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零九年四月十二日                                       April 12, 2009   

Sunday Collection  
主 日 彌 撒 捐 獻 

二零零九年四月四及五日 

April 4 and 5,  2009 
 

主日捐獻  
Sunday Collection         $2,958.25 
 
特別捐獻 

Special Offering                          $     65.00 
 
花金捐獻 

Flowers Offering                          $     60.61 
 
還款基金 
Building Fund                               $2,501.00 
 

      『第三天，天主使祂復活了，叫祂顯現出來……。』       復活主日 

 

代禱 

 

 

 

請繼續為梁蕭如花姊妹(Joan)祈禱，求主

賜她手術後早日康復。 
 

請為趙劉燕芬姊妹(Eva)祈禱，她將在下星

期到醫院作病理檢查，祈望能驗查出至病

的原因。 

廿二週年堂慶 

 

五月廿四日(主日)為聖瑪利亞進教之佑聖

母慶節，亦為愛城華人天主堂成立廿二週年

紀念日，前任麥若瑟總主教將會蒞臨為我們

華人團體，舉行特別感恩謝主聖祭，及為新

一屆堂委主持宣誓就職典禮，並頒發堂區感

激證書給上屆各堂委，以銘謝他們多年來為

堂區作出各項的奉獻和犧牲。 

 

五月廿三日(週六)將在市西喜萬年酒樓舉

行一年一度的聚餐，餐券已開始發售，成人

為每位$30，小童(12 歲以下)$15，四歲以下

全免，有意預訂全席者，可即日到詢問處登

記。這次聚餐目的是值堂慶機會，讓教友能

與教內外親友相聚，增進情誼，互相認識，

並分享難得共聚一堂的喜樂，也是堂區福傳

的另類方法之一，歡迎教友樂助餘慶節目獎

品，以添歡樂氣氛。 

青年夏令營 

 

自前任主任司鐸Fr. Jim 回歸主懷後，本堂

青年組織已處於冬眠狀態，極為可惜。堂

區有見及此，特地從美國邀請青年牧民經

驗豐富，長年協助加東信仰青年營神師區

多默神父前來愛城為我堂區青年主持特訓

夏令營，日期為六月二十六日至二十八

日，地點是：慈悲聖心營地(Ephphatha 

House)，即日可到詢問處索取報名表。  

前愛城華人天主堂主任司鐸 

 

劉志剛神父將應邀於今夏到美加一行。其行

程包括溫哥華、愛民頓、卡加利及多倫多。劉

神父將於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五日訪問愛民頓

(但於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往訪卡加

利)。教友可於上述日期安排與神父聚會。 

主日茶座 

4 月 26 日將舉行主日茶座，是日餐單

為： 

A 餐：越式番茄海鮮湯米 

B 餐：白汁鷄絲香腸飯 

每款售價六元 

餐券將在4 月12日彌撒後在禮堂門外發售  

SUNDAY CAFÉ 
 

Will  be serving again on Sunday, April 26.  
The menu:- 
 
A) Vietnamese Seafood Vermicelli in To-

mato Broth, and 
B) Cream Sauce With Chicken and Sau-

sage on Rice. 
Both sale at $6.00 each. 
 
Tickets will be on sale today after each 
mass. 

恭賀慕道者 

 

在四月十一日﹝星期六﹞晚上復活慶典的

夜間禮儀中，有兩位姊妹溫忠蓮及周馮瑞

韾接受入門聖事，又在四月十二日﹝復活

主日﹞，有兩位嬰兒Ayden Chi Chun 

Wong及 Liam Christopher Luong 亦將接受

洗禮，堂區熱烈歡迎這四位新教友加入我

們的大家庭，願主助佑她們，在信仰生命

中不斷成長。 

同時亦有一位兄弟William Ma 接受堅振聖

事，求天主聖神堅強他的信心，妥備心

靈，準備領受婚配聖事。 



復活期第一週讀經、福音章節 

1st Week of Easter Daily Reading 
 
耶穌復活主日 Easter Sunday   

宗 Acts 10:34,37-43; 哥 Col 3:1-4;  

若 Jn 20:1-9 

復活慶期第二日 2nd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

Acts 2:14,22-23;  瑪 Mt 28:8-15 

復活慶期第三日 3rd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 Acts 2:36-41;  若 Jn 20:11-18 

復活慶期第四日 4th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 Acts 3:1-10;  路 Lk 24:13-35 

復活慶期第五日 5th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 Acts 3:11-26;  路 Lk 24:35-48 

復活慶期第六日 6th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 Acts 4:1-12;  若 Jn 21:1-14 

復活慶期第七日 7th Day of Easter Octave

宗 Acts 4:13-21;  谷 Mk 16:9-15 

聖若翰急救初級訓練班 

 

本堂將擬舉辦「聖若翰救傷隊初級救傷文

憑訓練班」，使一般凡願服務社會人群的教

內外青年學子(十歲以上)，大有發展潛能機

會，並獲得一些專業智識，詳情請留意堂區

日後通訊，並請各教友家長鼎力鼓勵子女

參加。凡參加訓練班者，堂區將會資助其部

份經費。 

教宗聖週逾越節三日慶典禮儀活動 

 

