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彌撒時間表 Mass Schedule  
   
平日 Weekday Mass
星期一至六 Mon.-Sat. 
9:10am  (粵語 Cantonese)
星期二 Tues. 
9:10am  (國語 Mandarin)

聖時 / 彌撒 Holy Hour / Mass
星期一、三、五  Mon., Wed., Fri.
7:00pm/8:00pm (粵語 Cantonese)
星期二、四 Tue., Thu.
6:30pm/7:30pm  (粵語 Cantonese) 

主日提前彌撒 Saturday Mass
星期六 Sat.
6:00pm  (粵語 Cantonese)
  
主日彌撒 Sunday Mass
8:00am  (粵語 Cantonese)
9:30am  (粵語 Cantonese)
11:00am (粵語 Cantonese)
12:40pm (國語 Mandarin)
2:15pm  (英語 English)
4:00pm (國語 Mandarin)
8:00pm  (粵語 Cantonese)

修和聖事 Reconciliation
(告解 Confession)
星期六下午五時卅分至六時及主
日彌撒前、後，其他時間，可隨
時與神父預約。
Sat. 5:30pm-6:00pm, before or 
after Mass on Sun., or make 
arrangements with a priest.

堂
區
通
訊

Address : 
2755 Denison Street, 

Markham, Ontario, Canada 
L3S 2J3

Tel : 
905-294-1377   905-294-1677

Fax :
905-294-1355

Official Website : 
www.chinesemartyrs.org

Email : 
cmcc@chinesemartyrs.org

常年期第五主日
Ordinary 5th Sunday 

二〇二三年二月五日
Febrary 5th, 2023

堂區通訊 Newsletter 2023/06

聖堂是我家、不分你我他；共融主愛下，溫馨傳萬家
BE YOU, BE ME, BE PART OF IT, UNITY IN CMCC

二月教宗祈禱意向 二月教宗祈禱意向 
HOLY FATHER'S PRAYER HOLY FATHER'S PRAYER 

INTENTIONINTENTION

為堂區

For parishes
願堂區以聖體聖事為核心，逐漸成為一個信
仰、友愛的團體，並接納最有需要的人。

We pray that parishes, placing communion at 
the centre, may increasingly become communi-
ties of faith, fraternity and welcome towards 
those most in need.

本期導讀

神父片語
為堂區祈禱.....................................................2

主日分享
不是鹽不是光，不是基督徒...........................3

信仰培育
會祖傳(續)......................................................4

天主教歷史淺談
40.法國天主教與第三共和...........................5

平安是福
軟骨素.............................................................6

高夏芳修女靈修選摘
謝恩.................................................................7

宗座勸諭
愛的喜樂.........................................................9

「 你們是世界的光；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 你們是世界的光；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
你們在天之父。」（瑪 5:14,16）你們在天之父。」（瑪 5: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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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Martyrs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中華殉道聖人堂2

常年期第五主日
二〇二三年二月五日 與主共融  Together In Christ

2023年2月祈禱意向： 2023年2月祈禱意向： 
為堂區祈禱為堂區祈禱

「教宗全球祈禱網絡」(舊稱「祈禱福傳會」
（Apostleship of Prayer，或譯作「祈禱宗會」）是
一個全球性的祈禱網絡，引領每一個人與復活的基
督建立深刻信賴的個人關係，幫助人在其生命中找
到希望與意義。祈禱福傳會成立於1844年，讓年輕
人即使在求學時期也要以種種方式作福傳的工作。
這些方式包括祈禱以及透過聖體聖事與耶穌基督
結合，把每天的生活奉獻給天主。

每月教宗都囑禱一個總意向和一個福傳意向。
讓我們每天早上念「每天奉獻禱詞」，為教宗和其
他信眾的意向祈禱。

2023年2月意向
意向：請為教育工作者祈禱

願堂區以共融為中心：即人的共融、教會的共
融，逐漸成為一個信仰、友愛的團體，並接納最有
需要的人。

每天奉獻禱詞（Daily Offering Prayer）新版

仁慈的天父，感謝祢恩賜這新的一天，我把今
天的一切祈禱、工作、喜樂和痛苦全獻給祢。願這
奉獻，聯合你的聖子耶穌聖心，為救贖世界，時時刻
刻在感恩聖事中奉獻自己。願在聖神內，偕同教會
之母－聖母瑪利亞，為祢的聖愛作證，並為本月內
教宗託付給我們的意向祈禱。阿們。

God, our Father, I offer you my day. I offer 
you my prayers, thoughts, words, actions, joys, and 
sufferings in union with the Heart of Jesus, who 
continues to offer himself in the Eucharist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May the Holy Spirit, who 
guided Jesus, be my guide and my strength today 
so that I may witness to your love. With Mary, the 
Mother of our Lord and the Church, I pray for all 
Apostles of Prayer and for the prayer intentions 
proposed by the Holy Father this month. Amen. ■

