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福音」

作为天主教徒，我们在多方面被召叫以福音生活。个人方
面，我们可以付出时间义务帮助堂区，或付出才能帮助社
会上有需要的人士。我们堂区提供的禦寒计划、食物银
行或其他的堂区事工都需要我们的支持。
还有许多方法
我们能实现福音召叫的「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

在多伦多总教区，我们很幸运有週年ShareLife教区公益
金运动作为一种方式，共同表达我们对近人的爱。在我
们慷慨的支持下，四十二个机构为整个社区提供前线社
会服务和圣职计划，将福音的信息带给需要帮助的人。
无论是为失去亲人的家庭提供辅导，或是向世人传播福
音，ShareLife教区公益金机构都在落实我们以正义和仁
爱为核心的天主教外展牧民计划。

教宗方济各在教宗通谕「福音的喜乐」中说道：
「每个基督
徒和每个信仰团体都蒙召成为天主的工具，为穷人的脱
贫和进步效力，让他们能完全融入社会。
」ShareLife 教
区公益金机构把这信息带进生活中。当我们思考他们的
工作时，我们意识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天主教会
在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感谢教区教友，通过捐助
我们的週年募捐，回应支持他们工作的召叫。

我们的机构在製定新计划和加强服务，以满足那 些寻求
帮助的人的需要。今年，我们增加拨款来 支持他们的工
作。我邀请你加入与我一起帮助他们，请极力捐赠2017
ShareLife教区公益金运动。比以往更需要，我们都蒙召
去爱我们的近人，而 我们对ShareLife教区公益金的慷
慨支持是将基督 的手带给有需要的人的方式之一。正如
「箴言」说道，
「目光慈祥的，必蒙受祝福，因他将食粮，
施捨给穷人。
」感谢你经由对ShareLife教区公 益金的支
持，照顾他人的需要！
愿我们的主常常祝福你。

SHARELIFE教区公益金2016汇报

•
•
•
•

堂区週年运动捐款$12,065,419。
ShareLife教区公
益金总体募捐共超过$1,370万。

通过我们的天主教家庭服务机构，帮助超过21,000
多人处理压力，焦虑，个人危机，家庭暴力和受困扰
的感情。

活出福音

… 为有需要的人士给予援手。
谢谢支持ShareLife教区公益金！

Camp Ozanam营地之家为超过600名来自贫困家
庭的男孩提供了体验夏令营的机会。

协助超过7,500名弱势和被边缘化的老年人获得支
持日常生活和连繫社群的服务。

… 为有需要的人士给予援手。

请慷慨捐助。

你的捐赠支援 ShareLife 的
42 个机构及受资助人士。

2017堂区募捐运动
ShareLife主日捐款收集
四月二日 | 五月七日 | 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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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如何捐助ShareLife教区公益金的资讯，
请联络你的堂区或︰
1155 Yon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4T 1W2
416-934-3411 或 1-800-263-2595
www.sharelife.org
/ShareLifeCan

Thomas Cardinal Collins
多伦多总主教

活出福音

@ShareLifeCan

www.workingwonders.ca
慈善机构註册编号 13063 2474 RR0001

sharelife.org
天主教社区及其夥伴以正义和爱
慷慨地作出响应。

2017 SHARELIFE
教区公益金运动倡议项目

为有特殊需要人士服务

Mary Centre 玛利亚中心 		

$1,042,407

www.marycentre.com (416) 630-5533 (Toronto)
(905) 866-6300 (Brampton)

$157,100

Our Place Community of Hope
我们的家园社区的希望		 $263,609
www.ourplacecommunityofhope.com | (416) 598-2919

ShareLife教區公益金將在2017年撥款$1,368萬給予
我們的機構，與前一年相比增加了$485,700。額外資
金將用於:
•
•
•
•
•

•
•

•

•

支持各机构留用及加强工作人员，以应付日益增加
的服务需求；
维持家庭服务的免约辅导诊所，为客户提供无需预
约的当天服务，从而减少或免掉额外谘询的需要

如何捐助
•
•

加强对居住在过渡性房屋中青年的生活技能和指
导。
这些支援措施，通过培训，指导和善後辅导服务，
有助於青年积极从寄养过渡到独立生活;

