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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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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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294-1377   905-294-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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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294-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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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c@chinesemarty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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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ary 26th, 2023

堂區通訊 Newsletter 2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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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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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獨事奉他。」（瑪 4:10）「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獨事奉他。」（瑪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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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第一主日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神父片語  Pastor Corner

四旬期寄語

主內弟兄姊妹：

四旬期平安！

2023年2月22日(星
期三)是聖灰瞻禮。從聖
灰瞻禮開始教會禮儀進
入四旬期。教會鼓勵教
友在此四旬期內應多行
克己、守齋的神功，同時
勤辦告解、行愛德善功，
求天主寬恕眾人之罪！ 

四 旬 期 間 我 們 幸
運地邀請到身居意大利的高夏芳修女在百忙中為
我們攝錄一輯四旬期粵語避靜，主題是：從頭到
腳——從「聖灰禮」到「濯足禮」的四十天。高修女
是公認的才女，我們期待著她將給予我們的靈修培
育。我們也邀請了曾留學意大利的盧天賜神父為我
們主講一個國語避靜，主題是：活出新生命。請大
家留意有關的避靜海報。

教宗方濟各強調我們要從撒灰的禮儀中去學
習自我的真相。我們的真相就是「塵歸塵，土歸土」
；一個回歸天主的旅程。我們要認識到我們是天主
手中的工程。四旬期是一個依賴天主的時刻，一個
恩寵時刻，同時亦提醒我們要卸下我們自以為是的
傲慢和各種形式的自我崇拜。如此，我們才可以重
建與天主和他人的關係。為踏上這個回歸的旅程，
教宗提醒信徒們實踐教會傳統中鼓勵的三大途徑，
即是：施捨、祈禱和守齋。在福音中耶穌提醒我們，
不僅要有外在的儀式表達，更要有行動的表達，表
示出我們心靈的更新。教宗指出：「如果我們在天
主台前保持謙卑，我們的施捨、祈禱和守齋就不會
僅僅停留在外表上，而將能表達出我們的真實所
在：天主的子女，彼此皆為兄弟姐妹。」

在聖灰瞻禮當天的早上，很多教友都來聖堂參
與聖灰禮儀和彌撒聖祭。胡神父、盧神父與我一起
共祭。雖然當天早上就有冬季風暴和冰雨預警，聖
堂主層還是坐滿了教友，這實在令人興奮雀躍。遺
憾是大概在傍晚六時左右，當我還忙於與慕道班學

員會面時，有好幾位教友問我聖堂是否要提早關
門，因為天氣不會變好，只會變得更差，電台亦已
勸喻公眾要盡量留在家中，冬季風暴和冰雨警告已
生效。基於我們大部分的教友都是長者，又因為我
們的彌撒結束時大概是九點後鐘，時間比較晚，對
大部分老一輩的教友來說比較危險，於是，與堂區
議會共商後，我們決定取消當天晚上的彌撒。又因
為暴風雪後，鏟雪公司需時清理積雪，所以就決定
第二天的早上彌撒也一併取消，請教友改參與晚上
的彌撒。尤幸是，星期四早上，修女來電告訴我，鏟
雪公司在當天早上八點多已清理了積雪。我趕回聖
堂時，看見行人道和聖堂梯級及入口處還有厚厚的
積雪未清，踫到幾個來聖堂彌撒的教友（他們沒看
到聖堂關門的通告），於是我便伙同他們一起清理
積雪至九時三十分左右。那時人數大約有十餘人，
鏟雪完畢，我們便一起在彌撒中共沐主恩。我感謝
星期四早上跟我一起清理積雪的弟兄姊妹們，感謝
你們對聖堂的關注和愛護。求主祝福你們和家人平
安喜樂！

在此，我特別向一些因天氣惡劣而不能進聖堂
參與彌撒聖祭的教友致歉，不便之處，敬請大家原
諒及包容。我已向教區詢問有關惡劣天氣時的關堂
指引，但回覆告訴我教區在這方面還沒有一份詳盡
的指引，現階段還是由本堂神父按當時情況來作決
定。聖堂是大家的，所以我會將這議題列入下次牧
職議會的議程中讓大家作一個反省，共謀一個更完
善的對策，然後再向你們作報告。希望我們能在安
全和牧民方面取得平衡。主佑！

鄧建衞神父, CSJB

部分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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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 1st Sunday 
Febrary 26th, 2023主日分享  Reflection

四旬期第一主日

讀經一： 創 2:7-9,3:1-7
讀經二： 羅 5:12-19
福音： 瑪 4:1-11

Lent 1st Sunday
FirstReading: Gn 2:7-9,3:1-7
SecondReading: Rom 5:12-19
Gospel: Mt 4:1-11

不盡的誘惑
房志榮神父 
天主教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

默想

誘惑是人一生面對的挑戰，
連天主子耶穌也不例外，誘惑
跟著祂直至十字架上。表面看
來，福音記載的誘惑是食物、名
譽和財富，這是每個基督徒都
經驗過的。那一個不為食物而
操勞？但如果把「搵兩餐」看成
生活上最重要的事，其他包括
天主在內只屬次要，食物便變
成遠離天主的誘惑。