來源: 教宗全球祈禱網絡 

https://slmedia.org/ch/blog/apostleship-of-prayer-20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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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Martyrs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中華殉道聖人堂 3

Ordinary 5th Sunday 
Febrary 5th, 2023主日分享  Reflection

常年期第五主日

讀經一： 依 58:6-10
讀經二： 格前 2:1-5
福音： 瑪 5:13-16

Ordinary 5th Sunday
FirstReading: Is 58:6-10
SecondReading: 1Cor 2:1-5
Gospel: Mt 5:13-16

不是鹽不是光， 
不是基督徒

吳智勳神父 
天主教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

默想

福音的信息直接清楚︰基督
徒必須是鹽與光。山中聖訓的
地點在加里肋亞湖邊，附近有
鹽城，方便漁民把魚穫醃鹹保
存；湖邊有山，山上的屋晚上有
燈光，湖邊的人清楚看到。耶穌
就地取材，以老百姓每日見到的
東西作比喻。作鹽作光並非一
個泛泛的邀請，而是向每人堅
決的要求。基督徒必須是鹽是
光，不是鹽不是光，就不是基督
徒。

比喻很簡單，不需從深奧處
想。每個猶太人都知道鹽色白，
比喻純潔，他們有時用鹽作奉
獻以表純潔；鹽可用來保存食
物，鹹魚也是一般人常吃的東
西。鹽最重要的作用大概是調
味了，福音的比喻似乎也著重此
點︰「鹽若失了味，怎麼使它再
鹹呢？它必毫無用途，只好拋在
外邊，任人踐踏吧了。」福音中
的塔冷通比喻及葡萄樹比喻，
都是說明自我廢棄的結果，是
判決了自己。不是天主丟棄他
們，而是他們捨棄自己。

鹽的比喻用在我們身上，我
們自問有鹽的純潔嗎？真福八
端說︰「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
的」。多少次我們像法利塞人一

樣只著重外表，忘記天主判斷
的是我們的內心。鹽用來保存
食物，我們有像鹽一樣保存福
音的價值嗎？當家庭的價值、
婚姻的價值、公義的價值、忠信
的價值、和平的價值受到挑戰
時，我們有盡過力維護它們嗎？
鹽用來調味，我們的信仰有令
生命加添味道，令它更豐盛、更
光采、更可愛嗎？早上起來，我
們能否對天主說︰「主，感謝您
賜給我新的一天」？抑或無可
奈何地說︰「唉！又要開工捱世
界了」？德蘭修女令生命平添不
少味道，人們從她身上感受到希
望與安慰，拾回生命的尊嚴。我
們的信仰能令別人的生命放出
彩虹，其味無窮嗎？

基督是世界的光，基督徒分
沾了這份照亮世界的使命。光
是為別人而存在的，使人看到
世界的面貌。我們的時代很少
用蠟燭，可能忘記了「燃燒自
己，照亮別人」的意義。基督徒
的光應使人看到事物的真相，
真理是甚麼、生命的價值何在、
上主臨在哪裡。

光是無我的，它挑戰現代人
必須有我的心態。基督徒要成
為世界的光，不是為光榮自己，
而是讓人看到世界的真善美，
轉而光榮天父︰「他們看見你們
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行善而受人稱讚是免不了的，
但行善的動機是甚麼，正是無
我或有我的分別。

做鹽做光，是基督對每一位
追隨者的要求，絕無例外。求天

主以恩寵提醒我們不做乏味的
鹽，只照耀自己的光。當我們豐
富別人的生命時，自己的生命
也特別有味道；當我們照亮別
人尋找天主的道路時，自己也
發現天主的臨在。

反省與實踐

今天的福音告訴我們：基督
徒是地上的鹽、世界的光。事實
上，我們真的是一個善度基督
徒生活的人嗎？請想一想：

1. 我是 如何過基督徒的生
活？

2.我的信仰是否令我的生命
更添色彩，並時常滿懷感恩之
心？我的信仰是否能夠讓自己
發光發熱，溫暖、豐富別人的生
命？

3.行善是為了讓別人從我身
上看到基督的愛，因此，在行善
的時候，不要忘記回頭察看自
己行善的動機，因為天主看的
是我們的內心，而非外在的表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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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五主日
二〇二三年二月五日

會祖傳
耀漢小兄弟會 雷鳴遠神父

重返家園
【以下繼續上期內容】然

而卻有一件事，無論如何他都
保留勿失，那便是他的中國服
裝：長衫一襲，布鞋一雙，十
足的中國儒者。

他行蹤所至引人註意，因
為當時的歐洲，不像今天開
明，對於各色人等，各種服
裝，還不習慣。雷神父的中國
衣履對他宣講中國，實在是裨
益良多，並且很容易與他人談
到中國問題。

他的家人呢？因為他的服
裝時常感到尷尬。他們一起走
路的時候，因人們的好奇，圍
觀與回頭註視，他家人而感到
不便。但是他本人呢？則安之
若素，不予理會。

現在他重返家園了。家!

