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18/2 
Wed 

8pm Ash Wednesday Mass.  Fasting and 
Abstinence are to be observed. 

Asiana 
Centre 

22/2 
Sun 

10:45a
m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and Liturgy to 
pay homage to God and to show respect to 
our ancestors.  9:30am Mass at Asiana 
Centre will be cancelled for the day.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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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na 
Centre 

To meet the beauty of praying for the deceased in the Church, our 
Community is commencing to pray for the deceased during mass from this 
year onwards. If there are recently deceased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at are 
known, their names can be sent to info@ccpc.net.au by Thu night or given to 
welcoming team (SPJ) or reception (Ashfield) on Sunday a week before.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meets at 1.30pm and the venue is Meeting 
Room # 2 located on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Currently we 
are sharing the Old Testament book of “Tobit”.  All are welcome to join us.  
Please bring along a bible. 
Cantonese Catechumen classes will commence in February 2015 and ar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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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及助佑！因為大會開始前的二、三個月，籌委會已把求聖母代禱的經文

寄發了給我們，猶如在加納婚宴一樣，有聖母的代禱，耶穌一定玉成所

願的。 

與會者的感受：今次大會回來，感覺真要為聖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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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主 教 華 人 牧 靈 團 體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OMMUNITY 

常年期第六主日 (乙年) 2015 年 2 月 15 日 
Six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Year B), 15th February, 2015  

團體活動  
18/2 
星期三 

晚上八時 聖灰禮儀彌撒 (請守大小齋)。 亞洲中心 

22/2 
星期日 

上午十時

四十五分

團體將會一同慶祝農曆新春並在彌撒

中舉行「祭天敬祖」禮儀。當天在亞

洲中心舉行的九時半彌撒將會被取消

一次。 

聖伯多祿

朱廉教堂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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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中心 

團體於三月一日（星期日）舉辦之長者羊年新春聚餐尚有少量名

額，查詢報名請聯絡 Nancy Hong (0402 398 686)。 
配合天主教傳統，由今年開始，團體喺每星期信友禱文中會為最近

離世或者在本週逝世紀念嘅兄弟姊妹或親人祈禱，如有需要，可於

星期四晚將其名字電郵至 info@ccpc.net.au，或於一周前的主日將名

字交給聖堂門口的詢問處。 
再慕道聚會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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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俾亞傳」這部舊約中的經書。歡迎各位參加。請

攜帶新舊約聖經。 

粵語成人慕道班將於二月中開辦新班。現開始招收新學員。請介紹

未信主的親友參加。請向鄧女士查詢。電話: 0401 058 199 亦歡迎信

友參加更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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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ccpc.net.au
http://www.ccpc.net.au/


「第十屆世界華語聖言大會」會後分享 
招修女 

概况： 
1) 日期：2015-01-22 至 2015-1-26 會期共五天。 
2) 地點：台灣新北市新店區崇光女中文萃樓 
3) 主題：「見證聖言  新傳福音」--「把新酒裝在新皮囊裡，兩樣就都得

保全。」［瑪九 17］這主題亦是重溫梵二的《啓示憲章》藉此促進「聖

言生命活力強化，聖言使命領域擴展」。 
4) 出席者： 參加人數將近 300 人。來自四大洲，十八個國家， 30 個地

區。是 歷屆以來出席人數最多的一次。  
出席者有香港榮休樞機陳日君，多位總主教、主教、神父 修士、修女及

終身執士，其中教友當然佔最大比例。 
5) 講者與講題：主教 神父 修士 修女及教友中，不乏聖經學者及教會各

門的飽學之士。其中大會的主要講者是母佑會的高夏芳修女，此外尚有

香港輔理主教夏志誠，耶穌會著名聖經學者房志榮神父，方濟會彭保祿

神父，德國 聖言會的費康伯神父〈Fr Ludger Feldkamper〉及在日本修讀

博士學位的林康政兄弟。另一位由河北教區擔任大修院院長的張文西神

父，他提供一個很獨特的講題：「聖經文化與華人生活文化相遇」--擴展

福音新傳的領域--他講的非常精僻簡潔，句句點題到肉，我內心一直叫

好。真的，要向一個民族傳福音，若不能與他們的文化相遇，那福音可

能太生硬，難起共鳴。張文西神父却是字字硃磯，入心入肺。還有其他

講者，都各有所長，可謂美不勝收。 
6) 會議期間的慶典：本次大會，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好像有很多巧合： 
A) 首先今次世界華語聖言大會是第十屆，「十」是個完美的數目，所以