人總有留名的願望，最常見
的是在石上或樹榦上留名，連
孫悟空也在佛祖的五指山上，
寫下「齊天大聖到此一遊」的字
句。現代人做很多不可思議的
事，也只為留名於健力士紀錄
大全內。名譽的確是人生中一
大誘惑。

財富的誘惑更明顯，財富成
為不少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價值
或行事和取捨的標準，甚麼正
義、仁愛、真理的價值都要靠邊
站。

但這些粗俗的誘惑怎會在
耶穌身上產生作用？在表面誘
惑背後，可能潛伏著凌厲的誘
惑。

第一個是不勞而獲的誘惑。
魔鬼誘惑耶穌不走十字架的苦

路，而用奇跡替代，就像把石頭
變成麵包一樣輕而易舉，反正
猶太人喜歡看奇跡，只要滿足
他們的好奇，他們自會死心塌
地跟隨祂，何必自討苦吃？當
然，這個誘惑背後，是要人感受
不到天主是愛。

第二個是信心動搖的誘惑。
耶穌本來與天父的關係密切，
但魔鬼能做成假像，天父好像
離開了耶穌，以致耶穌要向天
父 要求保 證 ─ ─ 從 聖 殿 頂 跳
下，看看是否有天使來托住祂
的腳。

第 三個 是權 勢 的 誘 惑。猶
太人常想用權勢重建王國，耶
穌的門徒也有同感，魔鬼正利
用這個猶太人共同的理念，使
耶穌忘記自己的使命，而去成
為一個依賴權勢政治性的默西
亞。

這些誘惑為今天的我們仍
具威力。每人都有不勞而獲的
誘惑，誰人不想中六合彩？誰不
想一夜斷窮根，以後無憂無慮
地生活？在信仰上，福音的要求
太高，最好有一條不用背十字
架而直達天國的康莊大道。作
為基督徒，我們有信心動搖的
時刻，祈禱不見效，天主像歸隱
了，我們渴求奇跡作保證，但奇
跡亦不發生，我們會轉向風水
算命或其他宗教求助，忘記了
耶穌才是我們最大的保證。其
實基督的信仰不要求保證，而
是要求信賴──信賴主耶穌基
督。最後，權勢的誘惑以不同的
形式出現。人不論是甚麼身分或

做甚麼事，總有點權；權愈多，
誘惑愈大，人總會妄用權勢或依
附權勢。每次我們不循正途而
要靠「拉關係」、「走後門」，都
是順從權勢誘惑的表現。

誘惑是無盡的，一生都跟著
我們；我們不能要求沒有誘惑，
那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只能謙
虛的求天主︰「不要讓我們陷於
誘惑」。

反省與實踐

今天是四旬期的第一主日，
所恭讀的福音是耶穌在禁食四
十晝夜後，三退魔誘，現在，請
慢慢地默念此段經文，然後，好
好反省一下：

（1）請回顧自己願意成為基
督徒的原因。是因為基督的信
仰是一種保證：保證自己一生
都衣食無虞、健康快樂嗎？為
什麼？

（2）在生活中，我是否曾對
自己的信仰產生質疑？造成的
原因為何？我是如何克服這些
困難（誘惑）呢？

（3）耶穌基督明白人性的軟
弱，知曉我們在生活中時常面
對各種形式的誘惑，為此，祂親
自教導我們，以天主經來祈禱。
現在，請反覆默念天主經，祈求
慈愛的天父在誘惑來臨時，護
佑我們的心靈，不要讓我們陷
於誘惑。 ■



The Chinese Martyrs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中華殉道聖人堂4

四旬期第一主日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會祖傳
耀漢小兄弟會 雷鳴遠神父

幾則趣事
【以下繼續上期內容】這

樣說說笑笑，一直到下車的時
候，沒有人求他祝福，因為大
家不知道他是神父。可是人們
都和他熱烈地握手，在窗口向
他揮手道別。

關於這件趣事，雷神父曾
向兄弟伯達發表意見說：「你
要怎樣呢？我想這樣做比我說
我是傳教士，說流利的法文，
對他們益處更大，歡樂更多！
」

另一次是在一個公園，雷
神父穿著中國衣服坐著看書。
清早一位太太領著兩個小孩在
遊玩。小孩子好奇，慢慢走近
他，雷神父怕驚動小孩子，裝
作沒事的樣子，後來和藹地握
住小孩子的手，問長問短。孩

信仰培育  BeliefField

【未完待續】

子們的母親，自然也不置身事
外，她同雷神父談了很久，最
後對中國的傳教事業，表示特
別關心，許下不忘為中國祈禱
與援助。為宣傳中國教會，任
何機會雷神父都能利用！

聖母升天慶日前，伯達神
父獲得院長的許可，協助雷神
父的宣傳工作，把他介紹到若
幹修院與修會。伯達關於此次
十五天的旅行，在他的回憶錄
上詳盡地寫過：「我已經忘記
詳細的順序了：哦斯坦得、布
魯日、安特普衛、馬林、岡
城、布魯塞爾、魯汶、列日、
狄南、巴斯刀那、盧森堡，並
不是常依照地理順序，有些城
鎮走過兩次，更不要說村莊
了……」

聖母升天日，雷神父和伯
達住在安德修院，從此雷神父
與南文院長結成密友，以後對
中國留學生，對中國教會都有
無窮的裨益。尤其是愛德華神
父對雷神父更敬仰有加，他對
傳教區的真相，傳教士的真面
目，從那時起才有了認識。同
時他也真心熱愛中國，成了中
國的真正朋友。

