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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Knights of
Columbus is located at New Haven, US.
Our Supreme Knight, Carl A. Anderson
brings a monthly message on the spirit of
Knights of Columbus which is very inspirational for both our Knights and Catholics as well.
Early this year, our Supreme Council held
a convention and the theme was “Proclaim
Liberty throughout All the Land”. An extraordinary message from the Holy Father conveyed
by Vatican Secretary of State Cardinal Tarcisio
Bertone said:
“At a time when concerned efforts are being made to redefine and restrict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the Knights
of Columbus has worked tirelessly to help the
Catholic community recognize and respond
to the unprecedented gravity of these new
threats to the Church’s liberty and public moral
witness. By defending the right of all religious
believers, as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in their
institutions, to work responsibly in shaping a
democratic society inspired by their deepest
beliefs, values and aspirations, your Order, (the
Knights of Columbus) has proudly lived up
to the high religious and patriotic principles
which inspired its founding.”
Our Supreme Knight, Carl A. Anderson
stated:
“The Knights of Columbus is committed
to ethical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
As a company, we will not invest in other com-

panies that are not morally
or economically sustainable. If an investment does
not work morally, we should
not invest in it.”
“We need to follow
those same values when we
vote. It is time that, as voters, we refuse to support
politicians who promote intrinsically evil policies. And it is time for us to apply such a standard universally, to every candidate in every race
for every office.”
Similarly in Canada, there are human rights which our own
Knights have to fight for,
as in the case of the recent
motion 312 presented by a
pro-life MP Stephen Woodworth. Our knights have
to build a culture of life
and respond to threats
against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such as abortion, euthanasia and redefinition of the sacrament of marriage.
Quotes are from the
magazine “ Col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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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哥倫布騎士會》創辦人麥堅夫尼神父(Fr Michael McGiv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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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of the
Grand Knight
騎士總長的話

SK Jason Kwok,
Grand Knight

哥 倫布騎士會是於1882年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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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
年正好慶祝130週年紀念，本著哥
倫布騎士會的四大方針﹕行善、團

結、友愛和效忠而提供各類服務和活
動，我們獲教宗庇護十二世稱為『聖
教會強而有力的右臂』，而在他之前
及之後的教宗也曾作出類似的聲明，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過，若有多
一、兩個如同哥倫布騎士會他可信
賴的組織，他的擔子將會變得輕鬆得
多。

提出的312動議，修訂一條四百年
前訂下的法例﹕一條把未完全離開
母體的嬰兒不當是人的法例，我們
在嘉模聖母堂、中華殉道聖人堂和
聖曹桂英堂的大堂收集簽名、並出
席新聞發佈會以作支持，雖然動議
不獲通過，但已再喚醒很多人對生
命開始時間的討論和探索。

哥倫布騎士維護真理和我們的
信仰，在眾多服務和活動中，我們是
站在維護生命行動的最前線，我們參
與每年5月第二個星期四在首都渥太
華國會山莊前舉行的『全國維護生命
大遊行』和在9月30日在士刁道與麥
高雲道交界的路口舉行的『生命連
線』靜默祈禱，我們也支持國會議員
伍德渥斯(MP Stephen Wood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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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立祖神父都是哥倫布騎士，歡迎
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按照天主的
旨意服務，並祈望堂區眾兄弟姐妹
多加支持，讓我們能使可敬者麥基
夫尼神父成立哥倫布騎士會的意願
得以成全。