•

提供机构之间的共用设施或後勤部门整合，从而提
高行政效率，组织效率和组织能力。目前，各机构共
用财务管理及人力资源部门，并在探讨共用资讯技
术资源的各种方案。St. Elizabeth Service Trust圣
依撒伯尔服务信託担任该项目的服务供应商;

•

扩大援助和支持住在多伦多的孤立和边缘化老年人;

帮助各机构建立能力作评估和报告其计划和服务的
有效性和影响力，这有助於展示 ShareLife教区公
益金资助的重要;

支持继续一个试验项目，在Region of Peel皮尔区
和Simcoe County闪高县的支援长者外展活动。这
项工作与当地的天主教家庭服务机构和六个堂区合
作，旨在将训练有素的义工与孤立和孤独的老人联
繫起来。长者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支援。义
工将通过家访，电话和协助他们连接上社区的资源，
来培养和培育与老人的关係;
支持继续开展试验项目，测试为遭受创伤和其他心
理健康问题的年轻母亲采用一种悲伤和解方法的适
用性。
该项目旨在为年轻母亲提供机会，探索悲伤，
并认识到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从而愿意接受治疗，以
支持健康的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福祉;
资助John Paul the Great Centre at 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 parish坎特伯里圣奥斯定堂区的大
若望保绿中心。该中心帮助用户建立和转化他们的
灵修生活，并提供定期课馀活动，老人活动，毒瘾及
预防支援组。

Saint Elizabeth Health Care
圣依撒伯尔医疗保健		 $45,000

•

www.saintelizabeth.com | (905) 940-9655

在你的堂区尽力捐赠ShareLife教区公益金，
捐款日(四月二日，五月七日，六月四日)
或网上捐款 www.sharelife.org

回应ShareLife教区公益金的邮件募捐呼籲，将捐款
送到你的堂区。
指定ShareLife教区公益金作为你在工作场所慈善
运动中的首选慈善机构。
请求工作僱主相应补助你的ShareLife教区公益金
捐款。
在你的遗产安排中给ShareLife教区公益金一份遗
留的馈赠。
家庭服务

$3,886,885

Catholic Family Services of Durham
杜兰天主教家庭服务		$440,197
www.cfsdurham.com | (905) 725-3513 (Oshawa)
(905) 428-1984 (Ajax) | (905) 985-4221 (Port Perry)

Catholic Family Services of Peel-Dufferin
皮尔－德芙林天主教家庭服务

www.cfspd.com | (905) 450-1608 (Brampton)
(905) 897-1644 (Mississauga)

Catholic Family Services of Simcoe County
闪高县天主教家庭服务 		
www.cfssc.ca | (705) 726-2503 (Barrie)
(705) 526-9397 (Midland)

$576,224

$667,447

www.cfstoronto.com | (416) 921-1163

www.ccsyr.org | (905) 770-7040

FertilityCare Toronto 多伦多生育护理中心
(前身为Marguerite Bourgeoys 玛加利大·
布勒瓦家庭中心) 		
www.fertilitycare.ca | (416) 465-2868

$485,788

St. Bernadette's Family Resource Centre
圣女伯尔纳德家庭资源中心 		
www.stbernadettesfrc.org | (416) 654-9810

St. Michael's Homes 圣弥额尔之家/
Matt Talbot Houses 		

www.stmichaelshomes.org | (416) 926-8267

$230,126

$40,000
$186,572

Street Haven at the Crossroads
十字路口街头避风港		$120,000
www.streethaven.com | (416) 967-6060

为移民及难民服务

Office for Refugees 难民办事处 		

www.archtoronto.org/refugee | (416) 645-0827

Catholic Crosscultural Services 天主教跨文化服务
www.cathcrosscultural.org | (416) 757-7010