伯達繼續寫下去：「對我
說，這我們青年時代旅行的一
種重演。我們兩個人彼此談
心，生活在同樣的神聖中。但
在克苦方面，我卻不像他那
樣嚴厲，我們常常睡在一個房
間，這個便於我們翌日的拜訪
與經歷後的密談。在睡眠時，
我利用床鋪做舒服的睡眠；他
呢？撤消了被褥，將床邊小桌

的抽屜拉出來，反倒在地上當
作枕頭，將毯子纏在身上，睡
在地板上，並且睡得很甜。」

坐車時，談話往往被念日
課與念聖書打斷。有時侯他叫
我：「你聽聽這，小弟弟……
」然後說：「真對不起，不得
了了。」我微笑著看著他！「
啊，是的，不錯，你不懂。」
他給我翻譯著，仿佛在想，「
小可憐，連中文都不懂！……
」

在這次旅行中，雷神父常
常準備說話。他無論在私下，
在公開場合中都預備說話，談
論中國，到處激起同情，到處
激起興奮。然而有一次例外，
在旅行的過程中，伯達決定要
在馬雷蘇建院日回到修院，他
們在車上坐著，伯達有些困倦
了，對雷神父說：「你要做什
麼？」「我要念日課！」「
好極了，我要去假寐一下！」
「好！」伯達去睡覺了，等他
忽然醒來時，車已開到一個輔
道線上了。這個輔道線在三貞
女車站的附近，在那裏需要換
車，擦車的人告訴他們車已開
走了。伯達寫說：

「我去看我的弗雷迪，他
早已深入睡鄉。『快！我們已
經在一個交叉道上了，應該換
車了，我們應該快跑，恐怕我
們的車已經開走了。』這恐怕
不是一種謊言，我設法欺騙自
己，給自己一點點希望。雖然
我們奔跑著，也不能改變事
實，車已經開走了。

作者：趙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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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 1st Sunday 
Febrary 2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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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天主教會處在這

種艱苦的奮鬥之中，羅馬教宗良十三世有什麼反
應呢？這位教宗的立場是：他對法國這個"共和
國"的作為沒有好感，但是他希望法國教友為了
保護教會的精神益處而接受當時的政權。

當時的法國樞機主教拉維熱里（LAV-
IGRIE）受教宗之托，把教宗的意思
傳達給法國教友，不料教友沒能真
正了解。於是良十三世在一八九二
年二月頒佈了一道名叫"在掛慮中"
（INTER SOLLICITUDINES）的通
諭，邀請天主教友接受"共和國"，但
在必要時，以公正的方法來和法律

爭辯是非曲直。但是法國教友
的反應不熱烈。當然，許多

教友服從了教宗的話，
但是保皇派的天主教徒
和共和黨人士對這些聽
從教宗的勸告的教友都
沒有好感，他們都認為
這種態度是背棄信義、

不忠誠的行為。

41．法41．法

國走向政國走向政

教分離教分離
公元一八

七Ｏ年普法戰爭中，法國戰敗，皇帝拿破崙喪失
被俘，於是在巴黎和里昂兩大城市發生反神職、
反修會。反教會的暴動。提埃爾（THIERS）所領
導的政府 出兵鎮壓，雙方短兵相接，喪生者不
下三萬。此後，法國天主教得到大約五年休息喘
氣的時間，多少恢復了一些精力。五年過後，政
府漸漸落入共和黨人手中，這些共和黨人對教會
不懷好意，於是教會又開始陷入困境，被政府逼
得幾乎走投無路，那是名符其實的迫害教會的行
動與時期。

面對法國教會的困境，教宗良十三世頒佈一
道名叫"在掛慮中"（INTER SOLLICITUDINES）
的通諭，希望法國天主教徒以公正的方法來向
政府爭取合理的法律，但不要反抗政府或與政
府作對。在這道通諭頒佈前七個月，也就是一八
九一年五月十五日，良十三世教宗已先頒佈了天
主教有史以來第一道有關社會問題、名叫"新事
物"（RERUM NOVARUM）的通諭，表明教會當
局對社會主義和無政府狀況的極度憂慮。

這兩道通諭紓解了新一代的天主教神職人員
和教友的心結，使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法國的天主
教會如沐春風地在社會和政治上更新了面目。
當時教會的組織和報紙都以"基督民主政治為依
據和號召，甚至有成立"基督民主黨"的計劃，所
有主張民主的神職人員，新聞從事人士、演說家
和國會議員等等的，都聯合發起一種具有多方
面性質的全民運動，神職人員更在一八九六年和
一九ＯＯ分別在蘭斯和布爾日兩地舉行兩次全
國性大會，討論如何推動適應新時代需要的牧
靈工作，他們的口號是"行動與事業"。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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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章分享  Features

軟組織損傷(一)
軟組織(soft tissue)損傷最常見的是肌肉

(muscles)、肌腱(tendons)和韌帶(ligaments)受
損，通常是在體育和鍛練活動中受傷，但有時也
可在簡單的日常生活裡受損，就算得到及時和
適當的治療，軟組織損傷可能需要一段長時間
才能復原，所以不能掉以輕心。軟組織損傷可分
類為：(一)急性損傷(Acute injuries)和(二)過度
使用損傷(Overuse injuries)。

