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coming Events 
 

11am to 
12pm 

Stations of the Cross Asiana 
Centre 

8/3 
Sun 

2pm to 
4pm 

Sacred Heart of Jesus Group and the Adult 
Catechists Group are jointly organising a 
pilgrimage trip to Mary MacKillop’s Place.  
All are welcome.  We will be going there by 
train.  Please contact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either group to make booking. 

8 Mount St., 
Nth Sydney 

21/3 
Sat 

1:30pm 
to 5pm 

Community Spiritual Activity Asiana 
Centre 

22/3 
Sun 

1:30pm 
to 
2:30pm 

Stations of the Cross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28/3 
Sat 

2p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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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meet next Sundays at 1.30pm and the 
venue is Meeting Room # 2 located on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We are going to study the “General Instructions of the Roman 
Missal”.  All are welcome to join us.  
Catechumen classes commenced in Febr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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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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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旬期第三主日 (乙年) 2015 年 3 月 8 日 
Third Sunday of Lent (Year B), 8th March, 2015  

團體活動  
上午 11
時至中午 

拜苦路 亞洲中心 8/3 
星期日 

下午 2 時

至 4 時 
耶穌聖心會與傳道員組主辦活動。乘火車

前往 Mary MacKillop’s place 朝聖。歡迎各

位參加。請與兩會的委員報名。 

8 Mount St., 
Nth Sydney 

21/3 
星期六 

下午 1:30
至 5 時 

團體靈修活動 - 愛的萬花筒 亞洲中心 

22/3 
星期日 

下午 1:30
至 2:30 

拜苦路 聖伯多祿

朱廉教堂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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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福神父將於每週二早上七時在亞洲中心主持彌撒。歡迎各位信友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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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慕道聚會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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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研讀「彌撒經書總論」，以增加大家對彌撒的認識。歡迎各位參加。因

為組員要往 Mary Mackillop’s Place 朝聖，今日下午的聚會暫停一次。 

成人慕道班已於二月中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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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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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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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團體的基本特質 

李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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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red Heart of Jesus Group and the Adult Catechists Group are jointly organising a pilgrimage trip to Mary MacKillop’s Place.  All are welcome.  We will be going there by train.  Please contact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either group to make b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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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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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meet next Sundays at 1.30pm and the venue is Meeting Room # 2 located on the first floor of St Peter Julian’s Church. We are going to study the “General Instructions of the Roman Missal”.  All are welcome to join us. 



		Catechumen classes commenced in Febr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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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者第一次考核禮分別於本日的中文彌撒中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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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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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1時至中午

		拜苦路

		亞洲中心



		

		下午2時至4時

		耶穌聖心會與傳道員組主辦活動。乘火車前往Mary MacKillop’s place朝聖。歡迎各位參加。請與兩會的委員報名。

		8 Mount St.,


Nth Sy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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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1:30至5時

		團體靈修活動 - 愛的萬花筒

		亞洲中心



		22/3

星期日

		下午1:30至2:30

		拜苦路

		聖伯多祿朱廉教堂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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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福神父將於每週二早上七時在亞洲中心主持彌撒。歡迎各位信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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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慕道聚會下星期日下午一時半在聖伯多祿朱廉教堂二樓會議室舉行。繼續研讀「彌撒經書總論」，以增加大家對彌撒的認識。歡迎各位參加。因為組員要往Mary Mackillop’s Place朝聖，今日下午的聚會暫停一次。



		成人慕道班已於二月中開辦新班。現繼續招收新學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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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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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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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團體的基本特質


李尚義


　　上期《牧靈通訊》專題報導：團體生活的七大基本要素是：崇拜、團體、聖言、服務、管家職務、福傳、領導。這些基本要素是以牧靈工作做起點。從廣義的角度而言，普世教會或地區教會團體必需具有三種特質。原文是希臘文：第一是《共融》(Koinonia)
，第二是《服務》(Diakonia) 和第三是《見證》(Martyria)。

基本特質之一 – 共融 (Koinonia)