Knight's sharings

萬錦巿居民向新建賭場說 「不」

騎士心聲分享

Alan Ho, 1st Year Trustee, / CMCC Council

自從安省政府面對160億赤字負擔之後，一直以
來，不斷向各方專家徵求開源和節流的良策。此話輾轉
傳到美國賭業王國多家企業耳中，他們亦隨即作出積極
回應，說多倫多市中心會是興建新賭場理想之地。
根據資料顯示曾經考慮興建賭場的地點共有4個，依
次序為多倫多中央島，安省遊樂宮，大湖東岸地段和活
拜馬埸。
此消息傳出後，代表多倫多市中心的多位市議員，
先後表明立場，反對在以上首兩個地點，即多倫多中央
島和安省遊樂宮，興建賭場，並說若果週邊城市，如密
西沙加市或萬錦市願意一力承擔，他們會無任歡迎。此
語一出，頓時把整個大多倫多市的討論話題，集中在多
倫多市應否興建新賭場及那裡才是最理想的地點。
我本人對在大多倫多地區興建賭場一直以來都不贊
成。
不贊成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賭博風氣是很多
社會問題的根源。例如病態賭徒的產生，黑幫勢力的介
入，非法活動的猖獗，道德風氣之敗壞，完整家庭的破
裂等等，無不與賭博風氣有關。
但在另一方面，贊成興建賭場的人士卻認為，賭博
事業確實在經濟效益上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無論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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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稅收上，地區創造就業上，和經濟活動上，皆有著快
捷和龐大的直接影響。
猶記我在未做市議員之前，因為工作的關係，每年
總有兩次要到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出席展覽會和會議。
在那裡時常遇到一些公幹朋友，細問之下，原來他們住
的酒店很多是酒店免費提供給他們的，心中不期然羨慕
起來。但當熟絡後，從這些好朋友的由衷之言得知，他
們這些免費待遇其實是代價不菲，絕大部分都是得不償
失的，原因是他們先要換大量「泥碼」，即不可換錢的
那種賭博籌碼，但卻可以用在賭桌上下注。由於面額頗
大，這些朋友已沒有小賭怡情的想法，而且有許多時候
是在時間的壓力下，務求在最短的時間內，用盡這些泥
碼下注，贏錢時便可收回那種可兌換錢的普通籌碼，而
他們的目標是希望收回的普通籌碼，其面額等同或高過
付錢換「泥碼」的數目，那麼他們便賺了住酒店的費用
了。我的朋友往往因為這少許「甜頭」，就不自覺地變
成業餘賭徒。只可惜現實往往是事與願違，我的朋友輸
多贏少，否則賭場也不會無條件提供免費酒店。
另外有些無能力換數萬美元「泥碼」的朋友告訴
我，他們本身並非賭徒，在自己的原居地也不響往賭
博，但每次到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公幹，總會在工餘

時間走到賭桌前與心中魔鬼討價還價一番，而最終仍是
乖乖地坐下來，經過一輪與心中挫敗邪魔角力之後，幸
好每次都給理智之神喚醒，帶着輸少當贏的心情離開賭
桌。這亦是一個「因利成便」而作出賭博的一個例子。
大慨這就是人類意志薄弱的表現吧。

都是一個民風樸素，治安良好，生活質素頗高的一個
城市。但若有一個賭場興建在民居之地，以上的一切
便可能會蕩然無存。況且現在萬錦巿的經濟狀況尚算不
錯，亦沒有赤字，再加上不斷有高科技的公司搬遷到萬
錦 巿 ， 而 萬 錦 巿 議 會 亦 剛 在 4 月 份 通 過 了 在 Kennedy及
Highway 7 興建的大型體育館等，這一切一切都會帶動萬
錦巿未來的經濟效益和稅收。正因如此，本人絕不贊成
在萬錦巿興建賭場。

既然知道賭博為害這麼大，為何還有這麼多國家或
地方都先後興建這麼多賭場呢？根據一位資深的經濟評
論員之分析，假如一個地方經濟長期處於低迷，社會風
氣之差比興建賭場更甚。原因是有很多規行矩步的普通
市民，因抵擋不起經濟的壓力而兵行險著，抱著孤注一
擲的心態而開始步入偷呃拐騙的生涯。況且，人類本身
是一種矛盾的動物，明知吸煙會危害健康，明知開車前
不應喝酒，明知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等等，但凡此
種種，都不是很多人每天都做着明知故犯的事情嗎？作
為政府，只要有洞悉因賭博而產生的後果，如社會風氣
和治安問題等，若是犯法的便嚴加處罰，可再造的初犯
便加以輔導。除此之外，政府更會推行一系列宣傳及教
育措施，勸諭一些尚未行差踏錯的小市民三思而後行。
其目的是透過謹慎管理賭博事業及因賭博帶來的預期後
果，為庫房的巨額收益而孤注一擲。

此外，側聞美國賭業王國美高梅賭博及娛樂集團回
應多倫多市議員的反對說，若多倫多市中心的兩個地點
不歡迎他們興建賭場，他們會就此作罷，而無意選擇在
其他週邊地區興建賭場。這使萬錦市大部分居民放下心
頭大石。
（按：本文作者Alan Ho何胡景亦為萬錦巿巿議員）

