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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est Moderator

梁增仁神父 Rev. Stephen Liang
stliang@rogers.com

Deacon Pastoral Coordinator

范浩泉執事 Deacon Peter Fan
peter@fan.com

Administration Team

羅靜如 Angelina Lo angelina.cy.lo@gmail.com

莫淑蘭 Suk Lan Mok

黃挺光 Bosco T.K. Wong 

陳淑薇 Magdalene Chan magchan@rogers.com

司徒惠良 Fred Szeto frederick.szeto@gmail.com

周陳淑芬 Cecilia Chow cecechow@gmail.com

方李美娥 Lucille Fong lmnfong@rogers.com

陳瑞朝 David Chan davidchan2233@gmail.com

蔡蕾 Cai Lei ease4.0123@gmail.com

主日感恩祭 Sunday Mass

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半 Sunday 11:30am

每月第三主日上午九時半青年彌撒 ( 英語 )

成人慕道 Rite of Christians Initiation of Adults (RCIA)

( 粵語，國語，英語 )

星期日上午十時半 Sunday 10:30am

青少年活動 Children/Youth Activities

星期日上午十時半 Sunday 10:30am

兒童禮儀 Children Liturgy

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半 Sunday 11:30am

堂區辦公時間 Parish Office Hours

星期二至五早上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Tue-Fri 10:00am-12:00pm

惠捐支票抬頭 :

Please make all cheques payable to:

“Sheng Shen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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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消 Cancel *******

二零一七年六月  June, 2017

所有聖事禮儀的咨詢，特別是殯葬，結婚或嬰孩洗禮等禮儀，
首先要直接與梁増仁神父或范浩泉執事聯絡及會面後才可訂定
舉行日期。會面時，自會解釋禮儀程序及其他資料。

All Sacramental requests, especially funeral, wedding and 
infant baptism, must first book an appointment with Fr. 
Stephen Liang or Deacon Peter Fan before any decision be 
made on the date of the event. They will be briefed about 
procedures and requirement in the interview with either Fr. 
Liang or Deacon Fan.

堂區現推出 " 奉獻彌撒咭 " 給教友選擇以 " 奉獻彌撒 " 方

式向亡者家人或親友致悼念 / 為亡者靈魂安息祈禱 / 感恩

用途 . 此方法與目前奉獻彌撒沒有改變 , 教友仍舊向堂區

辦事處登記日期奉獻彌撒 ,( 每台奉獻彌撒收費 $15.00),

而堂區辦事處會隨後以奉獻彌撒咭通知被奉獻彌撒者及其

家人有關日期等事宜 .

成人慕道— 普通話與粵語的成人慕道每星期日上午十時三
十分在神父宿舍進行 . 查詢可與范執事或池神父聯絡。

www.facebook.com/pages/Sheng-Shen-Catholic-Parish/501505729860726

為嚮應環保及節省印刷開支，堂區現用電郵發放每月的通
訊。教友如欲索閱印製的堂區通訊，可向堂區辦事處聯
絡。

To b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to minimize our printing 
cost, our parish will distribute the monthly bulletin 
electronically from now on. Parishioners wishing to get the 
hard copy bulletin should approach the Parish Office.

此通訊只刊登堂區主辦的活動及有關資料。內容由行政事
務管理決定。

All material that is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in the bulletin 
must be parish-sponsored activities. The publication of 
such material is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請各小組協調人及教友注意，每主日堂區報告及奉獻彌撒
通知截止時間改為逢星期三中午十二時。

教宗方濟各六月份的祈禱意向  

Pope Francis’s Prayer 

of Intention for June  2017

  Universal: National Leaders       總意向 : 為國家領袖祈禱

   That national leaders may firmly commit themselves to 
ending the arms trade, which victimizes so many innocent 
people.

願國家領袖能堅決承諾終止那能犧牲眾多無辜人民的武器貿易.

2017.6.11

天主聖三節主日
The Solemnity of the Most 

Holy Trinity

 “因為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
來審判世界 , 而是為叫世界藉著
他而獲救” .若 3 :17
    
For God did not send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hat the world might be 
saved through him. 
John 3:17

2017.6.18

基督聖體聖血節主日
Solemnity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 你們
若不吃人子的肉 , 不喝他的血 , 
在你們內就沒有生命 .”