　　《天主教教理》962條上說：「我們相信所有基督信徒們的共融，即那些在此世作旅客的，那些在淨煉中的亡者，幾及那些在天堂上享真福的，共同形成的獨一教會。我們相信在這共融中，充滿慈悲和仁愛的天主及諸聖不斷地聆聽我們的祈禱。」《教理》959又說：「我們都是天主兒女，都在基督內組成一個家庭，當我們因彼此的相愛，同聲讚美至聖聖三而彼此共融時，就是回應教會的親切召喚。」


　　1943年教宗庇護十二頒佈了《基督奧體》通諭 (Mystici corporis)，是根據格林多前書和羅馬人書的訓導。聖保祿說：「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格前十二:27)，信徒們由于洗禮，都歸于基督，成為一個身體 (格前十二:12-14; 羅六:3; 羅二:4-5) 即是「在基督內」的一體。梵二《教會憲章》(LG8)區分了「社團性的結構」與「基督的身體」。教會社團性的結構為賦與生命的基督之神服務，使基督的身體增長。因此基督的身體與社團性的結構有別。而與聖神的工程相連。聖神使教會與復活基督身體增長，即信者與基督之間，以及信者之間的精神共融增長，所以基督奧體的教會，不是指制度與結構，而是生命與精神。簡單地說，信眾們是基督妙身 (Mystical Body) 的肢體，基督是妙身的頭部，我們信眾是肢體。所以我們是肢體相連的，構成一個神奇的的共融體。我們團體內的『聖神同禱』成員組成了『聖神宮殿』團體，是根據格前三:16：「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天主的宮殿，天主聖神住在你們內嗎?」而建立的。換句話，就是根據《基督妙身》(Mystical Body of Christ)的道理 – 「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這身體的救主。」(弗五:23)


基本特質之二 – 服務 (Diakonia)


　　原文來自「執事」，《宗徒大事錄》所載十二使徒所選立的七位執事 (宗六1-6) 便是日後執事 (六品) 的原始型態，負責教會內物質必需品的供應，如飲食和耶路撒冷貧民募捐等。現代所說的「服務」泛指平信徒為協助教會福傳時所擔任的各種工作，也可用Ministry，或「侍奉」(即serve in love)。《聖母軍》每月支團開會時，一定會宣讀『經常訓詞』第三節上的話：「以信德的精神，在別人身上看見耶穌，由祂的母親聖母侍奉著。」團員的實際工作，是要在別人身上，看見耶穌，以謙卑的態度，為他人服務。

　　真福德肋撒修女有句名言：「祈禱化作行動的便是愛，愛化作行動的便是服務」(Prayer in action is Love. Love in action is service.) 我們團體內有很多弟兄姊妹，犠牲了很多時間，無私的為團體服務。有些以什一奉獻，支持團體的運作，不求名利，真正實踐基督的教導。

基本特質之三 – 見證 (Martyria)

　　見證一詞的希臘原文，來自殉道，意思是為了信仰，可以犧牲性命，在所不惜。見證未必一定要踏上法院證人台，提出證供。可以用個人身體力行規範，為個人倫理信念，作出生活見證。例如黑社會控制的行業，一定有貪腐情況出現。如果一位在這行業內工作的職員，順從惡勢力，同時也貪圖利益，便是貪腐分子。但如果一個人潔身自愛，抗拒惡勢力，可幾說得上作出生活見證。

　　最好的例子是真福德肋撒修女的工作。她以一個外國人，在印度加爾各答貧民區中，為臨終者送最後一程的人生路，使到臨終者在死亡前得到人的尊嚴，人的關愛，即使在印度教徒圍繞下，仍然堅持她的愛心工作。她是用善行作見證，為臨終的貧民身上，看到耶穌基督。

　　平信徒是信仰團體的一分子，也需要有同樣的特質。在人性上，在和和氣氣時，和有共同興趣的工作上，很容發揮共融和服務的精神。但在見證上，以生活見證信仰便不容易。因為需要殉道者的勇毅，堅持不屈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