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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a 17 歲，懷了孕，已無選擇的餘地。
她的父母和孩子的父親都不支持她。 一個朋友告 訴她關於 Rosalie Hall。 在這裡，她找到一個溫馨 的
家，得到營養豐富食物，學會育兒技能，並在托 兒服務的幫助下獲取高中文憑。. 今天，Ella 和她的兒子 

Darius 快樂又健康。 這全賴有你選擇通過支持教區公益金 (ShareLife) ，活出福音。

Ella 17 岁，怀了孕，已无选择的馀地。
她的父母和孩子的父亲都不支持她。 一个朋友告 诉她关於 Rosalie Hall。 在那里，她找到一个温馨 的
家，得到营养丰富食物，学会育儿技能，并在托 儿服务的帮助下获取高中文凭。 今天，Ella 和她的儿子 

Darius 快乐又健康。 这全赖有你选择通过支持教区公益金 (ShareLife) ，活出福音。

Ella was 17, pregnant and out of options.
Her parents were unsupportive, as was her child’s father. A friend told her about Rosalie Hall. 

Here she found a welcoming home, received nutritious meals, learned parenting skills, 
and earned her high school diploma with the help of childminding. Ella and her son Darius are 

happy and healthy today, and it’s because you chose to live the Gospel by supporting ShareLife.



如何捐款？
•	 你可在堂區捐款。	教區公益金	(ShareLife)	主日將於三月廿九日，五月三	
	日及六月七日收集捐款。

•	 你可安全地在網上www.sharelife.org捐款。

•	 你可以通過預授權捐贈或網上銀行捐款。

•	 你可捐贈上市證券。	查詢詳情，請與	1-800-263-2595或	
	slife@archtoronto.org教區公益金	(ShareLife)	聯絡。

如何捐款？
• 你可在堂区捐款。 教区公益金 (ShareLife) 主日将於叁月廿九日，五月叁 

 日及六月七日收集捐款。

• 你可安全地在网上 www.sharelife.org 捐款。

• 你可以通过预授权捐赠或网上银行捐款。

• 你可捐赠上市證券。 查询详情，请与 1-800-263-2595 或  

How Can I Help?

• Give at your parish. ShareLife 
Sunday collections will take place 
March 29, May 3 and June 7.

• Donate securely online at 
sharelife.org

• Contribute through pre-authorized 
giving or online banking.

• Make a gift of securities. To learn 
more, contact ShareLife at 
1-800-263-2595 or 
slife@archtoronto.org

比以往更需要你
請支持教區公益金 (ShareLife)，藉此將基督的手帶給有需要
的人。 你的教區公益金(ShareLife) 捐款，支持四十多個本地
及世界各地機構，為所有人無論甚麼宗教信仰，提供服務。

 我們的教區公益金 (ShareLife) 堂區運動2020目標是1,380
萬元。 現今有更多人依靠教區公益金 (ShareLife) 機構的服
務，我們更需要你的幫助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比以往更需要你
请支持教区公益金 (ShareLife)，藉此将基督的手带给有需要
的人。 你的教区公益金(ShareLife)捐款，支持四十多个本地
及世界各地机构，为所有人无论什么宗教信仰，提供服务。

 我们的教区公益金 (ShareLife) 堂区运动2020目标是1,380
万元。 现今有更多人依靠教区公益金 (ShareLife) 机构的服
务，我们更需要你的帮助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You’re Needed More Than Ever
By supporting ShareLife, you bring the hands of Christ 
to those in need. Your contribution supports over 40 
agencies in your community and around the world, 
serving people of all faiths.

Our 2020 ShareLife Parish Campaign goal is $13.8 
million. Given that more people are relying on ShareLife 
agencies today than ever before, we need your help to 
reach this goal.



數量強度
去年，教區公益金 (ShareLife)	機構幫助了十四萬本地人，以及世界各地無數
的人。	像你這樣慷慨捐贈的善長：

•	 使二萬名客戶通過家庭服務機構獲得負擔得起的心理保健服務	
•	 為一萬一千五百名老人提供有尊嚴的支助
•	 通過多倫多總教區難民辦事處協助了532名難民抵達
•	 為我們教會的未來發展，聖奧斯定神學院	(St. Augustine’s Seminary) 及	
	救世主之母傳教士神學院	(Redemptoris Mater Missionary Seminary)	
	支助了八十五名修士。

数量强度
去年，教区公益金 (ShareLife) 机构帮助了十四万本 地人，以及世界各地无数
的人。 像你这样慷慨捐赠 的善长：

• 使二万名客户通过家庭服务机构获得负担得起的心理保健服务 
• 为一万一千五百名老人提供有尊严的支助
• 通过多伦多总教区难民办事处协助了532 名难 民抵达
• 为我们教会的未来发展，圣奥斯定神学院 (St. Augustine’s Seminary) 及   

 救世主之母传教士神 学院 (Redemptoris Mater Missionary Seminary) 
 支助了八十五名修士。

Strength in numbers
ShareLife agencies helped 140,000 
people locally last year, plus countless 
more around the world. Generous 
donors like you:

• enabled 20,000 clients to receive 
affordable mental health care 
through family service agencies 

• provided dignified support to 
11,500 seniors

• facilitated the arrival of 528 
refugees through the Office of 
Refugees of the Archdiocese of 
Toronto

• invested in the future of our Church 
by supporting 85 seminarians 
at St. Augustine’s Seminary and 
Redemptoris Mater Missionary 
Seminary.