"Amen, amen, I say to you 
unless you eat the flesh of the 
Son of Man and drink his blood, 
you do not have life within you."  
John 6:53

2017.6.4

五旬節主日
Pentecost Sunday

“你們領受聖神罷! 你們赦免誰

的罪, 就給誰赦免 ; 你們存留誰

的, 就給誰存留.”    若 20 : 22-23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Whose 
sins you forgive are forgiven 
them, and whose sins you 
retain are retained."

John 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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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of  cheque to Fr. Chi

6月份祈禱會
   定於  6月10日(星期六)

下午一時三十分
在地庫H101室舉行

教區為新領洗
教友舉行的感
恩祭於五月十
四日 (星期日 ) 
中午在主教座
堂舉行. 新領洗
者孫維與代父
母導師等齊同
參予.

Enjoy the Sun, Enjoy the Fun
停车场卖物会

将于六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九时至下午一
时举行。筹备工作现正进行中，並开始收集
教友捐助可供售卖的物品。捐贈者請預先與
Edward沈或楊忧国聯絡,安排時間安放贈品在
堂區車房臨時收集站。多谢大家。

由於池神父即將學
成在八月返國及六
月有教友資助往葡
萄牙, 羅馬和耶路撒
冷等地朝聖, 堂區預
先致送$500給他, 以
便他購買紀念品回
國或旅途之用.

楊憂國與蔡蕾楊憂國與蔡蕾方良炎與方李美娥

25 週年40 週年

Happy Anniversary!

結婚週年紀念 14/5

新領洗者
感恩祭

Neophyte 
Mass 14/5



2017年 6月份堂區通訊                                                                 第 5頁

Dorothy 在姪兒安排下, 遷移多倫多入住頤康
安老院. 我們都依依不捨與她拍照留念.

多謝Ceci 精心製作了一份Dorothy在團體的生
活照給她作紀念品.

我們衷心祝福Dorothy在主的眷顧保佑下, 安享
晚年!

Dorothy Chan 移居
Mississauga 頤康養老院
安享晚年的近照.

Dorothy Chan 移居
Mississauga 頤康養老院
安享晚年的近照.Best Wishes to 

Dorothy Chan 

Dorothy 在姪兒安排下, 遷移多

倫多入住頤康安老院. 我們都

依依不捨與她拍照留念.

多謝 Ceci 精心製作了一份

Dorothy在團體的生活照給她

作紀念品.

我們衷心祝福Dorothy在主的

眷顧保佑下, 安享晚年!

池神父生辰快樂 14/5池神父生辰快樂 14/5

母親節慶祝會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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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感恩祭 , 陳

三妹在家人陪同下 ,

接受池神父的祝福 .

及後大家在禮堂為她

慶祝生辰快樂 .

梁神父在 5 月 21 日感恩祭為堂區致送 Bryon Chan, 
Lydia and Jonah Nung. 每人支票 $333, 以支助及鼓勵他
們參予今年逾越知音前往日本及韓國的福傳之旅 .

  Presentation of cheque in support of youth
 participation in FOJP 21/5

祝賀陳三妹90 歲生辰快樂

5 月 21 日感恩祭後

堂區邀請了 Power 

Heart G5 的 Allan 

Ryan 在地庫禮堂

為我們介紹”心肺

復甦術” (CPR) 及

如何使用於心臟驟

停突發事件的急救

法 .

Presentation on 

Defibrillator 21/5

目前尚有少量空缺座席 .尚未報
名參予者 , 請從速向 Richard 
Chan 或 Linda Chan 聯絡 .

Youth Youth 

Mass 21/5Mass 21/5

青年組舉辦了一連三個主日的手工藝賣
物場以支助堂区三位青年 (Byron Chan, 

Lydia & Jonah Nung)今年參与日本韓國的
逾越知音福傳之旅，共籌得款項如下：
May 21-$273 ;    May 28 -$95;   June 04 -$250 

總数： $603

又如教友欲個別捐款支助以上三位青年
及拿取堂區退税收條，請在六月三十日
或之前用奉献信封註明支助逾越之旅交
回堂區，以便安排將總數在三位青年七
月十三日出發前交付他們。

                    YouthYouth    

        FundraiserFundraiser

May 21, May 21, 

28 & 28 & 

June4Jun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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