各方面都很圓滿。 
B) 天主教華語聖經協會联合會，今年正好創辦了 25 年，也在今次大會

中慶祝銀禧。 
C) 在這會期中， 1 月 25 日也剛好碰上是聖保祿宗徒歸化日。高修女就

專門從他的書信中，節錄出他的言論，從而發現他對基督的篤愛，對其

他宗徒的情誼，對信徒的慈愛…高修女的這一講，圖文並茂，精彩無

比，內容非常豐富。我們都來不及抄寫，幸好每一頁都有 Powerpoint。
【我們團體中幾位參予者，都等候機會，把聖保祿這專題分享給大家，

請留意通告。】 
D) 最後一個巧合是 1 月 26 日是中文聖經翻譯始創人雷永明神父的瞻禮

日。試想如無中文聖經，我們今日能認識聖經有多少？雷神父對華人的

貢献真是偉大！他亦是香港教區第一位被教庭祝聖為真福的第一人。願

我們全球華人為感謝他對華人教會的特殊貢獻，繼續為他封聖程序祈

禱，使他早日榮登聖域，亦藉此讓我們更重視我們專有的華文聖經。 

總結：今次的聖言大會，除了籌備人員的盡心盡力，齊心合作外，更有

教宗及各神長的祝福。此外最重要的，是有聖母的陪同   〈續底頁〉 

說巧合，其實並非巧合，一定是華語聖經協會联合會深思熟慮，精心設

計的。今年亦是《啓示憲章》頒佈 50 周年的日子。當今教宗方濟各的勸

諭《福音的喜樂》的中譯本亦趕及在會塲派發。真感激及讚嘆所有籌備

人員的精明及苦幹。  
7) 精美設計的大會標誌：(見圖 ) 

 圖案顯示袋子的外型，以主題【見証聖言，

新傳福音】包圍，寓意：《皮囊藏著上主的

話》，中央圖案展示「天主子民由聖言孕育

而生和成長，帶著喜樂的面容和充滿活力」 

總而言之，整個大會標誌着天主聖三的帶領，當中的手象徵聖父的守

蘐。打開的書為聖經--生命之書，象徵耶穌基督。火焰的鴿子為真理之

神。 
這是一個天主子民熱愛天主聖言的新時代！華語聖言大會特定今年為

「聖經牧民年」，讓我們齊心竭力廣傳福音，努力做好牧民工作。 

 右上方展示「鴿子和火焰 」象徵降臨的聖神，不斷引領教會團

體。 

 外圈以七色彩虹展示彼此牽引的手，共同合作 
 彩虹同時亦代表天主與我們間的盟約。  



Upcoming Events

		18/2
Wed

		8pm

		Ash Wednesday Mass.  Fasting and Abstinence are to be observed.

		Asiana Centre



		22/2
Sun

		10:45am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and Liturgy to pay homage to God and to show respect to our ancestors.  9:30am Mass at Asiana Centre will be cancelled for the day.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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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na Centre



		To meet the beauty of praying for the deceased in the Church, our Community is commencing to pray for the deceased during mass from this year onwards. If there are recently deceased relatives and friends that are known, their names can be sent to info@ccpc.net.au by Thu night or given to welcoming team (SPJ) or reception (Ashfield) on Sunday a week before. 



		Catechism Refresher gathering meets at 1.30pm and the venue is Meeting Room # 2 located on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Currently we are sharing the Old Testament book of “Tobit”.  All are welcome to join us.  Please bring along a bible.



		Cantonese Catechumen classes will commence in February 2015 and ar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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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及助佑！因為大會開始前的二、三個月，籌委會已把求聖母代禱的經文寄發了給我們，猶如在加納婚宴一樣，有聖母的代禱，耶穌一定玉成所願的。

與會者的感受：今次大會回來，感覺真要為聖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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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主 教 華 人 牧 靈 團 體

CHINESE CATHOLIC PASTORAL COMMUNITY


常年期第六主日 (乙年) 2015年2月15日

Sixth Sunday in Ordinary Time (Year B), 15th February, 2015

		





團體活動

		18/2
星期三

		晚上八時

		聖灰禮儀彌撒 (請守大小齋)。

		亞洲中心



		22/2
星期日

		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團體將會一同慶祝農曆新春並在彌撒中舉行「祭天敬祖」禮儀。當天在亞洲中心舉行的九時半彌撒將會被取消一次。

		聖伯多祿朱廉教堂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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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中心



		團體於三月一日（星期日）舉辦之長者羊年新春聚餐尚有少量名額，查詢報名請聯絡Nancy Hong (0402 398 686)。



		配合天主教傳統，由今年開始，團體喺每星期信友禱文中會為最近離世或者在本週逝世紀念嘅兄弟姊妹或親人祈禱，如有需要，可於星期四晚將其名字電郵至info@ccpc.net.au，或於一周前的主日將名字交給聖堂門口的詢問處。