往事再次浮現
年近50歲的Nadia不知道過往的她，也不知道她想要什麼。	她的婚姻已經走到了盡頭，她幼時
遭受身體虐待所造成的創傷也再次顯現。	她感到孤單、被遺棄和絕望。

她被轉介給皮爾-德芙林天主教家庭服務	(CFSPD)的一名輔導員。	她覺得可以放心地談論她
的過去，心中便释然了。	這一突破使她也參加了CFSPD的其他保健計劃。

Nadia	感謝捐贈教區公益金	(ShareLife)	的善長，他們使	CFSPD	能夠向不論經濟能力的所有
人，提供服務。	她感覺煥然一新，充滿力量和韌性，她正在重寫自己的敘述	--	一個新的故事。

往事再次浮现
年近 50 岁的 Nadia 不知道过往的她，也不知道她想 要什麽。 她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她
幼时遭受身 体虐待所造成的创伤也再次显现。 她感到孤单、被 遗弃和绝望。 

她被转介给皮尔-德芙林天主教家庭服务 (CFSPD) 的一名辅导员。 她觉得可以放心地谈论她
的过去， 心中便释然了。 这一突破使她也参加 了 CFSPD 的其他保健计划。 

Nadia 感谢捐赠教区公益金 (ShareLife) 的善长，他 们使 CFSPD 能够向不论经济能力的所有
人，提供服 务。 她感觉焕然一新，充满力量和韧性，她正在重 写自己的叙述 -- 一个新的故事。

Her past came to the surface
Approaching 50, Nadia didn’t know who she was or what she wanted. Her marriage 
had ended, and trauma from physical abuse she experienced as a child came to the 
surface. She felt alone, abandoned and hopeless.

She was referred to a counsellor at Catholic Family Services of Peel-Dufferin (CFSPD). 
It felt liberating for her to feel safe enough to talk about her past. This breakthrough 
led her to join other wellness programs at CFSPD.

Nadia is grateful for ShareLife donors, who enable CFSPD to offer their programs to 
everyone, regardless of financial means. Feeling renewed, empowered and resilient, 
she is rewriting her narrative – a new story.



肩負責任及經受問責
我們將每份捐贈都視為神聖的信任。	我們
將行政和籌款成本保持在百分之十一，以
確保最大金額用於我們機構的工作。

肩负责任及经受问
我们将每份捐赠都视为神圣的信任。 我们
将行政和 筹款成本保持在百分之十一，以
确保最大金额用於我们机构的工作。

「我知那生活是什麼樣子」
Dave十三歲時，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 他回憶說那是他生命中的黑暗時期。 多年
來，他顛簸於群體家庭、醫院、臨時醫療中心或治療專案之間。

現在，42歲的Dave在我們的家園社區之希望 (Our Place Community of Hope) 找到
歸屬。 受到員工、同伴和義工們愛戴的他，已成為改變心理健康觀念的熱衷倡導者。
付圖：我們的家園社區之希望的一位成員

「我知那生活是什麽样子」
Dave 十叁岁时，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他回忆说 那是他生命中的黑暗时期。 多年
来，他颠簸於群体 家庭、医院、临时医疗中心或治疗专案之间。

现在，42 岁的 Dave 在我们的家园社区之希望 (Our Place Community of Hope) 找
到归属。 受到员工、 同伴和义工们爱戴的他，已成为改变心理健康观念的热衷倡导者。
付图：我们的家园社区之希望的一位成员

“I know what it’s like”
Dave was 13 years old when he was diagnosed with schizophrenia. He recalls it 
was a dark time in his life. For years, he bounced from group homes to hospitals, 
to drop-in centres, to treatment programs.

Now, at 42, Dave has found belonging at Our Place Community of Hope. Loved 
by staff, peers and volunteers, he has become a passionate advocate for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mental health.

Pictured: A member of Our Place Community of Hope

ShareLife
1155 Yonge Street, Toronto, ON M4T 1W2
416-934-3411 / 1-800-263-2595
slife@archtoronto.org

每月捐贈
預授權捐贈	(PAG) 長期支援我們的機構，同時讓你更
容易編制預算。	當你認捐時，每月捐款將自動從你的支
票帳戶中提取。	查詢詳情，請與你的堂區辨事處聯絡。	
你也可以在sharelife.org用信用卡登記每月捐贈。

每月捐赠
预授权捐赠 (PAG) 长期支援我们的机构，同时让你 更
容易编制预算。 当你认捐时，每月捐款将自动从 你的支
票帐户中提取。 查询详情，请与你的堂区辨 事处联络。 
你也可以在 sharelife.org 用信用卡登 记每月捐赠。

Make it Monthly
Pre-Authorized Giving (PAG) supports our agencies 
year round, while making budgeting easier for 
you. When you subscribe, monthly contributions 
are automatically withdrawn from your chequing 
account. Ask your parish office for more 
information. You can also register to give monthly 
by credit card at sharelife.org.

Responsible and 
Accountable
We treat every gift as a 
sacred trust. By keeping 
our administrative and 
fundraising costs at 11%, we 
ensure the maximum amount 
goes to the work of our 
agenc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