信仰培育  BeliefField

【未完待續】

對每個人都有溫馨的回憶；家
使每個天真的人童心再生。雷
神父離家已有十幾年了，他的
溫馨未散，童心更熾，又回
到兒童時代，當著他的親朋弟
兄們，時時詼諧百出，逗人笑
樂。啊！無罪的幽默，幽默應
該是無罪的。

他回到家中，母親呢？我
們可以想象雙方是如何熱情洋
溢，相對無言，然後則是問長
問短，胖了瘦了。有人說，這
太俗氣了，聖人是不當如此，
不，聖人也是人，並且他們更
是人！

家，已經變了。他最小的
弟弟洛伯已經結婚了，做了律
師，定居在布魯塞爾。他的妹
妹露西已經渡過英倫海峽，在
西門做了奧斯丁會本篤修女。
鐸彌嘉與本愛蒂克，都長成少
女，不久就要結婚。

鐸彌嘉是雷神父的代女，
她結婚的日子是十月十四日，
是雷神父親自主持的婚配彌
撒，新郎是雅各·鐸路，一位
青年數學家，後來成了魯汶大
學的名教授。雷神父在這次祝
福婚配中說了幾句話：「這是
我一生見過的最好婚配，真可
說是天主教的婚配！」

這一對夫婦真是天主教的
模範夫婦。他們得了天主的祝
福，嬌柔的少女一連生下了十
二個子女，為教會增多十二個
信徒。

在婚禮完成以後，雷神父
與伯達並沒有參加婚宴。有一
晚，雷神父的母親為他們準備

了豐美的晚餐，用飯時，雷神
父一直舞動著他的筷子，靈巧
地從各盤取菜，他吃了很多，
一直在開玩笑：「好東西是為
好人創造的！」為什麼不大快
朵頤？

他返家後不久，全家移到
露思亭，靠著繆斯河流在拿穆
爾附近。在那裏費爾命先生有
一座別墅，距離馬來蘇本篤修
院兩公裏，弟弟伯達乘閑來看
望他，他們一別十二年。關
於此次相見，伯達有詳盡地描
寫：「這次重見為我們真是一
個慶節，母親對我們好極了，
將我們安排在一個房間。晚飯
過後，我們退身回房，共同念
晚經，然後我們就寢，開始交
換我們的思想。啊！我們分別
這麼多年，環境又這樣不同，
並且可以說完全相反，但是我
們仍然完全一致，真使我們感
到無限的快樂！」

八月末，全家又渡過英倫
海峽，在西門鎮賃屋而居，以
便與他們做修女的女兒妹妹見
面，露西這時候已經成了本篤
姆姆。「小別墅是一個英國小
宮殿，由於建築技術，有十個
以上的房間可用。晚飯我們是
在地下室的一個小廳中，一
個挨著一個，在那裏都非常歡
喜，我們回憶過去，家庭的傳
統又重新出現，亂嚷亂鬧，談
話沒有間斷，還夾雜著捧腹大
笑。

母親笑著說：「你們為什
麼這樣喊叫呢？」

作者：趙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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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ry 5th Sunday 
Febrary 5th, 2023聖地圖像  Holylandimages

天主教歷史淺談天主教歷史淺談

資料來源：梵蒂岡廣播電台資料來源：梵蒂岡廣播電台

40．法國天主教徒與第三共和40．法國天主教徒與第三共和
【以下繼續上期內容】公元一八七Ｏ年整個

歐洲的局勢發生巨大的改變：法國與普魯士王
國發生戰爭，法國不支，撤走駐守羅馬的軍隊，
意大利王國乘虛佔領教宗的羅馬，致使正在梵
蒂岡舉行的大公會議在匆忙中提前結束，教宗

喪失一切現世的政權，教宗國從此消失，
而法國也戰敗投降，割讓亞爾薩斯及

洛林一部分土地給普魯士，並賠款五
十億法朗求和。普魯士國王威廉一
世於次年一月十八日在巴黎郊外的
凡爾賽宮宣佈建立日耳曼帝國，自
任為皇帝。歐洲從此展開一個新紀
元，羅馬天主教會在歐洲各地也進

入另一個顛扑艱困的階段。在這
個為期四十五年的階段中，

教會在法國的境遇尤其
險惡。

話說一八七Ｏ年九月
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
乞和之際，在巴黎和里
昂這兩個法國最重要的

