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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眾人在主內合而為一！
首先，我向你們致以衷心的祝福和問
候！願天主籍著你們行善、團結、友愛和效
忠的精神，能為《哥倫布騎士會中華殉道聖
人屬會》結出滿全的果實。你們的善工因基
督而開始，仰仗天主的恩寵，我祈願你們的
工作在基督內完成。
有130年歷史的《哥倫布騎士會》，本
著行善、團結、友愛和效忠的四大方針，一
直以來都得到熱心教友的支持和當地政府的
批准和承認，為很多有需要的人仕提供積極
而有效的援助及服務；《哥倫布騎士會》會
員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哥倫布騎士會的精
神正正亦是符合我們聖教會所倡議的合一和
共融的精神。《中華殉道聖人屬會》成立的
時間雖不足一年，但各騎士會弟兄對工作和
服務的熱誠，深深的感動著我。在這中華殉
道聖人屬會的創刊裏，我切願各騎士會弟兄
以廣闊的胸懷和立好榜樣的大前題底下，大
家互助互勉，彼能廣揚行善、團結、友愛和
效忠的四大騎士會方針。

I

t has given me the utmost pleasure, and pride to see your council born. I
am deeply touched with the enthusiasm,
and dedication, of the Rev. Fathers and the
parishioners who accepted the Knights
of Columbus principles and promoted it
so strongly such that in such a short time
formed a Fourth Degree team of Sir Knights
serving your church and Blessed Pope John
Paul Assembly. Congratulations and God
Bless You. Keep up the good work.
		
		
		

District Deputy
District 63, Ontario
Sir Knight Ken Ranghel

人屬會的會務蒸蒸日上，各騎士會弟兄都能
以基督的福音成為愛的見證！
哥倫布騎士會中華殉道聖人屬會
神師 鄧建衛神父

祈求天主護佑哥倫布騎士會中華殉道聖

每月例會 Monthy Meeting
每月第三個星期二
晚上 7:30pm
聖堂203室舉行
（本月例會：10月16日）

《哥倫布騎士會》創辦人麥堅夫尼神父(Fr Michael McGivney）
* 是期《騎士通訊》印刷費用由SK Jason 及SK Eddie 全數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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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of the
Grand Knight

Our Principles 我們的理念
我們做的所有善工都是基於我們的四大核心理念：

騎士總長的話

Charity 行善
每天都明認自已的使命、回應對天主的召叫，
幫助有需要的人，使受惠者更能感受被愛與關懷；

SK Jason Kwok,
Grand Knight

Unity 團結
時刻為堂區和社區帶來更美好的生活時，
也給予每個個人及團體的支持和鼓勵；

哥

倫布騎士會中華殉道聖
人屬會剛於今年成立，正好是慶
祝哥倫布騎士會成立130週年紀
念，1882年麥基夫尼神父在美國
康奈狄格州紐海文市聖瑪利亞聖
堂成立哥倫布騎士會，得到熱心
教友的支持和當地政府的批准和
承認，為會員和他們的家庭給予
經濟援助，為辭世、患病、有殘
障和有需要的會員和他們的家庭
提供支援和救助，時至今日，哥
倫布騎士會從當初只得幾名會員
的組織成長為在包括美國、加拿
大、菲律賓、墨西哥、波蘭、多
明尼加共和國、玻多黎各、巴拿
馬、巴哈馬、處女島、古巴、危
地馬拉、關島和塞班島等多個國
家成立了超過一萬四千個屬會和
擁有超過一百八十萬名會員。
本屬會的服務是本著哥倫
布騎士會的四大方針﹕行善、團
結、友愛和效忠，得到本堂主任
司鐸鄧建衛神父和助理司鐸李志
雄神父、黃公宇神父和甘立祖神
父的支持和鼓勵，在成立的頭一
年已為堂區、教區、聖教會、社
區和國家略盡綿力，祈望天主派
遣聖神帶領，繼續按照天主的旨
意服務，並祈望堂區眾兄弟姐妹
多加支持，讓我們能使麥基夫尼
神父成立哥倫布騎士會的意願得
以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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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ternity 友愛
在會內，為有需要之會員和他們的家庭提供不同援助計劃、
並且互相照應；

