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萬英國聖公會信友已準備好與天主教圓滿共融  

（梵蒂岡電臺訊）10 月 22 日英國倫敦泰晤士報刊報道，大約有 40 萬英國聖公會信徒决定進入與

天主教圓滿的共融中。泰晤士報第一版寫道，40 多萬英國聖公會信友的宗教領袖們反對女性被祝

聖爲司鐸，他們將要按照教宗本篤十六世批准的宗座法令立刻請求加入天主教會。倫敦泰晤士報繼

續寫道，“一些聖公會信徒認爲，自宗教改革運動後，教宗本篤十六世的這項創舉在新教世界中，

除了宗教改革外，是最有意義的發展之一，給英國聖公會帶來活力＂。除此之外，泰晤士報還刊載

說，反對女性被祝聖爲主教的信仰前進團體中至少有 500 位成員將在這個周末聚在一起討論聖公

會信徒進入與天主教會共融中的新建議。 
『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見天主。』 

 默 Rev 7:2-4,9-14;    若一 I Jn 3:1-3;    瑪 Mt 5:1-12 
                                                                                                                                                                                                     

今天的三篇經文幫助我們更好地反省我們的生活，提醒我們如何以正確的態度邁向我們成聖的目

標。 

（一） 成聖主要不是靠個人的修行 

每一位基督徒都被召成聖，但成聖首先是來自天主的恩寵，而不是單靠我們自己的努力修行。成聖

需要天主的恩寵，也靠我們與天主及他人所建立的親密關係。而這親密關係的基礎就是愛。聖人們

之所以能成聖，不是因爲他們做了什麽大事或行了什麽奇迹，而是因爲在他們的生命中有豐盈的

愛。 

 

（二） 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准聖人 

天主創造和召叫每一位基督徒當聖人。當我們來到這世界上時，天主已經給我們賜下了當聖人的條

件：那就是教會的教導、施行的聖事、家庭及團體的接納扶持等。藉著周遭的一切，天主給我們傾

注他的恩寵。問題是我們如何去看待這個召叫及我們塵世的生命。沒有人生下來就是聖人，但是都

是當聖人的料子。 

 

（三） 塵世的痛苦是成聖的磨砂紙 

在｀真福＇的教導中，主耶穌提到了天主對處在不同痛苦或挑戰中的人們的祝福。這也很清楚地告

訴我們：塵世的生命必須面對許多痛苦和挑戰，但這一切都是我們成長的契機。主耶穌幷沒有教導

我們要去自討苦吃，而是在告訴我們痛苦是我們生命中不可避免的一環。生命中的痛苦只是暫時

的，天主將賞給有愛心和履行正義的人們永恒的福樂。因爲他們在活出愛與正義時，必定受到許多

痛苦和磨難。聖人們憑藉超越現世的眼光，勇敢地面對世界中的痛苦和挑戰，最終獲得的是永

生的獎賞。 

梵蒂岡廣播電台 

  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一日   November 1, 2009    諸聖節  
天主教會設立特別主教區 

接納聖公會信徒 保留宗派傳統（10月27日公教報上載）  
 

﹝綜合梵蒂岡電台．天美社．辛力社訊﹞教宗設立「特別主教區」， 接納聖公會神職人員和信徒在

保留精神和禮儀遺產下加入天主教，跟天主教達至圓滿共融。 

教廷信理部部長萊瓦達樞機（William Levada）十月二十日在梵蒂岡召開記者會，宣布教宗提供教會

法典上的新架構——特別主教區（personal ordinariates），讓聖公會信徒得以進入與天主教圓滿的共

融。 

信理部同時發表公告稱，宗座法令設法在保存聖公會遺產和願意與這些聖公會信徒的顧慮之間取

得平衡，教宗祝願所有渴望與天主教合一共融的聖公會信徒與神職人員，能夠在新的架構找到既

能保存聖公會傳統、又符合天主教信仰要求的適當方式。  

信徒團體慶祝諸聖節 
不囿於商業社會萬聖節活動（10月27日公教報上載） 

  
﹝本報訊﹞教會人士建議，信徒不應受制於商業社會鼓吹的「萬聖節」，倒應著眼於信仰，與教
會一同慶祝「諸聖節」。 
公教青年團體「Touch」從本年十月十五至三十一日，每天在 Youtube 網站（http://www.youtube.com/
inspiringtube）上載一位聖人的生平資料，成員陸尚民稱，聖人事跡能幫助信徒認識教會的諸聖節，
以抗衡商業社會萬聖節的「死亡文化」。 
教會十一月一日為諸聖瞻禮，慶祝和紀念在天的全體聖人；十一月二日則是悼亡節。 
「教會鼓勵我們借助新媒體福傳，我們藉 Youtube 網站幫助青年祈禱。」 陸尚民十月廿三日說，諸
聖節是信徒與聖人一起祈禱的機會，該團體十月卅一日假上智之座小堂舉行祈禱聚會，透過歌詠和
明恭聖體默想聖人事跡。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宗教及道德教育課程發展中心總課程主任陳乃國說，青年當辨識坊間慶祝「萬聖
節」的商業手法：「商業文化令萬聖節變為玩樂機會，令青年更易去接受它。」他建議信徒應慶祝
諸聖節，而非受商業文化左右。 
據他了解，公教學校對處理萬聖節沒有特定準則，這視乎教師專業判斷， 好些亦借助萬聖節去教授
英語及風俗。 



Sunday Collection 主日彌撒捐獻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廿四 及 廿五 日  