城 市 中 竟 掀 起 反 對
教 會 的 浪 潮，修

會 尤 其 是 遭
打 擊 的 對
象。五 個 月
後，這 個 遭
受戰爭蹂躪
又戰敗的國
家舉行全國
大 選，選 出

了一個以農村和保守派人士為大多數的國民議
會。這個議會希望有一天恢復帝制，但這樣的
企圖為巴黎居民所知道，不到一個月市民群起
反對國民議會和政府，並且自己宣佈成立"公社"
體制。公社一成立，便開始把箭頭指向教會，沒
收教會產業，拘捕巴黎總主教達爾博伊（DAR-
BOY）和一些神父。法國政府無法接受巴黎市
民的革命，於四月二日出兵巴黎，與公社人民激
戰將近兩個月，死亡者不下三萬人，最後平定動
亂，收復巴黎，但是公社為了報復政府派兵鎮
壓，於是大開殺戒，屠殺俘虜，巴黎總主教達爾
博伊和二十四位神父也無法倖免。國民議會從
此決定支持任何有助於防止民間反叛的措施。

此後幾年，法國政府特別善待教會，認為那
是重建倫理道德秩序的時期，甚至頒佈法令，宣
稱在蒙馬特（MONTMARTRE）建造耶穌聖心聖
殿是眾所關切，於社會有利的事。教會人士也組
織朝聖團體，紛紛前往露德和帕賴勒莫尼亞勒
（PARAY-LE-MONIAL）等地朝聖。不僅如此，
當時整個社會也作了普遍的反省檢討，認為普
法戰爭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國民信仰冷淡，缺乏
宗教熱忱的結果、於是有一百位國民議會議員
手持蠟燭，參加帕賴勒莫尼亞勒的朝聖遊行，口
唱"因聖心之名拯救羅馬和法國"的聖歌。他們的
心意就是希望羅馬被意大利王國佔領而自囚於
梵蒂岡的教宗以及法國國王都能恢復先前的尊
榮。那個時期，國民議會也在奧爾良的主教迪龐
盧的推動下，通過法律，授予教會從事高級教育
的自由。於是，教會創辦的高等學府如雨後春筍
般地出現，也因此，整個社會在知識上獲得了更
新與發展。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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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五主日
二〇二三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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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章分享  Features

軟骨素
不少人服用軟骨素(chondroitin)補充劑或

加上葡萄糖胺(glucosamine)防治退化性關節炎
和其它健康上的問題，但是否有效和安全呢？
硫酸軟骨素(Chondroitin Sulfate)是存在人體
和動物軟骨的一種化學物質，是組成軟骨的成
份之一，在退化性關節炎的患者，關節內的軟骨
分解，所以理論上服用軟骨素能延遲、甚至能
預防軟骨的分解，軟骨素補充劑通常是從動物
來源製造，例如鯊魚或牛的軟骨，也可能是從
化驗室製造的，多數與葡萄糖胺或其它補充劑
一起服用，包括抗壞血酸鎂(manganese ascor-
bate)、玻尿酸(又稱透明質酸、hyaluronic acid)
、膠原蛋白肽(collagen peptides)等，主要的用
途是退化性關節炎和白內障，以下是根據美國
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屬下的國家醫學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綜合數據庫的資料：

軟骨素的療效：

(一)白內障：含硫酸軟骨素和透明質酸鈉的
供注射溶液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U.S .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FDA)批准
在白內障手術期間作保護眼睛之用，在其它情
況下使用的功效並不清楚。

(二)退化性關節炎：口服硫酸軟骨素似乎能
減輕疼痛和改善關節功能，研究數據顯示高質
素和醫藥級產品能提供最好的效果。

(三)其它健康問題：沒有足夠可信賴的資料
證明可能有效。軟骨素的安全性：

(一)口服：口服軟骨素長至六年應是安全
的，它可能引起輕微的胃痛、噁心、腹脹、腹瀉
或便秘等。

(二)滴眼藥水：應是安全的。

jasonkwok@rogers.com

軟骨素與藥物的相互作用：

抗凝 血 藥(又稱 稀血 藥或 薄血 藥)華法林
(Warfarin、又稱Coumadin)：有多份研究報告顯
示服用軟骨素和葡萄糖胺會加強華法林的藥效
而增加嚴重出血的風險，所以，正服用華法林的
病人不應同時服用軟骨素。

軟骨素與食物的相互作用：

與食物沒有已知的相互作用。

軟骨素與其它補充劑的相互作用：

軟骨素與氫氯酸鹽葡萄糖胺(glucosamine 
hydrochloride)一起服用會降低血液葡萄糖胺
的水平，但不清楚這會否影響氫氯酸鹽葡萄糖
胺的療效，也不清楚這個相互作用也出現在其
它葡萄糖胺的產品，例如硫酸鹽葡萄糖胺(glu-
cosamine sulphate)。