《騎士通訊》編者話
SK Eddie Leung, Deputy Grand Knight

《騎士通訊》是《哥倫布騎士中華殉道聖人屬
會》的一份自費刊物，其出版目的是讓更多教友明白
了解該屬會的服務及工作之理念及守則。

現在很多國家或地區的賭場在興建前後都經歷過不
少反覆辯論，也有不少在進入共榮共存的年代之前曾經
付出過不少血戰，主要原因是龐大的利潤使個人和集團
失去理性。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興起便是一個最好的
歷史借鏡。若不是美國在上世紀20年代初期經歷過的經
濟大肅條，美國也不會在苦無良策之下才批準興建第一
間賭埸。事實這第一間賭場也非忽然產生，而是經歷過
多年反覆辯論和探討，至1931年才暮地而起。但之後亦
經歷過不少血雨腥風，才達致今天的公平競爭，和平共
存。此外，有東方蒙地卡羅之稱的澳門，在1999年回歸
中國前，也因有人認為利益分配不公，多年來亦未停過
腥風血雨，到回歸後不久才漸趨平靜，這一切都不容忽
視。

就如今期刊出的兩篇文章，就清楚顯示出哥倫布
騎士的當中首要宗旨－ 維護信仰及支持公義、道德。
該屬會現有五十多位成員，他們亦基於友愛及團
結理念，分別為我們自己及鄰近之堂區作出服務，發
揮出彼此在主內共融的行動。相信大家亦可從這份刊
物中一睹他們的表現。
屬會在堂區不時舉行「騎士招募」行動，只要大
家是男性的天主教徒、而亦有著為主、為人服務的精
神，他們都會十分歡迎大家的加入。

我從來不懷疑任何政府在龐大的經濟效益驅使下，
與妥善管理治安下滑的決心上取得平衡，相反我卻對一
般小市民抵抗搵快錢的忍耐力，尤其那是入世未深的年
青人擔心。以上兩個例子正好說明人類本身的弱點，無
論有錢換數萬美元「泥碼」的，或是無能力換「泥碼」
的，只要有機會接近賭桌，貪婪之心便隨即湧現，以致
泥足深陷。
作為一個為市民服務的公僕的我，對社會及巿民
要有著一定的承擔和責任，因此在每一個政策做決定之
時，亦會把巿民的利益放在大前題。自從興建賭場議題
一出，我曾先後和很多市民交換在萬錦市興建賭場的意
見，絕大部分都表示反對。反對的理由是，萬錦市一向

（圖）騎士們為堂區指
揮交通及為長者服務。

*

是期《騎士通訊》印刷費用

由厚泰印刷Best Deal Graph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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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騎士屬會》最近行事錄（2012年10月至11月）
10 月7-8日

與堂區333旅童軍秋季賞楓遊

全體騎士

10 月13日

出席St Luke Church與多倫多總主教Cardinal Collins叙會

第四階騎士

10 月13日

參加St Barnabas Church花地瑪聖母出遊儀仗

第四階騎士

10 月14日

為堂區服務組9:30am彌撒工作

全體騎士

10 月15日

參加堂區舉行之教區基督活力運動Cursillo Movement彌撒儀仗 第四階騎士

10 月20日

參加《騎士會》在St Norbert Parish 舉行之「區域」會議

第四階騎士

10 月22日

在堂區舉行《騎士會》第四階騎士資訊夜

第四階騎士

10 月24日

參與St Kateri Tekakwitha宣聖慶祝彌撒儀仗

第四階騎士

10 月28日

為堂區服務組8:00pm彌撒服務

全體騎士

10 月28日

《騎士會》第二階新騎士入會禮儀

全體騎士

10 月28日

參與St Justin Church「騎士」彌撒儀仗

第四階騎士

10 月02日

參與St Patrick Church「追思已亡者」彌撒儀仗

第四階騎士

10 月03日

參與基督君王墓地「追思已亡者」彌撒儀仗

第四階騎士

11 月04日

為堂區9:30am與11:00am彌撒前後指揮交通及為長者服務

全體騎士

11 月10日

參加萬錦市舉行「加拿大國殤紀念日」巡遊

第四階騎士

（下）騎士們參與St Kateri Tekakwitha宣聖慶祝彌撒儀後合照。
（右上、下）騎士們
參與基督活力運動
彌撒儀仗與阮主教合
照。

11月份

騎士工作備忘錄
各月份內每主日
9:30/11:30am彌撒
為堂區指揮交通
及為長者服務
11 月11曰 9:30am彌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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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日
堂區新騎士招募日
11 月20日 7:30pm
堂區騎士屬會例會
11 月24 日 全日
第四階新騎士入會典禮
11 月24 日 8:30am
St Patrick Church
「追思已亡騎士」彌撒
11 月24-25日
堂區新騎士招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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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再用電
郵通知，亦可向騎士總長/
副總長查詢。

4

Knights of Columbus - Chinese Martyrs Council 15463

《騎士會》第二階新騎士兄弟入會禮儀後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