Patriotism 效忠
提醒世人，每個天主教徒都是支持自已的國家，
並使每個人都能位於最好國民之行列。
大家是否也願意加入我們堂區的哥倫布騎士會屬會，齊心協力為主服務呢？
只要你是堂區內的男性天主教徒，都歡迎你與家人一迎參加！
請向各神父及現任騎士們查詢。

Knight's sharings
騎士心聲分享
SK Thomas Cheung

您

最近參與堂區彌撒中，有沒
有發現到有十多位穿著整齊白色T恤
的工作人員正在忙於提供服務呢？他
們的服務範圍包括了指揮交通、收取
奉獻、帶領教友有秩序地恭領聖體及
在聖堂前為有需要的老人家照顧。
原來他們正是本堂《哥倫布騎
士會》的兄弟們，他們細心、有禮
貌、有服從性、有紀律地為堂區提供
義務工作，這真令教友們有目共睹。
這些《騎士》們是基於兄弟友
愛及團結的理念，接受了每月兩臺
彌撒(分別是每月第二及第四主日之
9:30am和8:00pm）分担服務，以減
輕堂區原有「服務員」之沈重工作
量。除外，亦有參與堂區各項的活動
（右）部份騎士參加「生命連線」
後，與其他屬會兄弟合照。

服務，如最近的堂慶彌撒、「健康資
訊日」、堂區防火演習、粵劇滙演
....等。
因著《哥倫布騎士會》是站在
維護生命行動的最前線，所以我們堂
區的屬會亦先後參加了支持〝M312
議案〞，負責堂區的簽名運動，亦協
助了在社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而最
近的行動更是，支持堂區「維護生命
小組」的街頭「生命連線」，讓大眾
市民警惕到生命承可貴，切勿殺害那
些尚未出生的小生命....。
大家也是否願意為堂區、為社
區出點綿力呢？就讓我們携手與各《
騎士》一起努力！

我 們哥倫布騎士會乃一個成立不久的華人天主教屬會，由一群充滿熱

Knight's sharings
騎士心聲分享
SK Ambrose Chung, Advovate
（左）
士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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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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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及團結精神的主內弟兄組織而成；由於華人組織的天主教屬會在多倫多較
為少有，所以很多華人教友都不知道我們屬會的存在、及對我們屬會的了
解和認知非常陌生。我們哥倫布騎士會，誠心為教會及所有主內的兄弟姊妹
服務，以宣揚天主的愛和福音為宗旨，希望透過騎士會未來所舉辦的各樣活
動、慈善及義務工作，可讓大家對我們的了解和認識加深。
籍此機會，我們亦希望向所有主內的兄弟姊妹們作出一點呼籲及提醒；
希望大家時刻緊記參與主日彌撒的重要性。我相信大家也會認識一些主內的
兄弟姊妹們、他們因各種不同的原因而疏於回教會參與主日彌撒。我懇請大
家要團結一致，亦不厭其煩的讓你們身邊的那些主內兄弟姊妹們明白，天主
有多愛我們、教會也很需要我們，而每週回教會參與主日彌撒是何等的重
要，就如同神父每個星期天也提醒我們傳播福音的重要性一樣。試問倘若沒
有教友願意團結和積極參與，堂區又如何繼續下去呢？ 所以希望大家多些回
來教會 ~ 我們主內的家，多加支持或協助，甚至多些參與堂區的活動及各種
事務，為作為這個家的一份子而盡一點力和責任、也將天主賜給我們的恩典
及才能回饋教會、更發揮我們的團結和福音精神以傳頌天主的愛。

4th Degree Sir Knights

「第四階騎士」簡介

SK Eddie Leung, Deputy Grand Knight

「 第 四階騎士」是《哥倫布騎士》中另一的階
別，也是第三階正式會員之延續，其成員可被稱為
「騎士先生」(Sir Knight)，而主要理念是加強効忠教會
及國家，成為更熱心的教友及更良好的國民。
現 時 每 個 屬 會 平 均 有 18% 成 員 經 已 晋 階 成 為 第 四
階 別 ， 就 我 們 堂 區 而 言 ， 現 有 18 位 之 多 ， 當 中 包 括
了李志雄神父。而預計在這年稍後，全部「第四階騎
士」可能達到30 多位。
每位「第四階騎士」可自由選擇添置禮袍及
禮 帽 ， 成 為 「 儀 仗 騎 士 」 (Honor Guard)， 因 著 他
們的服式十分鮮明及有多種色彩，故也稱「色彩
騎士」(Color Crop) 。他們的色彩是由紅色開始，
獲晋昇委任成「指揮官」(Commander)後便會改穿
著紫色禮袍，目前，我們堂區共有3位「指揮官」
担當工作協調。

