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s Schedule :

彌撒時間
星期六下午四時卅分 （粵語）

Saturday 4:30 p.m. (Homily in Canto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星期日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
上午十一時正 （粤語 / 國語）

Sunday 9:30 a.m. (English)
11:00 a.m. (Cantonese / Mandarin)

平日彌撒 :
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十一時 (粤語)

Weekday Masses :
Tuesday to Friday 11:00 a.m. (Cantonese)

堂區辦事處辦公時間：

Parish Office Operated Hours:

星期二 至 星期五
星期六、日及一
公眾假期

Tuesday to Friday
Saturday, Sunday & Monday
Statutory Holidays

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
休息
休息

主日彌撒捐獻

堂區通訊

10:00 a.m. to 2:00 p.m.
Close
Close

YTD Donation as of August 31st., 2021
2021
August 29th

Sunday Collection
Special Offering
Together We Serve
Building Fund
Rectory Rebuild

$
$
$
$
$

1,655.00
320.00
1,005.00
20.00

(Online Donation)
Aug 26th ~ 31st, 2021

$
$
$
$
$

Parish Newsletter

牧職人員： 主任司鐸 秦英神父 Pastor : Rev. Dominic Qin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捐款總額

Weekend Collections
主日彌撒捐獻
特別捐獻
「齊心合力，事主事人」
聖堂維修
神父宿舍重建

10140 – 119th Street, Edmonton, Alberta T5K 1Y9 Tel.: 780-482-7481 Fax: 780-482-7488
Email: edmontonchineseparish@gmail.com Website: edmontonchineseparish.org

450.00
500.00
25.00
25.00
-

$
$
$
$
$

86,791.30
9,249.00
12,867.00
16,758.00
13,359.00

When we walk with Christ, we learn how to lay down our lives
for the Kingdom.
One of the key markers of our faith is whether or not we are living out what
we believe. Some Christians cling to a false hope that professing faith in
Jesus with their lips is enough. The readings renew for us the twofold reality
that, “Faith by itself, if it has no works, is dead.” Jesus rebukes Peter for
opposing the path of life, a path that Jesus knew included rejection,
suffering, and death. The way to eternal life is to give ourselves away in
love for others, just like Jesus did. So, where do I resist following the path
Jesus walked? Am I more committed to work and money than I am to living
out the gospel? Am I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k of healing, justice, sharing
hope and mercy?
Prayer for Families: Jesus, give us the courage to take up your cross and
follow you.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make us your followers in
word and action. Protect us from the lie that our belief in you exempts us
from the work of building your Kingdom. Amen.
Source: The Canadian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CCCB)

執事 劉贊願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二日
September 12th, 2021.
Time

Deacon : Francis Lau

常年期第廿四主日
Twenty-Fourth Sunday in Ordinary

基督徒信仰的宣認

今天福音的經文可說是馬爾谷福音的轉捩點，藉著伯多祿對耶穌的信仰宣認，明認祂是默西
亞，耶穌開始了祂面向耶路撒冷的救贖旅程，即祂的死亡、復活及升天之地。 雖然伯多祿（代
表着十二宗徒）領會到耶穌作為默西亞的真正身份，但耶穌卻願意教導宗徒，讓他們對此身份
有更深入的認識。祂嚴厲訓斥伯多祿是為避免門徒對祂有錯誤的理解和幻想。伯多祿稱耶穌為
「默西亞」，這除了解作「受傅者」之外，當時很多人期盼默西亞是政治上的拯救者，這亦正
是耶穌一直想避免的誤解。反而，耶穌卻以「人子」來自稱，因為這名號有末世性的意義，卻
沒有任何政治性的元素。在這裏，耶穌首次預言自己將要經過苦難、死亡而復活；祂是一位受
苦的默西亞！做他門徒的，要像他們的師傅那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接受苦難和犧牲以獲得
永恆的生命（谷 8:35）。
讀經一的依撒意亞先知書與福音的主旨「受苦」相連接，提及「受苦的上主僕人」（普通視他
為耶穌的預像）。「上主的僕人」是以色列人被充軍流徒時期的先知，被視為他們的希望和安
慰。他一生經歷的無數苦難，呈現了他的信仰見証；而今天所描述的是他在履行使命時，如何
被折磨、辱罵、虐待（依 50:6-7），但最後他仍堅信上主會快來扶助拯救（8-9）。一如今天
聖詠中，作者在大病獲得治癒後向上主作出衷心的感謝讚頌。
第二篇讀經的內容是雅各伯書的核心主題：信德與善行的密切關係。信德是對天 主啟示的接納
並願意遵行主的旨意而生活。基督徒絕不可以度一個沒有行為的信仰生活，因為信德「若沒有
行為，自身便是死的。」（雅 2:17）
信友於主日感恩祭時都會誦唸信經。信經把信仰的中心內容精簡地表達出來，成 為個人或團體
的信仰宣認。不過，在闡述教會的信仰前，我們先要明白「信」有甚麼意義。原來，「信仰是
天主向人啟示自己，並把自己賞給人，同時又給尋求生命終極意義的人充沛的光明，而信仰就
是人對天主的回應。」（教理 26）
「信經」”creed”一詞源於拉丁文 ”Credo”，意即你的心所傾注的或把自己交付給 某人或
事。兩者皆意味着投身和承諾。在主日或聖日所誦唸的信經是基督徒對天主的讚美和感恩的行
為；感謝天主透過耶穌基督因着聖神的德能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一切。由此，我們就不難明白
「教會的信仰是指在信經中所承認的、在禮儀中所慶祝的、在實踐誡命和祈禱中所生活的信
仰。」（教理 26）
(C1)

