樂劇《流芳濟世》，是由恩保德神父策劃的。用音樂、話劇的型式輕鬆地讓大家認識聖方濟的生平和聖方濟「一無所有、一無所缺」的精神。誠意邀請大家參加。內容：欣賞音樂劇、分享、茶點招待。語言：廣東話

		亞洲中心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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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下午將有修和聖事，歡迎教友前來辦告解。教宗說:「我們每次辦告解，天主都擁抱我們，為我們大事慶祝。讓我們走上這條路。願上主降福你們！」

		亞洲中心



		5/10
星期日

		下午三時半

晚上六時

		本團體將舉行感恩祭以慶祝成立六十週年及聖方濟瞻禮。敦請教廷宗庭大使Paul Gallagher總主教為主祭。誠邀各位參與這件盛事。

團體將假八樂居海鮮酒樓舉行聚餐。成人收費$40，兒童收費$20。請聯絡所屬小組會長或Thomas Wong或Joseph Chow購票。

		亞洲中心


華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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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我們：

Fr. Martin Low OFM 0424 883 838


Sr. Teresa Chiu  電話: (02) 9716 6460  傳真: (02) 9799 1377


郵政地址: Asiana Centre, 38 Chandos Street, Ashfield NSW 2131

電子郵件: info@ccpc.net.au   互聯網網址: www.ccpc.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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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字隐藏的福信息

李尚義

　　傳說倉頡造字時電閃雷鳴，因為泄露了天機。漢字的組成，是根據「六書說」的概念，由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作了簡單扼要的解釋：一般習用之六書名稱與次序：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本文是想將一些常見的漢字，經過『拆』後 (不是『測』，因為『測』是一種問卦式，而『拆』是根據「六書說」的原則。)


　　一位美國病理學家 Ethel R. Nelson和Richard E. Broadberry合著的《創世紀與孔夫子不能解釋的秘密》《Genesis and the Mystery Confucius Couldn’t Solve》。書上舉出了上百個漢字為例，用拆字方式作為研究對象，引起了聖經考古學研究空間和學術界的關注。

該書上舉列的『船』字。按倉頡電腦輸入法，是用『舟』和『八』『口』組成的一個漢字，《創世紀》七章『洪水滅世』的諾厄方舟，正好是諾厄一家八口，救了諾厄和他的妻子，三個兒子和三個兒媳。

『真』字上面是一個十字架。『具』，《說文》供置也。以十字上的犧牲，祭獻天主，是「貨真價實」的祭獻，是真善美的真。

『善』字上面是一隻羊，羔羊是良善的，聖經裏面耶穌基督就是羔羊。

『美』上面是羊，下面是大，尊羊為大即美。

『忘』上部為「亡」，下部為「心」，表示心有所失而不記得。《論語.述而》「其為人也，發憤亡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而『忙』左邊一個心，右邊一個亡，表示心死了。忙得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的朋友要注意下你的心是否還活著。前者是生理上現象，後者是人為的選擇。

『禁』字由『林』和『示』構成。地堂內的「善惡樹」，天主告誡原祖父母，不可吃樹上的果子，吃了會死亡。但『婪』字由林和女構成。林指樹木，意思是厄娃受到誘惑，就摘那樹上的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亞當。原罪的起因，由背命出發，次因是貪婪所致。

　　上面的例子是外國人學漢字時找到一些「六書」的拆字方法來反射到聖經的意義。下面我也想將一些漢字，以小篆和楷書字體來說明我的推論:


 『罪』字是『四』和『非』組成。『四』代表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而『非』據《說文》，違背也，如鳥兩翼相背之意。所以，凡是任何違反禮義廉耻的行為便是一種違反社會行為，即孔子所說的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對基督徒們來說，凡是違反良心和道德的個人行為都是罪。

 『悲』字也可解釋作為違背良心的任何事物的內心反應。因為有了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後果當然是悲慘的。

 『德』字是「彳」「十」「四」「一」「心」組成。「彳」粵音「斥」，chi。即左腳走叫「彳」又稱「雙企人」。用拆字原理可以解說：「人人要一心一德，遵守天主十誡，聖教會四規」這樣的一位基督徒，還會和天國遙遠麼？

 小篆的「苦」字，是由「草」部和「古」而成。再分柝細一些，變成兩個「十」字，而「古」是「十」字和「口」字組成簡單的象形是兩個小十字和一個大十字，豎立在一口山上。為基督徒們來說，這正是加爾瓦略山–髑髏之地–也是救恩史上最偉大動人的一幕。那個「口」字，可以用來解釋作祭台，很形象化的將基督救贖工程用一個字來表達。我相信世上沒有其他文國家的文字有這樣的功能！

 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我們日常說的三劃[王]可以用來解釋天主聖三的信理。按要理問答的說法，天主聖三，無大無小，無先無後，共是一個天主。漢字的王字，用來表示天主聖三的道理，確實是簡單易明。















(續底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