(一) 急 性 損 傷：是 因 突 然 而 來 的 創 傷 引
起 的，例 如 跌 倒、扭 傷、碰 撞 等，導 致 扭 傷
(sprains)、拉傷(strains)和撞傷(contusions、又
稱挫傷)等；當發生急性軟組織損傷後，初步治
療是按照通常是非常有效的PRICE原則：

(1)P：保護(Protection)

(2)R：休息(Rest)：停止導致受傷的活動，若
受傷的部位是下肢，醫生會建議使用枴杖、避免
承重，令創傷不會惡化；

(3)I：冷敷(Ice)：用冰袋敷在患處，不要將
冰直接敷在患處，每天多次，每次二十分鐘，在
受傷的最初二十四小時內可每1至2小時重複一
次，然後逐漸減少冷敷的次數，受傷後持續冷敷
三天。

(4)C：加壓包紮(Compression)：為防止繼續
腫脹和出血，可用彈性壓力繃帶包紮傷處。

(5)E：抬高(Elevation)：為了減少腫脹，在休
息時將傷處抬高過心臟的水平。

此外，在受傷後的最初七十二小時內，避免
HARM這四個對復原有負面影響的做法：

(1)H：加熱(Heat)：不要泡在熱水裡或在傷
處熱敷或使用任何方式加熱，避免增加血流
量，從而增加出血和腫脹的風險。

jasonkwok@rogers.com

(2)A：酒精(Alcohol)：不要飲酒，因為酒精
會增加血流量，增加出血和腫脹的風險。

(3)R：再次受傷(Re-injury)：在完全復原之
前，應盡量避免過度運動和鍛鍊受傷的部位。

(4)M：(按摩)Massage：直接按摩患處會加
重組織的損傷，劇烈按摩更會增加腫脹和出血
的風險。

(1)扭傷(sprains)：

扭傷是韌帶被拉伸、甚至撕裂，韌帶是一條
強而有力由結締組織(Connective tissue)組成
的帶狀結構、連接一根骨的一端至另一根骨的
一端，功用是穩固和支撐那兩端骨之間的關節。
最容易扭傷的身體部位包括腳踝(ankles)、膝
(knees)和手腕(wrists)：足踝扭傷是當腳向內扭
時在腳踝外側施加非常大的壓力所致；膝關節
扭傷是因膝關節突然承受大力的扭動；手腕扭
傷是因跌倒時用伸出的手撐在地上。

扭傷是以受傷的嚴重性分等級：

(一)第一級扭傷：輕度(Grade 1 sprain – 
mild):輕度拉伸和韌帶的纖維有些微損傷；

(二)第二級扭傷：中度(Grade 2 sprain – 
mod e r a t e)：韌帶部份撕裂，關節有異常的鬆
弛；

(三)第三級扭傷：嚴重(Grade 3 sprain – 
severe)：韌帶完全撕裂，會導致關節有明顯的
不穩定。

不同嚴重性的扭傷都會出現疼痛、腫脹、
瘀血和炎症，但程度會不一樣，扭傷的治療是採
用上述的PRICE原則和物理治療，中度的扭傷
通常需要佩戴護托，嚴重的扭傷可能需要動手
術修補撕裂的韌帶，並接受一段時間的康復治
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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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圖像  SpiritualIcon

《語橋·以主言與主言》之六十五-高夏芳修女靈修選摘

十個義人
高夏芳修女

天主和亞巴郎很「老友」，多次親切地和
他交談，帶他在星空下漫步，與他談論要在
他及他的子孫身上實行的大計，和他一起織
夢，還對他說：「我要作的事，豈能瞞著亞巴
郎？」(創18:17)

亞巴郎也恃著這份厚愛，坦誠地向主吐
露心聲。當天主見到索多瑪城的人惡貫滿
盈，想懲罰他們，亞巴郎厚著臉皮，壯著膽，
向天主求情。他知道不能與天主講理，因為
那百姓實在忘恩負義，值得懲罰。他只希望
能動主以情，求他憐憫。

亞巴郎的求情策略設計得很妙，一步步
地引天主，使他的慈悲越發越大(參閱創18
：16-33)。他首先問天主一個斗膽的問題，
試試他會不會心軟：「你真要將義人同惡人
一起消滅嗎？假如城中有五十個義人，你還
要消滅嗎？不為其中的那五十個義人，赦免
那地方嗎？」當天主答應會因五十個義人而
赦免全城時，亞巴郎就得寸進尺，把義人的
數目一步步降低，由五十到四十五、四十，
再到三十、二十，然後減到十個。天主也節節
退讓，把自己慈悲量度不斷增大，就算只有
十個義人，他也會寬恕。

亞巴郎雖然步步順利，但他也沒有忘記
他不是在作平等式的談判，在他面前的是宇
宙的主宰，天主的慈愛愈寬宏，他就愈覺得
自己渺小卑微，他的說話也一次比一次謙虛，
「我雖只是塵埃灰土，膽敢再對我主說... . . .
」，「求我主且勿動怒，容我再進一言」，「我
再放膽對我主進一言......」。