續……(C2)

有一點我們要注意：信仰是一項個人的行為，是人對主動自我啟示的天主所作的自由回應，但
信德並非一個孤立的行為，沒有人能由自己取得信仰，正如沒有人能由自己取得生命。信徒從
他人身上接受信仰，也該同樣把信仰傳給他人。（參閱教理 166）就像我們誦唸宗徒信經時，
以「我信」作開始，這表示每個信徒個別所宣認的教會信仰，尤其是在受洗的時候；而在誦唸
尼西亞 君士坦丁堡信經時的「我們信」，是大公會議的主教們或更普遍地在信徒禮儀集會時
所宣認的教會信仰。（參閱教理 167）
更重要的，信友並不是在唸「公式」（formula），或更好說：我們並不信某些公式，而是那
些公式所表達，及信德讓我們所「接觸到」的事實。信仰公式能讓我們表達和傳授信仰，在團
體中加以慶祝，吸收及日益熱切地去生活。（參閱教理 170）在早期教會時，殉道者以信經作
為基督徒彼此之間辨認和共融的標記。
信仰的共融要求一種標準的信仰語言，把所有信徒團結在同一的信仰宣認內。在宗徒時代，教
會採用一些簡短而標準的條文（參閱羅 10:9，格前 15:3-5）來表達並傳授自己的信仰。其
後，教會很快把信仰的主要內容編成一有系統的綱要，特別給洗禮的候選者使用。這個信仰的
綱要，包含著所有蘊藏於新、舊二約內真正虔敬的知識，是基督徒「信仰的宣認」，亦即我們
現今所用的「信經」。（參閱教理 185-187）
在不同的世紀，曾出現許多形式的信仰宣認或信經，以回應不同時代的需要。最常用的是宗徒
時代和古老教會的信經，即宗徒信經。另一個我們經常接觸的是第三世紀的尼西亞 君王坦丁
堡信經。它是教會最初兩屆大公會議（325 及 381）的成果。它至今仍為東西方各大教會所共
同宣認。（教理 194,195）
信德的本質是積極、活躍的。當我們願意接受這個信仰，回應那向人自我啟示的天主時，我們
一方面是追求成聖之路，另一方面亦同時要使這世界實現天國的完滿。因此，「所有基督徒無
論生活在什麼地方，都應以言以行，昭示他們因聖洗而改造的新人 ……好讓別人看見他們的
善行，光榮在天的大父（參閱瑪 5:16），並使別人領略到人生的真正意義，和人類共融的大
團結。」《AG11》
~ 天主教香港教區教理中心及教理委員會 ~
(C2)

堂區消息
鑑於本省疫情尚未穩定，因此，在堂區內必須繼續保持警剔，除信仰培育、神修活動之
外，所有體育、聚餐等聯誼活動，仍然須要暫停；禮堂及房間內的傢俬擺設，如非必要，
請勿自行改動，為著團體的安全，請各位合作，感謝大家的諒解。

Parish News

Because of the fluctuating number of COVID cases, we will still need to remain cautious
within the Parish. Please limit parish activities to non-social gatherings, such as council
meetings, RCIA classes, support groups etc. Sports, games, and social gatherings are withheld
at this time. And also, for better protecting our community, please do not move the furniture
and arrangement in the gym or any rooms unless absolutely necessary.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nd understanding.

主日學消息
在考慮省亞 COVID 的近況，並配合政府及主教公署頒布新的指引後，主日學將採取更加
謹慎的措施。
主日學新學年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星期日上午 11 時 15 分開始，並以網上虛擬方式授
課至 12 月底。幼兒和高級班每堂上課 30 分鐘。 初級和中級班則為 45 分鐘。主日學團隊
將於 12 月下旬重新評估 2022 年 1 月恢復實體課程的可行性。如果您的孩子尚未辦理新
學年註冊，可於以下連結以電子表格報名：https://forms.gle/7wjmjt274Q4W1iKm7
如有任何其他查詢，請聯繫 LOUSI LUI。

Sunday school news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our province's COVID situation, the new COVID measures
enac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direction from the Archdiocese, Sunday school will be
taking a more cautious approach.
Sunday school will begin Sunday September 19, 2021: Classes will be conducted virtually
from September until the end of December 2021. Classes will begin at 11:15am.
Classes will be 30-45 minutes in duration. Beginner and Senior classes will be 30 minutes.
Junior and intermediate classes will be 45 minutes.
In late December 2021, the Sunday school team will re-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in-person
lessons resuming in January 2022. More information to follow in December.
If you have not done so already, please register your child for class. The electronic form is
available at the following link: https://forms.gle/7wjmjt274Q4W1iKm7
Please contact Louisa Lui (Coordinator)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

少青組消息
少青組快要步入新的㇐年!我們誠邀堂區內所有十至十六歲的青少年來參與少青組的靈修
及康樂活動。我們將於九月二十六日（主日）進行第㇐次例會。聯絡少青組導師報名及查
詢，可至電堂區辦事處。期待與各位新舊組員相聚！

Adolescence Group Registration

The Adolescence Group is ready for another year of spiritual fun! All youth from ages 10 to
16 in our Parish are invited to join in our year of spiritual growth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We will have our first monthly meeting on Sunday, September 26. Please contact the Parish
Office to reach the Adolescence Group Coordinator for registration or more information. We
hope to see all our returning and new memb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