为单亲及青少年父母服务

Rosalie Hall 		
www.rosaliehall.com | (416) 438-6880

$492,667
$302,400
$190,267

$741,291
$81,719
$269,591

Rose of Sharon Services for Young Mothers
年轻母亲服务 		

$269,981

www.roseofdurham.com | (905) 432-3622 (Oshawa)
(289) 385-1160 (Ajax)

www.vitamanor.org | (905)502-7933

Centres d'Accueil Héritage 传统接待中心
www.caheritage.org | (416) 365-3350

LA Centre for Active Living 活跃生活中心

www.loyolaarrupecentre.com | (416) 452-4875

Providence Healthcare 天佑医疗保健		

Society of Sharing 为儿童及青年		
www.societyofsharing.org | (416) 413-0380

$1,080,342
$175,000

www.svdptoronto.org | (416) 364-5577

Covenant House Toronto 圣约社		

$500,000

www.covenanthouse.ca | (416) 598-4898

Office of Catholic Youth 天主教青年辨事处

$170,000

www.ocytoronto.org | (416) 599-7676

Sancta Maria House 圣玛利亚之家		

$40,142

www.pointinc.org/sancta-maria-house | (416) 925-7333

Youth in Transition 青年过渡社		

$195,200

(416) 934-3401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MISSIONS

$1,500,000

Canadian Catholic Organization for Development
& Peace 加拿大天主教发展与和平组织

$800,000

www.devp.org | (416) 922-1592

Pastoral Mission Fund 牧灵传道基金		

$700,000

(416) 934-0606 ext. 516

EDUCATION OF CLERGY

$1,875,000

St. Augustine's Seminary of Toronto
多伦多圣奥斯定神学院		$1,700,000
www.staugustines.on.ca | (416) 261-7207

Serra House 培圣之家		$100,000
www.vocationstoronto.ca/serra.htm | (416) 968-0997

Redemptoris Mater Seminary 救世主之母神学院

机构支助，宣传及义工发展

$833,347
$98,347
$55,000
$600,000
$80,000

$75,000

$878,862

Catholic Charities of the Archdiocese of Toronto
多伦多总教区天主教慈善组织 		
www.catholiccharitiestor.org | (416) 934-3401

GRANTS-IN-AID

Vita Centre 生活中心		$120,000

为长者服务

Camp Ozanam 营地之家 (St. Vincent de Paul)

(416) 264-9466

Rose of Durham Young Parents Support Services
年轻家长支援服务 		

www.providence.on.ca | (416) 285-3666

$61,200

Natural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自然计划生育协会		$52,816
www.naturalfamilyplanning.ca/toronto | (416) 481-5465

www.silentvoice.ca | (416) 463-1104 (Voice)
(416) 463-3928 (TTY)

www.therose.ca | (905) 853-5514

Catholic Family Services of Toronto
多伦多天主教家庭服务 		$1,603,213
Catholic Community Services of York Region
约克区天主教社区服务

Silent Voice Canada 加拿大寂静之声		

为儿童及青年

$878,862

$616,201

The deVeber Institute 研究所		
$8,500
Birthright Incorporated 天赋权利法团
$20,000
Right to Life Association of Toronto 多伦多生存权组织 $40,000
New Beginnings 新起点		 $50,000
Canadian Food for Children 加拿大儿童食品
$85,000
Good Shepherd Centre 善牧中心		
$95,000
院牧服务 		
$200,000
天主教慈善团体分配特别津贴 		
$117,701*
筹款		$984,991
行政		$514,023

*天主教慈善机构，在ShareLife教区公益金的支援下，提供额外
的社区补助金，以援助饑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生活在贫困中
的儿童和青少年，应付精神健康问题和堕胎创伤的妇女，残疾人
士，和重返社会计划的监狱事工。

请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我们

/ShareLifeCan

@ShareLifeC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