大家是否也願這為堂區、社區、國家提供進一步
的服務，我們歡迎您的加入！
（上）第四階騎士
們與甘神父在萬錦
市議會之酒會與哥
連士樞機合照。
（下）第四階騎士
們參加國慶萬錦市
巡遊。

為發揮更大的服務功能，我們堂區「第四階
騎士」們目前與其他7間附近堂區屬會聯合組成一
個 聯 會 (Assembly)， 並 一 起 參 與 工 作 。 而 聯 會 則 由
一位區域總監帶領，服務範圍為各堂區担當禮儀
儀仗、教區的團體活動、市府及地區的大型愛國
巡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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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騎士屬會》最近行事錄（2012年7月至9月）
07 月01日

加拿大國慶日萬錦市慶祝巡遊

第四階騎士

07 月02日

堂區《夫婦融樂會》慶祝結婚周年感恩彌撒

第四階騎士

07 月02日

堂區25周年銀慶活動「粵劇」演出

全體騎士

07 月05日

聖曹桂英堂騎士屬會新一屆職員就職禮

第四階騎士

07 月07日

堂區25周年銀慶感恩彌撒

第四階騎士

07 月14日

4華人堂區米蘭朝聖

全體騎士

07 月17日

萬錦市議會恭賀多倫多總主教Thomas Collins擢陞樞機

第四階騎士

07 月21日

堂區《騎士會》新騎士招募日

全體騎士

07 月28日

堂區《騎士會》新一屆職員就職禮

全體騎士

07 月29日

堂區《騎士會》新騎士第一階入會禮儀（首次採用中文進行） 全體騎士

08 月06日

為堂區停車場泊車位加掃油漆

全體騎士

08 月18日

6個騎士聯會新一屆職員就職禮

第四階騎士

08 月19日

支持Motion 312動議堂區簽名運動

全體騎士

08 月27日

支持Motion 312動議記者招待會

全體騎士

09 月07日

菲律賓社區天主教教友大會

第四階騎士

09 月08日

嘉模聖母堂《騎士屬會》慶祝該堂45周年

全體騎士

09 月08日

堂區健康資訊日

全體騎士

09 月09日

為堂區服務組9:30am彌撒工作

全體騎士

09 月16日

美蘭加拿大殉道大殿聖母玫瑰主日

第四階騎士

09 月22日

聖曹桂英堂慶祝20周年銀慶感恩彌撒

第四階騎士

09 月23日

堂區《騎士會》新騎士招募日

全體騎士

09 月23日

為堂區服務組8:00pm彌撒服務

全體騎士

09 月29日

為堂區Fire Drill 服務

全體騎士

09 月29日

堂區《騎士會》新騎士第一階入會禮儀（再次採用中文進行） 全體騎士

09 月30日

支持「生命連線」街頭靜默巡遊

全體騎士

10/11月份

騎士在堂區工作備忘錄
10 月15 日 7:30pm
Cursillo Movement Mass
第四階騎士儀仗服務
10 月14 日 9:30am
為堂區「服務組」工作
10 月16日 7:30am
十月份例會
10 月22 日 7:00pm
第二階新騎士入會禮儀
10 月28 日 7:00pm
第四階新騎士資訊夜
10 月28 日 8:00pm
為堂區「服務組」工作
11 月11 日 9:30am
為堂區「服務組」工作
11 月11 日 7:00pm
第三階新騎士入會禮儀
11 月24 日 全日
第四階新騎士入會禮儀
11 月25 日 8:00pm
為堂區「服務組」工作
尚有其他活動將另行通知
務請各騎士兄弟屆時出席
各項詳情，將用電郵通知
亦可向騎士總長/副總長
查詢。
（下）騎士們為堂區工作

（上）新騎士招募日部份
參與騎士合照

（上）7月29日新騎士採用中文第一階入會禮儀後合照
（右）9月29日新騎士另一次第一階入會禮儀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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