這是一場十分美妙的天人交談。天主，你
的慈愛寬宏，令人驚訝讚歎。直至還有一點
點希望，你都不把人放棄。

你肯為十個義人而赦免全城，你認為十
個義人能拉高全城的道德水平，你深信十個
義人是夠發揮酵母作用，你肯定十個義人能
使善勝惡。

主，我們的城市，我們的世界今天還存
在，就是因為你不斷緩怒，寬宥我們；你繼
續愛我們，疼惜我們；也因為十個義人在每
個時代都不短缺。謝謝你對我們不離不棄，
也謝謝你從無間歇地賞賜聖者、賢者、義
者、智者給我們，是他們支撐著宇宙，保持
人類的正氣；是他們使這世界更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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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第一主日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愛的喜樂  Amoris Laetitia

【以下繼續上期內容】

牧靈上的慈悲

我明白有些人傾向採用更嚴格的牧靈方式，
不容許任何含糊不清。

然而，我深信耶穌願意教會留意聖神在人的
軟弱中撒播的善:慈母教會應清晰講授她客觀的
教導，「能做的好事絕不推辭，即使在這過程中，
他會踩到街上的泥濘，令鞋子沾上土漿。」牧者
向信友講解完整的福音理想和教會訓導時，必
須幫助信友以憐憫之情對待脆弱的人，避免加以
迫害，或作出苛刻或草率的判斷。福音也勸誡我
們不要判斷別人或將人定罪(參閱:瑪7:1;路6:37)
。耶穌「希望我們會放棄尋找個人或團體的避難
所，避開人間疾苦的漩渦。反之，祂希望我們進
入他人生活的實況，體認溫柔的力量。每當我們
這樣做時，生活雖倍添麻煩，卻顯得多彩多姿。
」

在慈悲禧年作出這些反思，實在是天主上智
的安排，因為即使面對家庭的各種狀況，「教會
受委託傳報天主的慈悲;這慈悲是福音跳動的
心，必以自己的方式，貫穿每人的心思。基督的
淨配必須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以仿效天主子，
主動去接觸每一個人，無一例外。」教會知道耶
穌不是九十九頭羊的善牧，而是全部一百頭羊的
善牧。全部的羊祂都要。當我們明白這一點，就
會知道所有人也有機會體驗天主的慈悲:「願慈
悲芳香洋溢，遍及所有的人──信徒及遠離的
人，成為顯示天國已經臨現我們當中的標記!」

我們不要忘記「慈悲不單是天父的行動，更
成為分辨誰是天父真正子女的準則。簡單來說，
我們都被召去顯示慈悲，因為我們都先被慈悲地
對待了。」這不是一個浪漫的建議，也不是對天
主──時刻願意提昇眾人的天主──的愛無力

的回應，而是因為「慈悲正是教會生活的基礎。
教會的一切牧靈活動都應專注於對信友那份體
貼，讓信友體驗得到;教會在世界中的宣講和見
證絕不能缺少慈悲。」實在，有時候「我們行事
就像恩寵的仲裁者，而不是催化者。但教會不是
關防，而是天父的家，那裡總有容人之處，不管
他們身上帶著什麼包袱。」倫理神學的教導不應
忽略這些論述，因為即使教會必須呈現完整的倫
理訓導，但也應特別注意強調福音最崇高和核心
的價值，並鼓勵信友實踐，尤其是藉著奉行「以
愛為先」回應天主無條件的愛。有時候，我們在
牧靈工作上，感到難以體現天主無條件的愛。我
們為慈悲設下許多條件，以致慈悲失去其具體和
真正的意義，而這是淡化福音的最糟行徑。舉例
說，雖然慈悲確實不應排除公義與真理，但我們
首先要指出:慈悲是公義的圓滿，亦是天主的真
理最輝耀的彰顯。為此，「凡是最後會對天主的
全能──尤其是其慈悲──提出質疑的神學主
張，應視之為不恰當的。」

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框架及一種氛圍，使我
們在處理敏感問題時，避免成為「衛道之士」，
反而讓我們滿懷慈悲之愛作出牧靈分辨，時常準
備好了解、寬恕、陪伴和盼望，而最要的是，願意
促進融合。這是教會應有的取向，使我們「獲得
向生活於社會最邊緣人士開放心懷的經驗」。對
於那些身處複雜情況的信友，我鼓勵他們要懷著
信賴之情，與牧者或委身於天主的教友傾談。儘
管對方未必時常認同自己的想法或渴望，但必可
從他們身上獲得一些啟迪，好能更了解自己的情
況，從中發現個人成長的旅程。我也鼓勵牧者以
關愛和平靜的態度聆聽他們，真誠渴望了解他們
的困境和他們的觀點，為使他們的生活更美好，
並認識他們在教會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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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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19日教友奉獻收入 Donation as of 18th, 19th 
February 2023

Regular donation: $5,854.45
Humanitarian relief fund for Turkey & Syria: $6,555.00

