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 Is 62:1-5;    格前 I Cor 12:4-11;   若 Jn 2:1-12 
 在今天三篇讀經的光照下，讓我們以下面三點來反省我們的信仰生活： 

（一） 我們的天主是無限慷慨大方的天主 

若望福音以加納婚宴的故事來給主耶穌的福傳使命拉開序幕。主耶穌把水變爲大量上等美酒的

行動，象徵著他的富裕和慷慨大方。這也在告訴我們，主耶穌在行使他使命的開始就那麽的慷

慨大方，這可以說是將來會有更大的恩寵臨于我們身上的預象。我們在基督身上看到天主的慷

慨，因此身爲基督徒的我們也要學習天主的慷慨大方。因爲我們源源不斷地從天主那裏得到豐

富恩賜和各種所需。我們白白得來的，也要白白地分施。 

（二） 主耶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進入我們的生命 

主耶穌在開始他的使命時，就出現在一個婚宴上。天主不是只有在聖堂中才與我們接觸。他是

生活的天主，我們不要把天主｀禁閉＇在教堂等宗教場所中。我們是否時時意識到天主臨在于

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的角落呢？或更好說，我們是否在乎他的臨在呢？雖然我們知道天主無所

不在，處處都在，可是我們經常只選擇一周一次與他在聖堂裏見面。讓我們不要把天主拒于我

們的生活之外，幷且學習時時在生活中注意到他的臨在，聆聽他要對我們說的話。 

（三） 學習聖母對主的信賴 

聖母看到有了問題，就向主耶穌求救。這是聖母的信德，她不知道主耶穌會如何去解决眼前的

問題，但是她深信主耶穌會做出最好的安排。因此她囑咐僕人們說：“他無論吩咐你們什麽，

你們就做什麽。＂當我們需要天主幫助時，是否能像聖母一樣服從主耶穌的安排，還是設下諸

多的條件呢？聖母會爲我們的需要轉禱，但是她也同時告訴我們說：“他無論吩咐你們什麽，

你們就做什麽。＂藉此，聖母告訴我們要信賴天主，幷去承行他的旨意。 
 

取自梵諦岡網頁 

『耶穌所行的第一個神蹟，是在加里肋亞加納行的。』  

教宗主持和平日彌撒呼籲關注兒童 免受暴力對待  
 

（綜合梵蒂岡電台∕辛力社訊）教宗一月一日「世界和平日」呼籲各國和社會人士締造和

平，關注遭受暴力對待的兒童。 
 

教宗元旦天主之母節在梵蒂岡聖伯多祿大殿主持隆重彌撒，他在講道中向在場的一百七十

多位駐教廷的各國外交使節和參禮者稱，世界各國領導人應跟善心人士通力合作，為自己

和下代幸福著想。 
 

教宗說，遭受暴力而面目全非的兒童容貌，是在呼籲人們放下武器、皈依和平：「無辜兒

童面上飢餓和疾病的痕跡，遭痛苦和失望所毀，這些面容是無聲的呼籲。他們的無助處境

令戰爭和暴力的藉口不攻自破。」 
 

教宗說，兒童的容貌原本跟天主要反映給世界的形象相似，但戰爭、逃難、被逼移居他鄉

奪去兒童的笑容，他們及其母親的痛苦形象，跟天主之母的標記形成對比。 

「我們心中有天主，才能藉著別人的面容認出自己的的弟兄。」教宗說，天主這位人類共

同父親的面容，就是接受別人的依據，祂教導世人尊重跟自己不同的人。 

對於締造和平，教宗認為社會應教育大眾從小學會尊重不同的人。教宗呼籲社會投資在教

育之上，在傳遞科學技術知識之外，更要透過教育建立對生態環境的責任感，當中建基出

對人的尊重，重視基本權利和義務。教宗為本年世界和平日撰寫的文告題為「若你們要締

造和平，便得保護受造物」。 
 

教宗說，學校內愈來愈不同國籍和膚色的兒童一起學習，他說這現像反映「人類必須共同

形成一個大家庭，兒童的語言膚色固然會有所不同，但他們的天真純潔卻是一樣的。」 

談到和平與保護受造物的關連，教宗說保護環境的責任衍生自人們要保護的對象，以及他

們跟別人的關係。他說人的容貌和大自然的「容貌」彼此影響對方：「人類做到互相尊重，

生態也因此受惠。」  
 

和平日彌撒後，教宗在聖伯多祿廣場帶領朝聖者念三鐘經前發表講話，他呼籲各地武裝

組織成員放棄使用暴力，反思並實踐和平的道路。教宗說，天主能夠為此幫助他們，重

新感到忘記已久的喜悅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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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Collection 主日彌撒捐獻 

二零一零一月九、十日  

 January 9 & 10, 2010 
 

主日捐獻 Sunday Collection $2,536.27 
還款基金 Loan Repayment  $2,555.00 
特別捐獻 Special Offering  $     75.00 
維修捐獻 Donation for Renovation             
      $   725.00 