特別注意事項和警告：

(一)懷孕和哺乳的婦女：暫時仍沒有足夠的
資料證明安全，所以，盡量不要服用。

(二)哮喘：有人擔憂硫酸軟骨素會令哮喘惡
化，所以哮喘患者服用硫酸軟骨素時要小心，最
好是服用前向醫生或藥劑師查詢。

(三)前列腺癌：早期的研究報告顯示軟骨素
可能令前列腺癌擴散或復發，但服用硫酸軟骨
素補充劑並沒有發現這個效果，但為安全計，
在有更多可靠的研究數據前，前列腺癌患者或
有高危因素的人(例如前列腺癌的家庭病史等)
應不要服用軟骨素補充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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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圖像  SpiritualIcon

《語橋·以主言與主言》之六十二-高夏芳修女靈修選摘

謝恩
高夏芳修女

耶穌路過一個村莊，十個癩病人向他高
聲呼喊，求他憐憫，耶穌動了慈心，叫他們去
見大司祭接受檢查，確認他們的癩病已被治
好。在路上，他們發現自己已痊癒。十個人
中，九個高高興興地走自己的路，享受重獲
的新生。只有一個，察覺自己奇蹟性地治癒，
便立即回頭找耶穌，跪伏在他面前，向他道
謝。這人偏偏是一個猶太人看不起的撒瑪黎
雅人。耶穌有點感慨地問：「潔淨了的不是
十個人嗎？那九個人在哪裏呢？除了這外邦
人，就沒有別人回來歸光榮於主嗎？」(路17
：11-19)

耶穌，你點出了一個我們普遍的缺失：求
恩的多，謝恩的少。求恩時千方百計，用盡
心思，出盡努力去說服天主；謝恩時馬虎草
率，敷衍了事，慣例性地，應酬性的向他還
禮。

其實，感恩無論在基督徒的信仰，行為操
守及祈禱中，都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在禮
儀中，感恩之情尤為顯著。基督徒在基督內

與天主聖三及整個教會共融的最高禮祭是
「感恩祭」，我們每日誦念的聖詠也以讚頌，
謝恩居多。再看我們中國基督徒世世代代誦
念的早課晚課，都以感恩經開始：

早課：「感謝吾主天主，庇佑我一夜平善，
幸不犯罪，賜我今日生命，復見所造美麗之
物，浩大恩德......」

晚課:「感謝吾主天主，庇佑我一日平善，
幸不犯罪，賜我今夜生命，浩大恩德......」

還有一篇在早課中誦念的「五謝經」，十
分美妙，願與讀者同誦：

一謝天主，生養照顧之恩。

二謝天主，降生救贖之恩。

三謝天主，赦罪賜寵之恩。

四謝天主，賜我進教，引我升天之恩。

五謝天主，自生至今，無數之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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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期第五主日
二〇二三年二月五日 愛的喜樂  Amoris Laetitia

【以下繼續上期內容】

分辨「異常」的狀況

此外，有些人雖已竭盡全力挽救婚姻，但遭
配偶無理地背棄，亦有人「為了兒女的養育而進
入新的結合關係，他們有時在良心上主觀地認
為，先前已無法挽救的婚姻從來不曾有效。」

還有另一個情況，就是在離婚後不久進入新
的結合關係，但離婚所產生的痛苦和困惑依然
打擊子女和全部家人，或是有些人屢次未能履行
對家庭的承諾。我們必須澄清這都不是福音建
議的理想婚姻和家庭。主教會議神長指出，牧者
作出分辨時，必須「仔細區分」，妥當分辨各種狀
況。我們知道世上沒有「簡單的處方」。

我亦贊同許多主教會議神長所述:「應以各種
可能的方式，讓已離婚且在民法上再婚的受洗者
更融入基督徒團體，同時要避免任何惡表。陪伴
他們的牧靈關懷，其關鍵在於融合的取向，好使
他們不僅知道自己屬於教會──基督的奧體，而
且也能享有喜樂和豐盛的教會生活經驗。他們
已經受洗，是我們的兄弟姊妹，聖神亦在他們身
上傾注各種恩賜和特恩，為造福所有的人。他們
可投身各種教會的服事，藉以參與教會生活。因
此，我們必須分辨現時在禮儀、牧靈、培育和制
度上，所出現的各種排斥行為，並予以克服。他
們不應該覺得自己被開除教籍，他們依然是教
會的活躍成員，在教會內生活與成長，並感受到
教會如同慈母一樣常常接納他們;這位慈母以關
愛之情照顧他們，並在生命與福音的道路上鼓勵
他們。這樣的融合也必須包括照顧他們的子女，
提供基督信仰的教育，應給予這些子女最大的重
視。」