OfficeOffice
2月22日星期三聖灰禮儀，早晚彌撒中施放聖灰，
成年人當守大小齋。
2月26日四旬期第一主日，彌撒後神父會施放聖
灰，請大家安排時間參與。
由2月24—3月31日開始，四旬期每星期五晚8時
拜苦路，之後彌撒。
3月11日粵語長者告解，傅油日：10am告解，11am
傅油。
3月18日粵語線上避靜，神師高夏芳修女。
3月25日國語避靜，神師盧天賜神父，避靜結束
後，有國語長者告解，傅油。
3月20日--24日聽告解周，10am-12:00；3-5pm，
黃昏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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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ouncement of Bishop Frank Leo as New Announcement of Bishop Frank Leo as New 
Archbishop of TorontoArchbishop of Toronto
Pope Francis has appointed Bishop Francis 
(Frank) Leo, currently Auxiliary Bishop of the 
Archdiocese of Montreal, as the 14th Archbishop 
of Toronto. The archbishop-designate succeeds 
Cardinal Thomas Collins, who has served the 
archdiocese since 2007. The new archbishop 
will be installed at a ceremony at St. Michael’s 
Cathedral Basilica on a date to be confirmed in 
the coming days. During this time of transition 
in the archdiocese, we give thanks for Cardinal 
Collins and his service to the Church and welcome 
Archbishop-designate Leo, who will be joining 
the community very soon. Please continue to 

keep these shepherds close in prayer in the 
days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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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區已在2023年2月
第一星期郵寄方式寄出，請大家留意查收。

哥倫布騎士會-中華殉道聖人屬會#15463哥倫布騎士會-中華殉道聖人屬會#15463
哥倫布騎士會-中華殉道聖人屬會#15463再發起『
四旬期食物募捐』。將在3月25-26日各臺彌撒前
後收集, 募集回來食物, 全部送予Good Shepherd 
Ministries, 以支持其『露宿者之家』計劃。有關建
議可接受的食物種類, 請參閱張貼在大堂的海報。
謝謝您們慷慨的支持, 種善恩得善果。天主保佑!

鳴遠歌詠團招募鳴遠歌詠團招募
鳴遠歌詠團成立於2019年聖神降臨節，每個主
日服務12點40國語彌撒。鳴遠歌詠團現開始招
募新團員，歡迎愛好歌唱或者在音樂方面，有專
長的兄弟姐妹加入歌詠團，一起在禮儀中用歌
聲贊美天主。
聚會時間：每個星期天的中午12點在教堂209練
歌，彌撒之後，下午2點到3點半在205練歌。有願
意加入歌詠團的兄弟姐妹們，請在12:40彌撒之後
到RM205，或聯系Cindy416-909-7822，謝謝。

粵語夫婦懇談周末營招募 (請見插頁廣告）粵語夫婦懇談周末營招募 (請見插頁廣告）
第二十五屆「粵語夫婦懇談周末營」將於七月二
十一至二十三日舉行。夫婦融樂會邀請您和您
的配偶參加。請從速報名。詳情在大堂的公告
板上。夫婦融樂會會員在外面大堂提供報名表，
並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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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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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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EDGE and LIFE TEEN Youth Programs 2022-2023 Registra-
tio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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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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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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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災傷亡者祈禱文為天災傷亡者祈禱文

仁慈的天主，仁慈的天主，
求祢憐憫在這次天災中求祢憐憫在這次天災中

傷亡的兄弟姊妹，傷亡的兄弟姊妹，
引導亡者進入永生，引導亡者進入永生，
享見祢光輝的聖容。享見祢光輝的聖容。

求祢懷抱和治癒身心受傷的人，求祢懷抱和治癒身心受傷的人，
幫助他們接受這突然而來的傷害；幫助他們接受這突然而來的傷害；

讓他們在基督無限的慈愛裡，讓他們在基督無限的慈愛裡，
找到力量和慰藉，找到力量和慰藉，

幫助他們度過這困難的時刻，幫助他們度過這困難的時刻，
使災民早日重建家園。使災民早日重建家園。

(默禱片刻)(默禱片刻)
天主，請幫助我們互相支持，天主，請幫助我們互相支持，

及領悟人生的無常，及領悟人生的無常，
以珍惜天恩，並盡力援助災民，以珍惜天恩，並盡力援助災民，

拭去苦痛的傷痕。拭去苦痛的傷痕。
亞孟。亞孟。

憂苦之母聖瑪利亞，憂苦之母聖瑪利亞，
請為我們祈禱。請為我們祈禱。

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



 

日日期期：： 2023 年年七七月月廿廿一一日日 (星星期期五五 ) 9:30am 至至  

   七七月月廿廿三三日日 (星星期期日日) 大大約約 4:00pm  
                 

                  July 21 (Friday) – July 23 (Sunday), 2023   
 

地地點點：： The Valley of the Mother of God Retreat Center 
   953376 -7 Line E, Orangeville, Ontario L9W 2Z2  
 

費費用用：： 每每對對夫夫婦婦 CAD $ 500  

   (包包括括兩兩人人三三天天兩兩夜夜食食宿宿，，夫夫婦婦必必須須一一起起參參加加)  

歡歡迎迎任任何何年年齡齡及及宗宗教教背背景景的的夫夫婦婦參參加加。。 

名名額額有有限限，，請請從從速速報報名名!!   

