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臨期第二主日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七日 December 7, 2008 

『你們要修直主的途徑。』  

告別鮑思高慈幼會感恩祭 

 

十二月十四日，鮑思高慈幼會會長 Fr. 

Richard Authier 將蒞臨我華人聖堂主持十一

時的彌撒聖祭，作為該會結束為我華人服

務的牧民事務，該日教區總務長 Fr. Greg-

ory Bittman 將代表總主教前來共祭，以示

教區對鮑思高慈幼會這 20 多年來給予愛城

華人的照顧和所投入人力、物力的付出。 

 

總主教期望我堂區教友對慈幼會這份恩情

能公開有所表示。堂委會提意各教友能慷

慨奉獻一筆禮金，以作該會傳教基金。據

聞該會在我們建堂時，曾捐出六、七萬元

協助我們完成建堂的工程，是故對慈幼會

俱體有所表示，亦是我們的責任。 

聖誕節播佳音  

代表堂區本年度聖誕節到市中心療養院慰問

老弱病患者之聖女則濟利亞歌詠團及探訪

組，定於十二月二十日，組團前往市內明愛

療養院及唐人街護老院播佳音，現已在籌劃

中。該團歡迎熱心教友隨團參加這項有意義

的活動，把救主誕生的訊息和快樂帶給有需

要的長者。未能參加這項活動，而有意捐助

聖誕禮物者，可在捐獻信封上，寫上「給住

院耆英聖誕禮物」，交由堂區處理，聖詠團

將會用這些捐獻，代買聖誕禮物轉贈。 

溫哥華聖方濟華人天主堂 

落成及祝聖禮 

 

十二月三日為遠東傳教主保聖方濟沙勿略

慶節，溫哥華唯一聖方濟華人天主堂將隆 

重舉行落成與祝聖典禮，神父將應邀出席

參加。按溫哥華聖方濟華人堂區已在二戰

前成立，後由周若漁神父開拓耕耘擴展。

鑑於教友人數不斷増加，舊堂地址因缺乏

停車場，極感不便，十多年前覓地重建，

先建成聖方濟小學。後更籌劃重建新堂，

建築費用千萬元以上。在上主的助佑下，

最後終於順利完成，成為溫埠華人座標。 

該堂現已交由耀漢小兄弟會負責管理云。 

特別通告 

 

十二月八日(週一)，聖母玷始無原罪瞻禮，

是日上午十時正，在本堂將舉行特別彌撒以

敬禮聖母。歡迎教友前來參加。 

追悼 
 

愛城華人公教團體為關修女舉行的追悼彌撒

將在本月十一日(二七)晚上七時三十分舉

行，祈請教友踴躍參加。 

重宣婚姻盟約 

 

依照教會的禮儀年曆，在每年的聖誕節八

日慶祝期內之主日或十二月三十日慶祝聖     

家節。是為了提醒我們，在家庭中要以耶

穌基督為中心，要活出聖家的精神。 

一個新家庭的誕生，是由一對夫婦結合開

始。由此可見，婚姻與家庭有著密切的關

係。我們堂區為了加強大家對「婚姻是終

身承諾」這一個觀念，鼓勵大家活出互相

尊重、包容、互助互愛的婚姻精神，來建

立一個幸福的家庭。 

自二零零四年開始，在聖家節舉行「重宣

婚姻盟約」的儀式，便成為了堂區一件盛

事。今年此儀式訂於十月二十八日(聖家

節)上午十一時的主日彌撒感恩祭中舉行。

懇切邀請在今年 2008 年慶祝結婚五、十、

十五、二十周年及五之倍數周年的堂區教

友夫婦參加。同時亦邀請大家出席，與他

們一起讚美感謝天主。祈求天主繼續祝福

他們，和他們的家庭。請堂區所有符合上

述條件的夫婦，到詢問處領取一份登記表

格，墳妥之後，在十二月十四日前交回堂

區辦事處。多謝各位留意和合作。 

維修組消息 
 

教堂正門及後門鑰匙已經重新更換安裝完

畢，凡已往擁有進出聖堂及中心舊鑰匙

者，請全部交回辦事處。 

 

堂區維修組在 Bing Wong 帶領下，已按教

區規定對教堂作了入冬前的全部檢查，在

此深切感謝各組員的合作和投入，並願天

主降福他們的家庭。 

聖物部消息 

最新2009年英文彌撒經書 Sunday Missal 現

已運到，訂價每本三元。教友如有需要，請

到聖物部購買。 



Sunday Collection  
主 日 彌 撒 捐 獻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二十九、三十日 

