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出福音：堂区运动 2020 
教区公益金(ShareLife)捐款主日  
三日廿九日  | 五月三日  | 六月七日  

教区公益金(ShareLife)公告插页  
  
为了提高教友们认识到教区公益金(ShareLife)堂区运动 2020的重要性，请在堂区的公告内刊登这些通
告。 
  
除了从四旬期第一主日 始刊登的每周通告之外，我们亦附上可用于二月任何时候的通告。 
  
请注意，此通告不再以印刷复本分发，只是在我们的网站上发布。 这些通告也有多种语言版本，包括法
语，意大利语，韩语，波兰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越南语和华语(简体和繁体)。 
 
sharelife.org/Resources 
  
谢谢支持教区公益金(ShareLife)，活出福音… 
  
Kris Dmytrenko 
传讯主任  
  
  



2020 年二月  
  
你的教区公益金(ShareLife)捐赠可有达致成效? 
 
感谢像你这样慷慨捐赠的善长，教区公益金(ShareLife)机构去年帮助了本地十四万人。 你的捐赠： 
• 让二万名客户能够通过家庭服务机构获得负担得起的心理健康护理 
• 为 11,500名长者提供有尊严的支援 
• 通过多伦多总教区难民办事处协助了 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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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支持教区公益金(ShareLife)！  

堂区请注意：欢迎堂区根据对义工的特殊需求修改下面的公告，以帮助堂区的教区公益金 (ShareLife) 募
捐活动。 
  
担任我们堂区的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义工  
  
协助教区公益金(ShareLife)的堂区募捐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所需，活出福音。 在
一月至七月底的教区公益金(ShareLife)募捐活动季节，志愿工作只需要少量的服务时间。 请参阅 
sharelife.org/volunteer，了解更多关于教区公益金 (ShareLife)以及各种的帮助方式。 请你在 
www.surveymonkey.com/r/ShareLife 网上注册，或询问堂区办事处你可以如何提供帮助。 
  
感谢你支持教区公益金(ShareLife)！   

注意：参与直接邮寄计划的堂区，可在募捐活动期间的任何时间使用以下公告。 
  
以预授权捐赠支持教区公益金(ShareLife) 
  
每月预授权捐赠(PAG)是一个简单的方式把你的教区公益金(ShareLife)捐款在一年中分期支付。 你收到
的教区公益金(ShareLife)邮件，内附有一份带有 PAG选项的回覆表格。 只需将填妥的表格连同无效空白
(void)支票交给你的堂区办事处，或随时放入弥撒的奉献篮内。 任何有关预授权捐赠的疑问，请与教区
公益金(ShareLife) slife@archtoronto.org 或 416-934-3411联络。 
  
感谢你支持教区公益金(ShareLife)！  

  
  



教区公益金(ShareLife)堂区运动  - 2020 年三月一日至七月卅一日  

四旬期第一主日  
2020 年三月一日  
  
分享恩宠，活出福音… 
 
「我们主内兄弟姐妹的需要比以往都更多。 为了使我们的机构继续其重要工作，我们必须达到堂区运动
的$1,380万筹款目标。 只要有你的帮助，我们的募捐运动目标就可以实现。 当你反思所获得的恩宠
时，请一起尽力捐助教区公益金(ShareLife)。」      - 多默哥连斯枢机 Thomas Cardinal Collins 
 
三月廿九日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四旬期第二主日  
2020 年三月八日  
  
教区公益金(ShareLife)：这就是我们！  
 
自从 178年前我们的教区成立以来，天主教机构就一直在为我们当中那些贫穷、生病和处于社会边缘地
位的人服务。 这就是我们，多伦多总教区的天主教徒！ 通过教区公益金(ShareLife)资助的四十多个机
构，这个传统仍在持续，为不论宗教信仰的社群提供无条件的照顾。 
 
