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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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通訊               Parish Newsletter 
 

 
 

牧職人員： 主任司鐸 秦英神父  Pastor :  Rev. Dominic Qin 
             執事 劉贊願    Deacon :  Francis Lau 

                               

      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                                                    復活期第三主日 
             April 10th, 2022.                                                                         Third Sunday of Easter           
 
   
 
 

 

 

 

       彌撒時間                                                                              Mass Schedule : 
 星期六下午四時卅分   （粵語）                                                  Saturday  4:30 p.m.    (Cantonese) 
  

 星期日上午九時卅分  （英語）                                             Sunday     9:30 a.m.    (English)       
      上午十一時正  （粤語  /  國語）                                         11:00 a.m.   (Cantonese / Mandarin)                   
 

          平日彌撒 :                                                                                       Weekday Masses : 
                

  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十一時   (粤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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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 Tuesday to Friday           10:00 a.m. to 2:00 p.m. 
  星期六、日及一        休息                                     Saturday, Sunday & Monday        Close 
  公眾假期     休息 Statutory Holidays           Close 
 

 

          

主日彌撒捐獻    Online & E-transfer
Weekend Collections                                               Apr 17th & 24th, 2022 Apr 19th ~ 26th

主日彌撒捐獻 Sunday Collection 3,597.80$     630.00$             
特別捐獻 Special Offering -$               -$                    
「齊心合力，事主事人」 Together We Serve 390.00$         40.00$               
聖堂維修 Building Fund 580.00$         200.00$             
神父宿舍重建 Rectory Rebuild 210.00$         200.00$             

 

五月是聖母月 
 

 

五月傳統上，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致力於敬禮和尋求聖母作為天主
之母和教會之母的代禱。 
 

她就是在天主面前歡欣踴躍的那一位，將一切默存心中，並為利
劍所刺透。她是諸聖之后――最蒙受讚頌，給我們展示成聖之
道，並與我們同行的那一位。她不容我 們跌倒後一蹶不振，有時
更親手抱起我們，亳不判斷我們。(教宗方濟各 宗座勸諭《你們
要歡喜踴躍》No.176) 。 
 

為什麼聖母在聖人們中脫穎而出? 作為天主之母，聖母瑪利亞在
聖人們中，事實上，在所有生物中，有著獨特的地位。她很崇
高，但仍然是我們中的一員。 
 

為什麼聖母瑪利亞在聖人們的共融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正如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天主是爱（Deus Caritas Est）通谕
（2005 年 12 月）中所反映的那樣，在聖人們中，主的母親瑪利亞
十分特殊，她是義德之鏡。瑪利亞是偉大的，就是因為她舉揚天
主，而不是她自己。她是謙遜的，她只願意做主的婢女（參見路
加福音 1:38,48）。 
 

瑪利亞確實成為所有信者的母親。她比任何人都更能向我們展示
耶穌，帶領我們走向他，並教導我們認識和愛他，這可以使那些
由天主之愛的泉源暢飲的人“湧出生命的泉水“（若七 38）。 
 

（節錄自梵蒂岡新聞網） 

 

 

May is the month of Mary and Moms 
 

May is traditionally dedicated in a special way to honoring and seeking the intercession of 
Mary as the Mother of God and Mother of the Church. 
 

“She is that woman who rejoiced in the presence of God, who treasured everything in her 
heart, and who let herself be pierced by the sword. Mary is the saint among the saints, 
blessed above all others. She teaches us the way of holiness and she walks ever at our side. 
She does not let us remain fallen and at times she takes us into her arms without judging 
us.” —Pope Francis, Gaudete et Exsultate, no. 176 
 

Why Mary stands out among the saints? As the Mother of God, the Virgin Mary has a 
unique position among the saints, indeed, among all creatures. She is exalted, yet still one 
of us. 
 

Why does Mary have such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As Pope Emeritus 
Benedict XVI reflected in Deus Caritas Est (Dec. 2005), “Outstanding among the saints is 
Mary, Mother of the Lord and mirror of all holiness. Mary’s greatness consists in the fact 
that she wants to magnify God, not herself. She is lowly: her only desire is to be the 
handmaid of the Lord (cf. Lk 1:38, 48).” 
 