November 29 & 30, 2008 
 

主日捐獻  
Sunday Collection      $2,234.05 
特別捐獻 

Special Offering       $     30.00 
播隹音捐獻        
Carol Offering                              $     30.00 

堂區將臨期退省 
         

堂區將臨期退省定於十二月十三日(星期六)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半在本堂舉行。退省

神師是來自美國屋侖教區的吳天福神父。

退省主題為「聖誕期的苦與樂」。參加退

省費用全免，並有簡便午餐供應。現已接

受報名，報名表格可在詢問處領取，截止

報名日期是十二月七日星期日。 

此外，於退省前夕，即十二月十二日，星

期五晚上七時半，吳神父將在本堂主持一

個有關聖樂與神修的講座。請各位教友不

要錯過堂區特意為了增進大家在將臨期的

靈修生活，所作出的苦心安排，踴躍參加

退省及講座，妥善準備心靈，迎接小耶穌

的來臨。 

圖書館消息                                  
 

本堂獲加城永援聖母送贈由高夏芳修女編寫

的聖經小品──人生真妙、聖言真妙、天主

真妙、人真妙、世界真妙共五本。有興趣閱   

讀者，可到圖書館借取。 

Sunday Missal 
 

“Sunday Missal 2009” is now available 
for sale at $3.00 per copy.  Parishioners 
who would like to get your own copy 
please approach the Gift Store on ground 
floor. 

將臨期第二週讀經、福音章節(乙年)  

2nd Week of Advent Daily Reading 
 

主日 S  依 Is 40:1-5,9-11; 伯後 II Pt 3:8-11;

  谷 Mk1:1-8 

一 M  創 Gn 3:9-15,20; 弗 Eph 1:3-6,11-12;

         路 Lk 1:26-38 

二 T  伯前 I Pt 2:4-9; 路 Lk 19:1-10 

三 W  依 Is 40:25-31; 瑪 Mt 11:28-30 

四 T  依 Is 41:13-20; 瑪 Mt 11:11-15 

五 F  依 Is 48:17-19; 瑪 Mt 11:16-19 

六 S  德 Sir 48:1-4,9-11; 瑪 Mt 17:10-13 

祈禱宗會簡訊 

 

(一)  為參加堂區二 OO 九年新春嘉年華

   義賣，本會訂於下列日期及時間，

   假本堂廚房特製賀年食品： 

 

油炸品：二 OO 八年十二月九日、 

       十一日、十二日、十五日、十六  

       日、及十八日 

 

年糕：二 OO 九年一月五日及六日 

 

蘿蔔糕：二 OO 九年一月八日、九 日、 

               十二日及十三日 

 

 (以上每日由上午九時半至下午五時) 

 誠意邀請堂區有興趣教友參加，男女

 不拘，慷慨協助有關工作，有意者， 

 請聯絡：黃太： 780-499-2622 ；  

                        蕭太： 780-439-0354 

 

(二)   本會定於 2008 年 12 月 10 日上午  

     十一時，假金漢龍廷大酒家舉行慶

     祝聖誕聯歡會，歡迎教友參加，詳

     情請聯絡陳輔平， 

     電話： 780-486-9025。  

Reflection from  
the Stewardship office 

 
December 7, Second Sunday of Advent 
Like a shepherd he feed his flock; in his arms 
he gathers the lambs, carrying them in his 
bosom, and leading the ewes with care.  (Isaiah 
40:11)  
 
The Lord is gentle and loving in His care for us.  
He ensures that we have all we truly need.  
How do you give thanks to God for His care?. 

Nothing More Beautiful 
 
Encounter is coming up quickly!  Mark your 
calendar for the first encounter on Friday, De-
cember 12, at 7:00 p.m. at St. Joseph Basilica. 
 
Catechist: Most Rev. Richard Smith, 
Archbishop of Edmonton  
 
Witness: Lea Singh, Assistant Director, Catho-
lic Organization for Life and Family. 
All are welcome. 

 
『無可再美)的計劃』 

 

這個為期五年的神修計劃，愛城教區會在十 

二月十二日晚上七時在 ST. JOSEPH’S BA-

SILICA 開始首年第一個活動。內容包括 

音樂、祈禱及主題演講，現誠意邀請各教友 

參與這個有意義的活動。主講者是愛城總主 

教 Richard Smith，並有 Lea Singh 作証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