 October 24 & 25, 2009 
主日捐獻 
Sunday Collection   $  8,497.26 
特別捐獻 
Special Offering    $      85.00 
還款基金 
Loan Repayment Fund   $     205.00 

常年期第卅一週讀經、福音章節 

31st Week of the Year Daily Reading 
主日 S  默 Rev 7:2-4,9-14; 若一 I Jn 3:1-3;
  瑪 Mt 5:1-12 
一 M  智 Wis 3:1-6,9; 羅 Rom 6:3-9;
  若 Jn 11:17-27 
二 T  羅 Rom 12:5-16; 路 Lk 14:15-24 
三 W  羅 Rom 13:8-10; 路 Lk 14:25-33 
四 T  羅 Rom 14:7-12; 路 Lk 15:1-10 
五 F  羅 Rom 15:14-21; 路 Lk 16:1-8 
六 S  羅 Rom 16:3-9,16,22-27;  
  路 Lk 16:9-15 

From the Parish 
• Sunday Missal 2010 is now available.  Each 

copy is $3.00.  Please contact the religious 
counter at the foyer.   

• Bishop Robert Morneau, author of Waiting in 
Joyful Hope 2009-10, helps us pause and pre-
pare spiritually for the coming of Christ. This 
little booklet offers down-to-earth and yet 
deeply meaningful reflections on Scripture 
readings from the daily Mass, readers will 
grow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 of 
God.  Small enough to fit in a picket or purse, 
this book is perfect for busy people who wish 
to enrich their personal prayer life during the 
seasons of Advent and Christmas.  Each copy  
is  $2.50 and is available at the religious 
counter. 

• Ａdvent/Christmas Little Blue Book written 

by Bishop Ken Untener is available at this 
parish.  Just spend six minutes a day to re-
flect on the Scripture passage and simply let 
God speak to you through the words, guid-
ing you to reflections that sometime seem to 
come from nowhere.  People are often sur-
prised at how easy it is to pray this way, and 
how deep such prayer can be.  It can change 
your day . . . Change your life.   Each copy is 
$2.50.  

Stewardship Moment... 
November 1 – All Saints 

 
The stewardship way of life involves a change 
of mind, heart, and subsequently behaviour. 
Our behaviour is directly affected by our atti-
tude. Applying the Beatitudes to our everyday 
living is taking on the attitude of 
Christ. Today’s Gospel gives us some insight 
as to what our attitude needs to be so that our 
behaviour becomes conformed more and more 
to Jesus. As we remember the Saints today, 
we pray that our own saintly witness will be 
memorable. 
Courtesy Stewardship Office, The Arch-
diocese of Winnipeg 

「公教家庭協會」聚會通告 
 

公教家庭協會將於十一月八日星期日彌撒

後聚會, 時間為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二時

三十分, 地點為堂區大會議室。 

聚會內容包括午餐、小組認識及聖言分

享。歡迎各位會員攜同家人或朋友參加, 

齊來分享主內兄弟姊妹情誼及共聚之樂。

費用成人六元、小童免費。 

報名請於十一月四日前致電或電郵: 

Davis/Maggie Leung  780-498-2228 
 davisleung.ca@gmail.com  
Vincent/Clara Liu  780-908-6699
 cnliu@telus.net  

聖物部消息 

• 2010年度英文主日彌撒書(Sunday Mis-
sal) 現已出版，每本三元正，可在本堂

聖物部訂購。 

• 由Bishop Robert F. Morneau, Bishop of 
Wisconsin, 為將臨期及聖誕期撰寫的

Waiting in Joyful Hope 2009-10 每日反

思短文小冊，內容現實，意義深遠，

並將祈禱與聖言溶入日常生活中，啟

發思考，増進讀者對天主聖言有更深

的認識，小冊子方便收藏及容易攜

帶，每本售價二元五角，本堂聖物部

發售。 

• 為將臨期及聖誕2009-2010用的藍小

冊，現在本堂聖物部發售，每本售價

二元五角。閣下可在這四十三天內

﹝將臨期43天，聖誕期17天﹞，每天

只需用六分鐘反思由聖路加所截耶穌

聖嬰故事，作者為讀者提供一個架

構，引領讀者沉思在聖言中，然後領

聽天主的聖言。 

十一月份特別彌撒 
 

十一月二日﹝星期一﹞是追思忘者日， 

十一月五日﹝星期四﹞司鐸日，及 

十一月六日﹝星期五﹞，特別恭敬耶穌聖心

日， 

所有彌撒時間均是上午十一時，在會議室舉

行。 

家庭玫瑰經 

十月廿三日的公誦玫瑰經聚會，參與的教

友人數踴躍。教友如想得到一些關於家庭

玫瑰的資料，或有興趣參加已由堂區教友

家庭自發組織的定期家庭玫瑰經聚會者，

可與Josephine Choi 聯絡。 

在玫瑰月結束之際，請教友們，特別在家

庭中，多誦念玫瑰經，繼續這項熱心的敬

禮。 

 

Special Eucharistic Celebration 
 on the following weekdays:- 

 

Monday, November 2, is All Souls Day.  
Thursday, November 5, for Priesthood, and 
Friday, November 6,  dedication to the Sa-
cred Heart of Jesus.   
All Masses will be celebrated at 11 a.m. at 
the Conference Room. 

Entertainment Book 2010 
Are your looking for Christmas presents?  
Think about the Entertainment Book 2010.  It 
is only $38.00 and you can enjoy variety of 
services with lots of savings.  Please contact 
Stella Wong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buying 
s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