常年期第二週讀經、福音章節 
2nd Week of the Year Daily Reading 
 

日 S 依 Is 62:1-5;  格前 I Cor 12:4-11; 
 若 Jn 2:1-12 
一 M 撒上 I Sm 15:16-23; 谷 Mk 2:18-22 
二 T 撒上 I Sm 16:1-13; 谷 Mk 2:23-28 
三 W 撒上 I Sm 17:32-33,37,40-51; 
 谷 Mk 3:1-6 
四 T 撒上 I Sm 18:6-9,19:1-7; 谷 Mk 3:7-12 
五 F 撒上 I Sm 24:3-21; 谷 Mk 3:13-19 
六 S 撒下 II Sm 1:1-4,11-12,19,23-27;  
 谷 Mk 3:20-21 

祈禱宗會簡訊 
 

為支持堂區舉辦春節聯歡義賣，本會定於

下列日期，假本堂廚房特製賀年食品： 

年    糕：2010年1月29日﹝星期五﹞ 

椰汁年糕：2010年2 月1 日﹝星期一﹞ 

蘿蔔糕  ：2010年2月 2 日﹝星期二﹞ 

   及2月3日﹝星期三﹞ 

製作時間：每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

   時正 

誠意邀請堂區教友慷慨協助有關工作。 

有興趣者請與黃曾玉珊780-499-2622 

或蕭鍾艷霞780-439-0354聯絡。 

D&P Share Lent Workshop 
Join us for the annual Development and Peace 

(D&P) Share Lent Workshop in Edmonton! This 

workshop is suitable for D&P volunteers, parish 

contacts and anyone interested in helping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will allow you to further your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eace organization,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fundraising campaign 

and the various tools at your disposal. Take a 

leap of faith, and enjoy making new friends 

while taking part in this interactive training ses‐

sion. The workshop is free of charge and in‐

cludes refreshments. Please bring your own 

brown bag lunch. 

Date : Saturday, January 30, 2010, 8:30 a.m.‐

3:30 p.m. 

Location: Catholic Pastoral Centre, 8421‐101 
Ave NW, Edmonton 

To register : Please contact Angus Perry at 
(780) 424‐1557 or devandpeace@look.ca 

堂區賀年慶祝 
 

    尤於本年流感特別猖獗，為了小心起見，

堂區議會經過商議，決定今年不舉辦對外的大

型農曆新年活動，不過，仍然會籌備一個堂區

賀年慶祝的《迎春接福同樂日》。 

    二月六日(星期六)祈禱宗會將於下午二時

至四時，設置攤位，分發預訂賀年食品。 

    二月七日(星期日)主日茶座會由下午十二

時開放至五時，除在十二時至二時供應午餐之

外，還有各式小食，並且有節目助慶，歡迎教

友帶同親友參加，餐券將於稍後發售。 

    為能促進團體共容互愛，詳和喜樂的氣

氛，我們歡迎教友積極投入並協助這一次近春

接福的活動。 

    請大家密切留意堂區的宣佈，假如有任何

疑問，請直接與堂區議會委員聯絡。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we are still experienc-
ing the H1N1 pandemic, the parish council 
has decided not to organize a publicized Chi-
nese New Year event. Instead, we will have an 
internal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On Sat, Feb 6, the Prayers Group will 
have a booth from 2 to 4 pm, to deliver pre-
ordered Chinese New Year snacks. 
      On Sun, Feb 7, the Sunday Café will open 
from 12 to 5 pm. Lunch is served from 12 to 
2. Traditional Chinese snacks will be available 
from 2 o’clock onwards. There will also be 
performances. You are welcome to bring your 
friends along. Lunch tickets will be for sale in 
the coming weeks. Any helping hands are 
most welcome. 
 Pay attention to further announcement 
for up-dat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eel 
free to contact any parish council members. 

堂區消息  
 

堂區秘書黃玉清修女月前接獲長上指示，須

要前往菲律賓執行服務工作，作為黃修女在

暫願期間的培訓。願主降福黃修女，此行一切

順利，神形康泰。 

Special News 
Our parish secretary,  Sister Christina Wong, 
received an instruction from her Provincial Su-
perior last month that she will go to serve in the 
Philippines. As a sister of temporary vows, she 
has to carry out a ministering mission there, in 
order to complete a mandatory formation pro-
gram. May God bless Sister Christina abun-
dantly and grant her every success in her mis-
sion. 

Talent Show 
 

Have you been working on your break-
dancing moves and you’ve been itch-
ing to show the world?  Or maybe 
you’re the next Susan Boyle.   Basi-
cally, do you have a talent that you're 
just waiting to showcase?   If you do, 
we have the perfect opportunity for 
you.  At our New Year's celebration 
this year on Feb 7, you have the 
chance to demonstrate what you've 
got!  We are going to attempt our first 
ever Talent Show!  All talents and age 
groups are welcome.  If you are inter-
ested, please contact Wayne Wong at 
780-430-0345 and he will schedule you 
in. 

天才表演 
 

如果你熱愛 Breakdancing，渴望在舞台上表現你的

舞姿, 現在機會到了，我們將於 2010 年 2 月 7 日

在堂區的 《迎春接福同樂日》 慶祝活動中，首次

舉辦天才表演項目。不要埋沒你的天份，立刻與

Wayne Wong 聯絡報名, 電話 780-430-0345.  到時

你便可以盡情發揮你的表演天才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