粵語夫婦懇談週末營  

粵粵語語「夫夫婦婦懇懇談談週週末末營營」是是特特別別為為那那些些願願意意使使自自己己婚婚姻姻生生活活更更

完完美美的的夫夫婦婦而而設設。。藉藉著著三三天天兩兩夜夜的的活活動動，，透透過過一一個個基基於於愛愛的的溝溝
通通技技巧巧，，使使夫夫婦婦兩兩人人真真誠誠地地交交談談，，增增進進彼彼此此的的關關係係，，並並建建立立更更
融融洽洽和和相相愛愛的的家家庭庭。。   

報報名名查查詢詢請請聯聯絡絡: ccmea.MEcamp@gmail.com  

網網上上報報名名或或下下載載表表格格﹕﹕www.ccme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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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ADVISORY – For Immediate Release 
 

Pope Francis Appoints Bishop Frank Leo  
as Archbishop of Toronto 

Auxiliary Bishop of Montreal named 14th Archbishop of Toronto,   
resignation of Cardinal Thomas Collins accepted by Holy Father 

TORONTO (February 11, 2023) – Pope Francis has appointed Bishop Francis (Frank) Leo, 
currently Auxiliary Bishop of the Archdiocese of Montreal, as the 14th Archbishop of Toronto. The 
archbishop-designate succeeds Cardinal Thomas Collins, who has served the archdiocese since 2007. 
The new archbishop will be installed at a ceremony at St. Michael’s Cathedral Basilica on a date to be 
confirmed in the coming days. Following his installation, he will begin his assignment as shepherd of 
Canada’s largest Catholic diocese, comprising almost two million Catholics and 225 parishes. 

Archbishop-designate Leo commented on the announcement: “It is with great humility that I accept 
this appointment from the Holy Father to serve the faithful of the Archdiocese of Toronto. I thank Pope 
Francis for the confidence he has placed in me. This was a most unexpected appointment, yet I have 
learned throughout my priesthood and service to the Church that God’s special plans for us unfold in 
unexpected moments that lead to tremendous blessings. I thank Cardinal Collins for his ongoing 
support and years of faithful and inspiring service to the Church. I invite the faithful of the archdiocese, 
a truly diverse and beautiful family, to please pray for me as I prepare to join them and journey together 
in celebrating and sharing the joy and beauty of our faith. Be assured of my prayers for all of you.”  

Cardinal Thomas Collins offered his support for the new archbishop-designate: 

“I offer my prayers, best wishes and full support for Archbishop-designate Leo as he prepares to serve 
the people of the Archdiocese of Toronto. His knowledge of the Church, both in Canada and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as his unfailing service over many years, demonstrates his commitment to serve joyfully 
and faithfully. I invite the Catholic community in the archdiocese to join me in giving thanks to God as 
we pray for our new shepherd.” 

Born in Montreal in 1971 to Italian immigrant parents, Frank Leo entered the Grand Séminaire de 
Montréal in 1990 and was ordained a priest for service to the Archdiocese on December 14, 1996. Father 
Leo served in different parish assignments in Montreal until 2006 when he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to 
enroll in the Pontifical Ecclesiastical Academy in Rome and subsequently enter the Diplomatic Service 
of the Holy See (2006-2012) serving in different Apostolic Nunciatures across the globe. In January 
2012, Pope Benedict XVI appointed him Chaplain of His Holiness bestowing the title of Monsignor. 

Upon his return to Canada, Monsignor Leo joined the formation team of the Grand Séminaire de 
Montréal, teaching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while providing spiritual direction, training and 
accompaniment to candidates for the priesthood. In the fall of 2015, he was appointed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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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of the Canadian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CCCB), a mandate which came to an end in 
the fall of 2021.  

As of February 1, 2022, Monsignor Leo was named Vicar General and Moderator of the Curia of the 
Archdiocese of Montreal. On July 16, 2022, Pope Francis appointed him as Auxiliary Bishop of the 
Archdiocese of Montreal. His consecration as a bishop took place on September 12, 2022.  

In addition to his extensive graduate studies in Canon Law (Lateran University),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Archbishop-designate Leo holds a Doctorate in Systematic Theology (University of 
Dayton⁄IMRI) with a specialization in Mariology, a Licentiate in Philosophy (Lateran University), a 
Diploma in Classical Studies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and a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Spiritual Direction 
(Aquinas Institute of Theology). He has taught, among other places, in Montreal, Canberra (Australia), 
Dayton (USA) and Ottawa. He speaks English, French, Italian and Spanish. 

Today’s announcement from Pope Francis follows a process initiated by Cardinal Collins, who offered 
his resignation as Archbishop of Toronto on his 75th birthday (January 16, 2022), the age at which all 
bishop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ir resignation. Following the installation, Cardinal Collins will 
become Archbishop Emeritus of Toronto, while still remaining a cardinal. As a member of the College of 
Cardinals, he may participate in a conclave until his 80th birthday and remain part of any Vatican 
committees. 

Cardinal Collins was ordained to the priesthood in 1973, named bishop in 1997, installed as Archbishop 
of Toronto in 2007 before being elevated to the College of Cardinals in 2012. He previously served as 
Bishop of Saint Paul, Alberta and Archbishop of Edmonton, Alberta before coming to Toronto. In his 
retirement, Cardinal Collins will continue to reside in the Archdiocese of Toronto. 

The Archdiocese of Toronto, Canada’s largest dioc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faith communities in 
North America, serving as the spiritual home to approximately two million Catholics with close to 400 
priests celebrating Mass in more than 30 languages each week at 225 parishes. The archdiocese stretches 
from Toronto north to Georgian Bay and from Oshawa to Mississauga. 