當我們考慮到難以數計的各樣具體情況，例
如前文所述的，便可以理解到，實在難以期待主

教會議或本勸諭會提供另一套具有教會法地位
和適用於所有個案的共同原則。可以做到的，僅
是再一次鼓勵大家，應對個別情況以負責任的態
度作出個人與牧靈分辨，承認「各人應承擔責任
的程度在各情況下有所不同」，而某一規範所產
生的後果或影響未必總是相同的。司鐸有義務「
根據教會的訓導和主教的指引，在分辨的旅程上
陪伴當事人。在分辨的過程中，藉由反思和悔過
來省察良心，會大有幫助。離婚並再婚者可作出
這樣反省:在夫婦關係陷入危機時，他們怎樣對
待子女?他們曾否嘗試和好?被遺棄的一方情況
如何?新的關係給家庭的其他成員和信友團體帶
來什麼後果?為正在準備結婚的青年又樹立了什
麼榜樣?真誠的反思可加強對天主慈悲的信賴，
祂的慈悲絕不會拒絕任何人。」這是陪伴和分辨
的過程，「導引這些信友在天主面前認清他們
的境況。司鐸可與他們傾談，討論有關內庭的事
宜，這有助於正確地判斷是什麼因素妨礙他們全
然投入教會生活，以及有何辦法幫助他們更加投
入，藉此使他們的教會生活有所進展。鑑於法律
沒有等級之分(參閱:《家庭團體》34)，這樣的分
辨絕不能無視福音有關真理和愛德的要求，一如
教會所提倡的。為達到這目的，需要這些條件:謙
遜、審慎、熱愛教會及其訓導、真誠尋求天主的
旨意、渴望更完滿地回應祂。」這些都是基本的
態度，為避免發生傳達錯誤訊息的嚴重危機，例
如以為司鐸可隨意給予「寬免」，或以為有些人
可獲得聖事的特權，並藉此得到恩惠。在分辨過
程中，當事人若是負責任和謙虛的，不把自己的
需求看得高於教會的共同福祉，並有一位懂得辨
別事情嚴重性的牧者協助他，這可避免使別人誤
以為教會抱持雙重標準。

【未完待續】

愛的喜愛的喜樂樂  
--論家庭之愛論家庭之愛

來源：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來源：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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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ry 5th Sunday 
Febrary 5th, 2023堂區訊息  News&Events

1月28，29日教友奉獻收入 Donation as of 28th, 29th 
January 2023

Regular collection: $5,502.25

OfficeOffice
這個主日2月5日有第二次奉獻（為堂區基金）
2023年可移動的慶節日期：在2月22日，我們將以
聖灰禮儀和守齋，開始至神聖的四旬期。
在4月8日，我們慶祝主耶穌基督的神聖逾越節。
在5月21日，是主耶穌基督升天節。
在5月28日，是五旬節。
在6月11日，是基督聖體聖血節。
願一切崇敬和榮耀，歸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至
於無窮世之世。亞孟。

嬰兒領洗嬰兒領洗
本堂區在四旬期間，即2023年2月和3月將沒有安
排嬰兒領洗，請家長們留意。

2022年度的奉獻退稅收據2022年度的奉獻退稅收據
2022年度的奉獻退稅收據，將會在2023年2月第
一星期郵寄方式寄出。如教友搬家了，地址有所更
改，請在2023年1月15日之前通知堂區寫字樓，以
避免郵遞錯誤。多謝大家合作！

慶祝結婚週年慶祝結婚週年
2023年2月12日下午2時半在聖彌額爾總主教座
堂，阮主教將會為慶祝結婚25、40、50和60週年
的夫婦主持感恩聖祭。請參加的夫婦在網上報名:
www.archtoronto.org/marriage

主日穿梭巴士服務主日穿梭巴士服務
鑑於使用穿梭巴士服務參與11時彌撒的人數非常
有限。為善用資源及愛護環境，從六月開始，聖堂
只提供9時30分彌撒的穿梭巴士服務。此項服務的
停車地點及時間表，請在諮詢處索取。

哥倫布騎士中華殉道聖人屬會2023-2023獎學哥倫布騎士中華殉道聖人屬會2023-2023獎學
金 金 Knights of Columbus is accepting  application for the Knights of Columbus is accepting  application for the 
2022-202 scholarship2022-202 scholarship
哥倫布騎士中華殉道聖人屬會2023-2023年度獎
學金開始現接受申請。如果你就讀安省中學 8-12
班，或大專院校全日制的天主教華裔學生。課餘有
參與聖堂義工活動，都可以考慮申請，詳細情形請

參閱申請指引。
申請表格和指引可掃錄CMCC騎士會海報二維碼。
或登上koccmcc.org/scholarship/ 網頁下載。截止
申請日期係2023年3月1日下午五時。
亦可查詢：scholarship@koccmcc.org
Knights of Columbus is accepting application 
for the 2022-202 scholarship. Please consider 
applying if you are a Catholic Chinese full time 
student, attending Grade 8-12 or attending 
college or university in Ontario, and have been 
engaging in the church’ s volunteering activities.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pick-up the Application 
form with the guidelines available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on the poster or download an 
Application form from the KofCCMCC website.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will be on March 1, 
2023.