Mary, more than anyone, can show us Jesus, lead us to him and teach us to know and love 
him, “so that we too can become capable of true love and be fountains of living water in the 
midst of a thirsting world.”  
 

Source: Vatican News                    



 

 
 
 
 
 
 
 

慈幼中文學校招收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新生 
 

本堂轄下的慈幼中文學校現正招收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新生。歡迎年滿

三歲半的兒童報讀。開課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十日。授課時間為每週星期

六上午九時半至中午十二時正。全年學費為$210。如於 5 月 28 日或以前報

名 ， 可 享 早 鳥 優 惠 $10 折 扣 。 詳 情 請 參 閱 慈 幼 中 文 學 校 網 頁

http://www.salesianchineseschool.org/。    
 

Registration for The Salesian Chinese School  
2022-2023 school year 

 

The Salesian Chinese School is now accepting registration for the 
2022-2023 school year. Children who are three and a half are 
welcome to join. Classes will commence on September 10th, 
2022. School hours is 9:30am to 12:00pm every Saturday. Annual 
tuition fee is $210.  Students can enjoy a $10 early bird discount if 
they register by May 28th, 2022.  Please visit the school website 
http://www.salesianchineseschool.org/ for more details. 
 

聖母家訪計劃 
 

中華母后是華人天主教堂區聖母軍支團，大部分的傳教工作乃是藉著家訪去鼓勵
家庭在萬福童貞聖母瑪利亞像前祈禱。 
 

聖母家訪計劃最主要的目的，是協助家庭去回應聖母瑪利亞在花地瑪顯現時所提
出的要求。而聖母的要求主要分三方面：皈依上主、為罪過作補贖、為和平誦唸
玫瑰。 
 

皈依上主：    簡單的解釋，就是遠離罪惡及遵守十誡。  
 

為罪過作補贖： 簡單的解釋，就是為我們自己及他人的罪過，實踐一些
補贖的行為及犧牲。能夠在履行人生日常職責中作出犧
牲和奉獻，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為和平誦念玫瑰經：聖母要求我們每天誦念玫瑰經。  
 

那些歡迎聖母家訪的家庭，需要作出以下三方面的承諾： 
 

在聖母家訪期間，盡力避免犯罪。  
 

在聖母家訪期間，為罪過作出一些補贖或犧牲。 
 

在聖母家訪期間的每一天，全家要在聖母像前誦唸玫瑰經，或者最少要因
應自己的能力，誦唸部分玫瑰經。 
 

聖母家訪將會包括下列各點：  
 

1. 童貞瑪利亞像將會由不少於兩位塘區聖母軍成員，在主指定的日期及時

間，護送到受訪家庭。 
 

2. 聖母像會舉行登基儀式，並展示在家中已預備好的地方。 
 

3. 家中的主人或是由他指派的代表，須負責帶領全體誦唸簡短的歡迎禱

文。 
 

4. 接受聖母家訪的家庭，每天均要履行他們的承諾就，就是在一週內，在

他們自選的合適時段一起誦唸玫瑰經。如受訪家庭要求，而排程又許可

的話，聖母像擺放在此家庭的時限可延長多一週。 
 

5. 聖母軍成員會在指定日期及時間前往受訪家庭，帶領一簡短的結束祈

禱，並護送聖母像前往下一個受訪家庭。  
 

請注意，我們並不鼓勵在聖母到訪時，預備及提供食物。  
 

聖母家訪計劃的次要目的，就是為堂區中華聖母軍支團招收活躍的新成員或

輔助成員。相對於聖母軍活躍會員，輔助成員也是隸屬於聖母軍團內的一部

分，肩負著同一的使命；而他們熱切的祈禱及個人的犧牲，在拯救人靈的工

作上，也絕對是不少的。請知悉，聖母家訪計劃並不會強行受訪家庭履行任

何義務。 
 

                   如欲被安排聖母到訪者，請聯絡  
 

                        Elizabeth Mak (780) 472-0111， 

                        Iris Fung         (780) 951-2401 或  

                        Margaret Chu  (780) 218-88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