- 30 – 
 

**Click here to access a special greeting from Archbishop-designate Leo to the faithful of the 
Archdiocese of Toronto.** 

 
Media Contacts: Neil MacCarthy 416-879-2846 (cell) neilm@archtoronto.org  
           Eamonn Doyle  647-641-9029 (cell) edoyle@archtoronto.org  

Archbishop of Toronto



The Chinese Martyrs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中華殉道聖人堂16

四旬期第一主日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Greetings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God in the Archdiocese of Toronto 
from Archbishop-designate Most Rev. Francis Leo 

11 February 2023, Memorial of Our Lady of Lourde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Praised be Jesus Christ. 

I am reaching out to you all to convey my heartfelt greetings on the occasion of my appointment 
by the Holy Father to serve this beloved archdiocese as its archbishop and servant leader. I am 
deeply humbled by Pope Francis’ confidence and am profoundly grateful to him. I am very eager 
to get to know you all personally. Relying on the Lord’s unwavering assistance to fulfill the 
mission with which I am being entrusted, I place my hope in our Heavenly Father’s bountiful 
mercies as He journeys with all of us along the path of the Kingdom. I am also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omas Cardinal Collins and in continuity with the committed, strong and selfless 
episcopal ministry he has provided for many years and for which we owe a huge debt of 
gratitude.  

Strikingly, it was the Annunciation scene that came to my mind and heart when the Apostolic 
Nuncio notified me of the appointment. I thought of the Blessed Mother, her amazement and 
questioning, her trust and her availability to join forces with the Holy Spirit in bringing about the 
Incarnation; in accepting to play her unique role in the Lord’s loving and saving plan; to be a 
humble instrument in the hands of our loving and saving God. Upon learning of the Holy 
Father’s decision to appoint me, I too was asked to utter my own personal and ecclesial Fiat 
– and I have done so with all my heart. 

My ministry among you as a Shepherd in Christ will no doubt provide copious occasions to share 
our faith, to walk together in holiness, to foster ecclesial communion, and to bring Christ to 
others in new ways. Together with Mary, each is invited to bring the presence of Jesus to life 
within our manifold communities. Our profound attachment to the Lord, remaining firmly rooted 
in His teachings and those of His Bride the Church, will enable us to sow seeds of enduring hope 
and be builders of bridges for that unity the Lord desires of us. 

I will open my heart and mind to listen to you, to hear from you, and I will do my best to be for 
you an example of Christ the Good Shepherd. I trust that the Lord Jesus will open up new 
horizons before us, will accompany us with his grace, and allow us to experience abundant life. 
To my brother bishops, to the priests and deacons, seminarians, women and men in consecrated 
life and lay faithful engaged in ministry in the archdiocese, I look forward to engaging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you as we build up the Body of Christ, working out of our diverse vocations 
and charisms. As we abide in His love and walk with hope and authenticity, let us be reminded 
that it is Christ who is our Chief Shepherd and guides us all to the fullness of truth and life. 

In embracing this new “calling within the calling” and so taking up the senior leadership role in 
the Archdiocese of Toronto, I truly believe that I stand to learn much from you: the very People I 
will strive to love and to serve, to empower and to inspire, to guide and to lead. As you know, I 
hail from the great city of Montreal and am the son of immigrant parents. My varied experiences 
in parish ministry and school chaplaincy, as a seminary formator and university lecturer, my 
years in the Holy See’s diplomatic service, my service at the Canadian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and most recently as auxiliary bishop, vicar general and moderator of Montreal’s curia – 

Archbishop of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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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have been for me incredible graces beyond all telling and helped prepare me, through 
Divine Providence, for this new office of leadership and service in the midst of the ecclesial 
community. I will bring to this ministry all that I am and all that I have. 

To those who are near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life of our Church, as well as to those who are 
more distant or struggle to choose her as their “spiritual home” - know that you are in my prayers 
daily and I will endeavour to be a loving pastor, a devoted father, a dedicated brother and an 
encouraging witness for you. In the immense and beautiful diversity of this archdiocesan family 
made up of parish communities and religious house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ecclesial movements and associations, women, men and children,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persons living on the margins, those with means and the needy, families of all walks 
of life, cultures, languages and traditions, and those persons in search for meaning, hope, healing 
and love, whatever your situation may be – know this: the door of my heart and that of our 
archdiocese are open to you. 
 
As a committed community of faith in the Risen Lord Jesus, we know, nonetheless, that we will 
inevitably face difficulties and trials. The key, however, is to remember that we are never alone. 
If we accept to come together in order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challenge and lift each other up, 
not only will we know the joy of belonging to the Lord and be pleasing to Him, we will likewise 
be blessed with new dynamism, heartfelt fellowship, and a sense of family in the Eucharistic 
faith community.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is our most treasured gift; the Kingdom we seek is 
one of justice and peace; the path is that of holiness and fidelity. I delight in the Spirit with you, 
as with one heart and one soul we will endeavour to share this gift, to seek this Kingdom and its 
righteousness, and to walk humbly along this path.  

Please remember me in your prayers so that I may faithfully serve the Lord in and through 
serving you. We are God’s beloved children and with Him all things are indeed possible. 

May Saint Michael the Archangel, our patron saint, defend us always and protect us everywhere. 

Yours sincerely in Jesus with Mary, 

+Francis Leo 
Archbishop-designate of Toronto 

 

Archbishop of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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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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