三月廿九日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四旬期第三主日  
2020 年三月十五日  
  
协助年轻妈妈，活出福音… 
 
Kristen 十七岁时怀了孕。 她担心自己无法高中毕业，便主动向 Rose of Sharon求助。 在这个由教区公
益金(ShareLife)资助的机构里，借助机构的托儿服务，她能够专注于学业。 Kristen毕业了，并被圣力嘉
学院(Seneca College)的医学管理课程录取。  Kristen说：「如果没有 Rose of Sharon，相信我绝对不可
能上大学。」 
 
三月廿九日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四旬期第四主日  
2020 年三月廿二日  
  
当日常生活如此忙碌时，我们如何「活出福音」？  
 
许多人在当地慈善组织义务工作，为有需要的人士给予援手。 你要是没有时间参与义务工作，仍然可以
支持教区公益金(ShareLife)资助的机构，为你的社区带来巨大的影响。 下个主日是教区公益金
(ShareLife)今年度的第一次收集捐款。 在下一周，请考虑你可以「活出福音」的能力，尽力捐赠本堂区
的教区公益金(ShareLife)募捐运动。 
  
下一个主日三月廿九日，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四旬期第五主日：教区公益金(ShareLife)首个主日  
2020年三月廿九日  
  
在本地及世界各地，活出福音 ... 
  
「去年，你们为教区公益金(ShareLife)的慷慨解囊改变了本地十四多万人及世界各地无数人的生活。  感
谢你帮助这么多人体验天主的爱与慈悲。」- 多默哥连斯枢机 Thomas Cardinal Collins 
 
今天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谢谢你慷慨解囊。  

圣枝主日  
2020 年四月五日  
  
帮助长者保持独立自主的生活，活出福音… 
 
Marie害怕有一天她再也不能照顾她那正在丧失记忆的丈夫。 她担心他们将不得不搬到护老院，他们便
可能无法一起生活。 Marie得知传统接待中心(Les Centres d’Accueil Héritage［CAH］ )，一个教区公益
金(ShareLife) 资助机构，可为他们此等状况的法语长者提供服务。 在 CAH的支援下他们可以继续住在
自己的家里，玛丽感到宽慰。 
 
五月三日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复活主日  
2020 年四月十二日  
  
支持司铎圣召，活出福音 ... 
  
「天主子民通过教区公益金(ShareLife)提供的经济帮助，在我的圣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若没有教区公
益金(ShareLife)，我将无法完成学业并成就圣召。 非常感谢你在上主和衪的教会手中发挥的作用，让圣
言在我的使命中成真。」 - 救世主之母传教神学院(Redemptoris Mater Missionary Seminary) André 
Luis de Lima执事 
 
五月三日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复活期第二主日  
2020 年四月十九日  
  
提供即时精神健康服务，活出福音… 
  
如果不迅速解决，心理健康问题会加重。 这就是为什么多伦多总教区的五个天主教家庭服务机构，现在
都提供免约辅导服务。 这样的即时服务往往可以有效地处理当事人的情况，而无须长期的辅导。 患者都
临床报告，对于可以自已处理问题的信心显著增加。 对于一些机构，教区公益金(ShareLife)是这个重要
计划的唯一资助者。 多亏你的支援，没有人因为无力支付而被拒之门外。 
  
五月三日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复活期第三主日  
2020 年四月廿六日  
  
欢迎加拿大新移民，活出福音… 
  
由于内战，Dia Desso 一家被迫逃离象牙海岸。 他们在邻国迦纳寻求安全，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多伦多总
教区难民办事处(ORAT)的一个小组。 ORAT，一个教区公益金(ShareLife) 资助的机构，协助了康山
(Thornhill)善牧堂区(Good Shepherd Parish) 为该家庭提供的私人难民赞助。 他们现在生活愉快！ 父亲
喜欢他的驾驶叉式起重車工作，母亲在家照顾一岁的儿子，女儿们学业有成。 由于你的支援，Dia Desso
一家为能在加拿大生活感到自豪。 
 
下一个主日五月三日，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复活期第四主日：教区公益金(ShareLife)第二主日  
2020年五月三日  
  