梵蒂岡電臺訊）聖座教宗禮儀處公佈今年聖週逾越節三日慶典教宗本篤十六世要親自主持的各項禮儀活

動。這些禮儀引導信友進入天主拯救人類奧跡的核心。聖週舉行的每項禮儀都在激發人默觀人類悲哀的

處境，以及天主對人類的仁慈。這樣的默觀只有變爲實際的生活行動才具有價值和意義。所謂實際的行

動是指每個人要脫離罪惡，接受天主賜給的恩寵，從此接近天主，天天努力走成聖的道路。教會舉行耶

穌苦難、聖死與復活的奧跡，不僅在紀念過去的歷史，因爲這些奧跡為今天的人仍然具有意義，人們同

樣能夠從這些奧跡汲取生命的恩寵食糧。 

 

聖週四上午，教宗將在聖伯多祿大殿主持祝聖聖油彌撒，羅馬教區的神職人員、修會神父和在各公學研

讀的各國神父們都將參與這項禮儀，和教宗一起重新宣發司鐸聖願。彌撒中，教宗將祝聖望教者聖油、

病人聖油和堅振聖油。隨後，這些聖油將分發給在羅馬從事牧靈職務的每位神父使用。 

 

當天下午，教宗將前往羅馬教區主教座堂聖若望拉特朗大殿，主持主的晚餐彌撒。彌撒中，教宗要效法

耶穌為十二位宗徒洗腳的榜樣，為聖若望拉特朗主教座堂十二位神父濯足。這項意義深遠的禮儀象徵著

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獻給他人。彌撒中參禮信友們的獻儀將贈送給巴勒斯坦加薩地區的天主教團體。領

聖體時，教宗將為駐聖座外交使節送聖體。彌撒結束時將舉行聖體遊行，把聖體送到大殿内部聖方濟各

小堂的聖體龕供奉朝拜。 

 

聖週五下午，教宗要在聖伯多祿大殿主持紀念耶穌受難的禮儀。禮儀之初，教宗先要跪在十字架前靜默

祈禱，祈求上主寬恕和作補贖。接著，教宗向參禮的信眾展示十字苦像，讓他們朝拜，然後脫下鞋子跪

下，口親耶穌苦像。這支苦像是良十三世教宗時代便開始在聖週五禮儀中使用。禮儀中的耶穌受難史將

由三位執事宣唱出來。 

 

聖週五晚上九點一刻，教宗將像往年一樣，前往羅馬市中心古斗獸場，帶領在場和全球透過廣播電視參

禮的人士拜苦路。今年教宗委託印度古瓦哈迪教區的湄南帕爾馬皮主教為他寫苦路默想道理。苦路十字

架將由羅馬教區代理主教瓦立尼樞機和其他不同國籍和身份的人士擧著。 

 

聖週六晚上九點整，教宗將在聖伯多祿大殿主持耶穌復活前夕隆重禮儀。首先是在大殿前廊祝聖聖火，

準備復活聖蠟。接著是擧著聖火進入漆黑的聖殿，象徵著身為道路、真理和生命的基督把光明帶進罪

惡、孤獨和死亡的黑暗世界。彌撒中教宗將為五位望教者付洗，其中兩位男士，三位女士；男士都是意

大利人，三位女士中一位意大利人，一位美國人，一位中國人。 

 

耶穌復活節，四月十二日當天上午，教宗將在聖伯多祿廣場主持耶穌復活節大禮彌撒。彌撒之前，教宗

要舉行復活儀式，揭開復活耶穌的像。彌撒中教宗將發表一篇簡短的講道，這是以往沒有的。彌撒結束

後，教宗要從大殿正面陽臺上降福羅馬城和全世界。廣場祭壇四周的花卉裝飾再次由聞名世界的荷蘭花

農園藝界提供景觀設計和全部材料。 

世界聖召祈禱節 

 
第四十六屆世界聖召祈禱節將於本年五

月三日 (復活期第四主日) 舉行。本年教

宗文告主題為：「人的回應：全心信賴

主動召叫我們的天主」。 

教宗指出，天主按祂的救恩計劃，召叫所

有的人去達到成聖。(參照弗 1:3-4) 天主

又採取主動揀選一些人，更親切地追隨

祂的聖子耶穌基督，成為祂得力的合作

者、服務人員和見證人。 

司鐸聖召或獻身生活聖召，是作為召叫

者的天主以及蒙召者之間愛的交談。聖

召是天人之間的相遇：作為召叫者，天

主扶持軟弱的蒙召者，而蒙召者則自認

不堪當，並以感恩之心和完全的信賴回

應天主。蒙召者不應倣效那位基於怕情

和私人利益而把受託的元寶埋在地裏的

無用的僕人(參照瑪 25:14-30)。反之，蒙

召者應與基督共負責任，與這位使我們

能結出豐碩果實的救主保持密切共融。

(參照若 15:5) 
 

追隨聖召者應細心聆聽、慎重分辨，並慷慨誠意

地回應主的召叫，也要認真考慮司鐸聖召及獻身

生活聖召的處境實況，藉此對聖召作出負責任和

有信念的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