		再慕道聚會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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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俾亞傳」這部舊約中的經書。歡迎各位參加。請攜帶新舊約聖經。



		粵語成人慕道班將於二月中開辦新班。現開始招收新學員。請介紹未信主的親友參加。請向鄧女士查詢。電話: 0401 058 199亦歡迎信友參加更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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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世界華語聖言大會」會後分享

招修女

概况：

1) 日期：2015-01-22 至 2015-1-26會期共五天。

2) 地點：台灣新北市新店區崇光女中文萃樓

3) 主題：「見證聖言  新傳福音」--「把新酒裝在新皮囊裡，兩樣就都得保全。」〔瑪九 17〕這主題亦是重溫梵二的《啓示憲章》藉此促進「聖言生命活力強化，聖言使命領域擴展」。

4) 出席者： 參加人數將近300 人。來自四大洲，十八個國家， 30 個地區。是 歷屆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 


出席者有香港榮休樞機陳日君，多位總主教、主教、神父 修士、修女及終身執士，其中教友當然佔最大比例。

5) 講者與講題：主教 神父 修士 修女及教友中，不乏聖經學者及教會各門的飽學之士。其中大會的主要講者是母佑會的高夏芳修女，此外尚有香港輔理主教夏志誠，耶穌會著名聖經學者房志榮神父，方濟會彭保祿神父，德國 聖言會的費康伯神父〈Fr Ludger Feldkamper〉及在日本修讀博士學位的林康政兄弟。另一位由河北教區擔任大修院院長的張文西神父，他提供一個很獨特的講題：「聖經文化與華人生活文化相遇」--擴展福音新傳的領域--他講的非常精僻簡潔，句句點題到肉，我內心一直叫好。真的，要向一個民族傳福音，若不能與他們的文化相遇，那福音可能太生硬，難起共鳴。張文西神父却是字字硃磯，入心入肺。還有其他講者，都各有所長，可謂美不勝收。

6) 會議期間的慶典：本次大會，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好像有很多巧合：

A) 首先今次世界華語聖言大會是第十屆，「十」是個完美的數目，所以各方面都很圓滿。

B) 天主教華語聖經協會联合會，今年正好創辦了25年，也在今次大會中慶祝銀禧。

C) 在這會期中， 1月25 日也剛好碰上是聖保祿宗徒歸化日。高修女就專門從他的書信中，節錄出他的言論，從而發現他對基督的篤愛，對其他宗徒的情誼，對信徒的慈愛…高修女的這一講，圖文並茂，精彩無比，內容非常豐富。我們都來不及抄寫，幸好每一頁都有Powerpoint。【我們團體中幾位參予者，都等候機會，把聖保祿這專題分享給大家，請留意通告。】

D) 最後一個巧合是1月26日是中文聖經翻譯始創人雷永明神父的瞻禮日。試想如無中文聖經，我們今日能認識聖經有多少？雷神父對華人的貢献真是偉大！他亦是香港教區第一位被教庭祝聖為真福的第一人。願我們全球華人為感謝他對華人教會的特殊貢獻，繼續為他封聖程序祈禱，使他早日榮登聖域，亦藉此讓我們更重視我們專有的華文聖經。

說巧合，其實並非巧合，一定是華語聖經協會联合會深思熟慮，精心設計的。今年亦是《啓示憲章》頒佈50周年的日子。當今教宗方濟各的勸諭《福音的喜樂》的中譯本亦趕及在會塲派發。真感激及讚嘆所有籌備人員的精明及苦幹。 


7) 精美設計的大會標誌：(見圖 )


· 圖案顯示袋子的外型，以主題【見証聖言，新傳福音】包圍，寓意：《皮囊藏著上主的話》，中央圖案展示「天主子民由聖言孕育而生和成長，帶著喜樂的面容和充滿活力」

· 右上方展示「鴿子和火焰 」象徵降臨的聖神，不斷引領教會團體。

· 外圈以七色彩虹展示彼此牽引的手，共同合作

· 彩虹同時亦代表天主與我們間的盟約。 


總而言之，整個大會標誌着天主聖三的帶領，當中的手象徵聖父的守蘐。打開的書為聖經--生命之書，象徵耶穌基督。火焰的鴿子為真理之神。

這是一個天主子民熱愛天主聖言的新時代！華語聖言大會特定今年為「聖經牧民年」，讓我們齊心竭力廣傳福音，努力做好牧民工作。

總結：今次的聖言大會，除了籌備人員的盡心盡力，齊心合作外，更有教宗及各神長的祝福。此外最重要的，是有聖母的陪同   〈續底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