将信仰付诸行动，活出福音… 
 
「教区公益金(ShareLife) 是你将信仰付储行动、理论实践的途径。 这是我们验证基督徒生活正当性和品
节的方式：不是以说话，而是以行动分享的爱。  这就是我们透过教区公益金(ShareLife)所做的。」  - 多
默哥连斯枢机 Thomas Cardinal Collins 
  
今天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谢谢你慷慨解囊。  

复活期第五主日  
2020 年五月十日  
  
帮助染有毒癖的人，活出福音… 
  
在一位密友去世后，Alex投向逃避现实的硬性毒品。 尽管已结婚生子，他仍然继续使用毒品。 当意识到
毒瘾对儿子的影响后，他向圣弥额尔之家(St. Michael’s Homes)，一个教区公益金(ShareLife)资助机构，
寻求帮助。 他完成了中心的治疗计划，康复后现在可以在身边照顾家人。 
 
六月七日是下一个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复活期第六主日  
2020 年五月十七日  
  
支持我们堂区的青少年事工，活出福音 ... 
 
培训对青年事工主任有什么影响？ 试想想在多伦多总教区的四十多名青年事工主任共同影响著成千上万
的青年及其家人。 由教区公益金(ShareLife)资助的天主教青年辨事处(Office of Catholic Youth OCY)探访
堂区，装备青年事工主任，并促进网路联系──包括一个有二百名青年事工主任和义工参加的总教区培

训日。 OCY有助于确保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 
  
六月七日是下一个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耶稣升天节主日  
2020 年五月廿四日  
  
支援失聪人士，活出福音 ... 
 
想像你是个失聪孩子，你的父母都不懂手语。 你的父母可以用简单的手势表达，但是你如何分享你的快
乐、恐惧和需要呢？ 寂静之声(Silent Voice)，一个教区公益金(ShareLife)资助机构，教给失聪人士家庭
美式手语和聋人文化，这样他们就可以分享一个共同的语言。 一位衷心感谢的家长说：「我对寂静之声
(Silent Voice)不胜感激，因为他们的家庭交流计划拯救了孩子们不受社会孤立。」 去年，七百多名失聪
人士及家人得到寂静之声(Silent Voice)的援助。 
  
六月七日是下一个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五旬节主日  
2020 年五月卅一日  
  
教区公益金(ShareLife) 对每一份馈赠都视为神圣的信任  
 
在教区公益金(ShareLife)，我们为对每一位慷慨善长负肩负责任及经受问责而引以为豪。 我们将行政和
筹款成本保持在百分之十一，是最低成本的非牟利机构中之一，为尽力确保将最多的金额用于我们机构

的重要工作。 
 
下一个主日六月七日，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请慷慨解囊。  

天主圣三主日：教区公益金(ShareLife)第三主日  
2020 年六月七日  
  
支持已婚夫妇，活出福音 ... 
 
结婚三年后，当 Phil和 Helen正期待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Phil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在以往的一段男女
关系已了有一个儿子。 Helen感觉被 Phil的不诚实所背叛。 她得悉多伦多天主教家庭服务中心提供负担
得起的夫妻咨询服务。 在十多周的咨询中，他们学会了接受因诚实而来的风险，而不是以欺骗来维持和
谐。 Phil和 Helen对夫妻关系有了一种新的信心，并 始为他们将要到来的孩子感到兴奋。 
 
今天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主日。  谢谢你慷慨解囊。  



基督圣体圣血节  
2020 年六月十四日  
  
支援身处风险的少年，活出福音 ... 
  
十八岁的 Rodrigo被关押在青年羁留所，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 获释后，他被转介到圣约之家。 该会
安排他与一名过渡青年社工结伴合作。 他们一起制订了一个方案，包括定期辅导会议及参加其他的学校
计划。 现在住在家里，Rodrigo的前途充满机会。 
 
请尽力捐赠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你可在堂区或在网上 sharelife.org 捐款。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  
2020年六月廿一日  
 
支持在世界南方国家的传教事业，活出福音 ... 
 