聖若望圖書館開放須知:聖若望圖書館開放須知:
歡迎教友借閱,購買書籍及聖物,留在聖堂閱讀書
籍。
時間: 星期六5時至6時 （星期日9時至12:30分）
使用須知:
1) 請教友配戴口罩,消毒雙手。
2) 為保持教友有足夠空間,在圖書館內逗留人數
最多7人或2個家庭。
另：圖書館需要招募義工，圖書館需要招募義工，有意者請到堂區辦事
處或義賣攤位諮詢及報名。

EDGE &LIFE TEEN 青少年組2022-2023報EDGE &LIFE TEEN 青少年組2022-2023報
名 名 EDGE and LIFE TEEN Youth Programs 2022-2023 Regis-EDGE and LIFE TEEN Youth Programs 2022-2023 Regis-
trationtration
能與主同行及偕友結伴一起渡過一個充滿活力
和喜樂的教友生活是多麼幸福！請來加入EDGE 
&LIFE TEEN青少組體驗這份生活-藉着以基督
為中心的每週聚會,尋求屬靈的增長及與主更密
切的關係。

EDGE/EDGE+: 第六至八班的初中生, 包括七年級的
堅振班 
LIFE TEEN: 第九至十二班的高中生
聚會時間: 每星期天早上十時半至十二時半在鮑思高
禮堂。每月首星期天有青年彌撒及明供體 (11:00am 
-12:30 pm.)
報名: 請上網登記。
開課日期: 九月二十五日
報名費: $40.00

讓你透過每週的活動積極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及服
務,為主作証. 你將會發現基督徒生活是何等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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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主佑 - 希望見到你來報名加入,並在今年九月
開始結伴同行。
What a blessing to walk with God, journey with 
your peers and live a joyous dynamic Catholic 
life! Come and experience this through EDGE 
and LIFE TEEN Youth Ministries. These are 
Christ-centred weekly gatherings for youth who 
are seeking spiritual maturity and a deep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EDGE/EDGE+: Gr. 6-8 youth in middle school, 
including Confirmation preparation for Gr. 7.
LIFE TEEN: Gr. 9-12 youth in high school.
Gathering Time: Every Sunday 10:30am 
-12:30pm @ CMCC Don Bosco Hall, except 
1st Sunday with Youth Mass and Eucharistic 
Adoration 11:00am -12:30 pm.
Registration: On-line.
Class Start: 09.25.2022
Registration fee: $40.00

Be a witness of Christ by your active life in 
Christian unity and service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weekly gatherings. God bless and hope to 
see you soon. We’ll be walking together this 
September.

主日學2022-2023年度招生 主日學2022-2023年度招生  Sunday School new stu- Sunday School new stu-
dent registrations for 2022- 2023dent registrations for 2022- 2023
主日學現開始招收2022 - 2023年度學生， 開學
日期在9月11日， 在疫情穩定下信仰培育課程會
作實体上課，但如疫情有變動會改為網上培育，
在聖神的帶領下小朋友在信任和友愛環境中去
體驗天主。
歡迎五至十一歲就讀幼兒高班至六年班的小朋友
參加，有關表格可在堂區網站下載，請將報名表格
在8月28日前交回堂區辨事處或電郵至 Bridget 
Hon。將就讀二年級準備初領聖體的小朋友需要
參加初領聖體班整年的課程，並在交報名表時同
時附上領洗紙，初領聖體禮儀會在來年聖體聖血
節（或教區許可的時間）舉行，導師也會在開課前
聯絡各家長。如有查詢請聯絡 Bridget Hon: 416-
617-8486, 或電郵: lshon@sympatico.ca

(I)主日實体上課時間： 
幼兒班: 上午11:00–12:00
一至六年班: 上午9:30–10:30
初領聖体班: 9:30–10:45
(並一起參加11:00彌撒)
(II)主日網上課堂時間: 
幼兒班至一年班: 10:00–11:00

二年班(初領聖體班): 上午9:30–10:45
三至六年班: 上午10:00–11:00
(主日網課時間或會稍作更改)