牧灵传道基金支援全球南方 25个国家的 226个项目。 这些项目包括由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Society 
of Mary在偏远的哥伦比亚村庄 El Pozon 展的计划。 在这个存在杀戮和失踪事件的村庄，修女们通过
祈祷聚会、坚振班和圣经班来提供食物、工作培训和希望。 牧灵传道基金的一笔补助金帮助修女们 展

重要的牧民和传教工作。 
 
请尽力捐赠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你可在堂区或在网上 sharelife.org 捐款。  

常年期第十三主曰  
2020 年六月廿八日  
  
帮助孤零零的老人，活出福音… 
  
72岁的Marta最近丧偶，从阿根廷搬到多伦多与儿子及儿媳居住。 她仍然悲伤，成了家中的隐居者。 
在家人的鼓励下，Marta 始参加由教区公益金(ShareLife)资助机构圣若望保禄大家庭中心（St. John 
Paul the Great Family Centre）的黄金时代小组。 在这里，她交了新朋友，并喜欢与运作该小组的快乐
修女们互动。 她恢复了对生活的热爱，现在非常活跃，家人要问她为什么经常外出！ 
 
请尽力捐赠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你可在堂区或在网上 sharelife.org 捐款。  



常年期第十四主曰  
2020 年七月五日  
  
让你的捐赠发挥最大作用，活出福音… 
  
共享服务计划，由圣依撒伯尔医疗保健(SE Health)管理，在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领域支援其
他教区公益金(ShareLife)资助机构。 参加这一计划的机构都能够提高工作领域的质量，能力和准确性。 
通过这一计划，教区公益金(ShareLife)资助机构在减低行政成本，确保最多的捐款都用在他们提供的前
线服务。 
  
请在七月卅一日前尽力捐赠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你可在堂区或在网上 sharelife.org 捐款。  

常年期第十五主曰  
2020 年七月十二日  
  
教区公益金(ShareLife)：崇敬人生各个阶段  
 
自 1976年成立以来，尊敬生命一直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的核心原则。 我们认识到生命从受孕到自
然死亡的神圣性。 我们还致力于天主教社会教育，维护穷人和边缘化群軆的尊严，申明人乃按照天主的
肖像而受造。 我们的机构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中都是本着这些价值观。 
 
教区公益金(ShareLife)的堂区运动在七日卅一日结束。  请尽力捐赠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你
可在堂区或在网上 sharelife.org 捐款。  

常年期第十六主曰  
2020 年七月十九日  
  
支援家庭暴力受害者，活出福音 ... 
  
当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时，她们可能同时需要几种服务：如辅导、法律援助、儿童援助服务及育儿等。 皮
尔区安全中心(The Safe Centre of Peel)将这些及其他服务集中在一个安全的地点，每年帮助数百人。 教
区公益金(ShareLife)资助的皮尔-德芙林天主教家庭服务中心(Catholic Family Services of Peel-
Dufferin)，作为十个实地机构之一，帮助确保成人和儿童在需要时获得仁爱为怀的护理。 
 
教区公益金(ShareLife)的堂区运动在七日卅一日结束。  请尽力捐赠教区公益金(ShareLife)，你
可在堂区或在网上 sharelife.org 捐款。  



常年期第十七主曰  
2020 年七月廿六日  
  
为有需要的人士给予援手，活出福音… 
 
「没有你们，教区公益金(ShareLife)就无法履行它的使命, 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所需，活出福音… 让我们携
手并肩，切实改善！ 我祈求，让我们从自己出发去寻求别人的善，来不断回应天主的爱。」 - 
多默哥连斯枢机 Thomas Cardinal Collins 
  
这是教区公益金(ShareLife)堂区运动的最后一个周末。  请在七日卅一日前尽力捐赠教区公益金
(ShareLife)，你可在堂区或在网上 sharelife.org 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