Sunday School will be accepting student 
registrations for 2022-2023. First day of school 
will be on Sept.11. We will have in-person lesson 
when the pandemic is stable. But if condition 
has changed, we will have online lessons to learn 
our Catholic faith and experience the presence 
of God in a warm and loving environment.
Children between ages 5 to 11 are welcome 
to join. The relevant registration form can be 
downloaded from church website. Submission 
can be returned to the church office or email 
to Bridget Hon before Aug. 28. For those who 
are in Grade 2 and are preparing to receive 
First Communion in the coming year, please 
also enclose your Baptismal Certificate when 
you submit the registration form. If you need 
further information, kindly contact Bridget 
Hon: 416-617-8486, email: lshon@sympatico.ca

(I) In-person lesson: 
Kindergarten: 11 – 12:00 noon
Gr.1 – Gr.6: 9:30 – 10:30 am 
Gr. 2 (First Communion class): 9:30 – 10:45
(Attend 11:00 Mass together)
(II)Sunday online schedules:
Kindergarten – Gr.1: 10:00 – 11:00
Grade 2 (First Communion class): 9:30 – 
10:45 am
Grades 3 – 6: 10:00 – 10:45 am
(The above schedules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國粵語堅振班國粵語堅振班
有成年人還未領受堅振者，可以到堂區辦公室報
名登記，或致電905-294-1377

2022-2023年度 國語兒童初領聖體班2022-2023年度 國語兒童初領聖體班
國語兒童初領聖體班 現在開始接受報名。
報名資格：七歲以上，已領洗之兒童
上課日期從2022年10月16日至2013年06月11日。
於2022年06月11日基督聖體聖血節舉行初領聖體
儀式。上課時間是每主日下午兩點半至三點半，用
英語授課。請家長到聖堂諮詢處填寫報名表或堂
區網站下載，並交到堂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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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資料
 Church Information

主任司鐸
Pastor

鄧建衛神父 CSJB
Rev. Andrew Jianwei Deng
frdeng@chinesemartyrs.org

Cell : 416-418-7333
(週一休假 Mon. off)

助理司鐸
Associate Pastors

甘立祖神父 CSJB
Rev. John Li Zu Gan
frjohngan@gmail.com

Cell : 647-990-0990
(週四休假 Thu. off)

胡俊維神父 CSJB
Rev. Michael Hu

frmichaelhu@gmail.com
Cell : 437-218-3388

(週五休假 Fri. off)

堂區修女
Sister

詹貴慧修女 O.P.
Sister Alberta Guihui Zhan

zhanalberta@163.com
(R:905-471-0743 )
(週五休假 Fri. off)

神父宿舍
Rectory

68 Chatelaine Drive 
Markham, Ontario L3S 4T2

905-554-1398

「堂區通訊」
編輯組

cmcc@chinesemartyrs.org

（歡迎聯絡及投稿）

The Chinese Martyrs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中華殉道聖人堂12

常年期第五主日
二〇二三年二月五日 堂區訊息  News&Events

慕道培育時間表RCIA-RCICFormationSchedule慕道培育時間表RCIA-RCICFormationSchedule

語言 聚會時間 房間 查詢及報名 聯絡電郵、電話 開始日期

粵語 星期三晚:7:30-9:00 203, 
209

請到堂區辦事
處索取報名表
格，填寫後交
回辦事處或到
堂區網頁下載
表格，填寫所
需資料交回辦
事處

kittychui88@yahoo.com
Kitty(416)282-7699

2022年9月
14日

粵語 星期四晚:7:30-9:00 mauriceng@yahoo.com
Maurice(416)220-6898

現在招生中

粵語 星期六:4:15-5:45pm 203,
202

dordorfung@rogers.com
Dorothy(416)669-5418

2022年9月
10日

粵語 星期日:9:00-10:30am fannylay@hotmail.com
Fanny

全年招收
Virtual class

國語 星期日:2:00-3:30pm 203 Tmiao12345@gmail.com
Tom Miao 905-470-
5766

2022年9月
12日

國語 星期日:2:00-3:30pm B1 angela.wong829@icloud.
com - Angela Wong

2022年3月
20日

堂區辦公室 905-294-
1377 - 詹修女

現在招生中

國語 星期二上午:10:00-
11:30

jyjosephyan@gmail.com
Joseph Yan 
9052941377

全年招收
Virtual class

國語 星期六上午:10:00-
11:30

jyjosephyan@gmail.com
Joseph Yan 
9052941377

全年招收
Virtual class

English Wednesday:7:30-
9:00pm

Contact 
Parish 
Office

eric.p.lo@mail.com
Eric(905)305-1339

2022年9月
7日 Virtual 
class

『誰若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
天主的國，決不能進去。』
馬爾谷福音 10:15

2023 February Golden Verse  
二二月月聖聖經經金金句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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