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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陳
永
超
神
父
在這五十年間，以色列人努力去改造曠野的環境，
使之成為能夠居住的綠洲。但那只是一丁點的有限地
區；大部分的地方還是荒涼的，沒有多少明顯的生機。
早在3500多年前這
個看似荒蕪的地方，已
有他的原居民，他們靠
著獨特的天賦技能，懂
得在曠野中尋找及儲存
最重要的資源……水。
有了水就能使他們所在
的地方充滿生機，他們
能耕種、能牧養牛羊、
並能安頓居住下來。
無論你是哪一個種族、哪一個國籍，擁有什麼信
仰或是文化背景；安居樂業，始終是大部分人所渴求
的，這一點相信你們也十分清楚瞭解。居住在這個曠野
中的人，不單只有猶太人，還有猶太後裔的非洲人，以
及更遠古的時代已居住和活躍於這裏的〝貝都因人〞
（Badouin）。他們也被稱為〝駝民〞，因為他們以牧
養駱駝為主要
的生計。遠在
亞巴郎來到這
片土地以前，
貝都因人便在
這一片曠野
中，開闢了歷
史中有名的乳
香之路。
相信若翰洗者也知道這些事實，所以他深信，為了
預備萬軍上主的道路， 也可以像貝都因人和羅馬人一樣
在曠野的地方開闢一條康莊的大道。在荒涼之地發掘水

「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
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徑。」
洗者若翰便在曠野裡出現，宣講悔改的
洗禮，為得罪之赦。猶太全地和耶路撒
冷的群眾都出來，到他那裡，承認自己
的罪過，在約但河裡受他的洗。（谷1
：3-5 ）
你知道猶太的曠野是怎樣的嗎？
如不知就請到堂區網頁（http://www.
stthomaschurch.org.hk）的面書
（Facebook）專頁裡，看看我所張貼
的〝進入曠野〞系列的圖片吧！

源，使之成為綠草如茵，菓樹
栽植於大道兩旁的皇皇大道。
當然他所指的，只是一
個喻象，外在的環境可以改
變，人內在的心態也可以有所
變化。但當人的心靈花園因缺
乏打理和灌溉時，情況也就會
如同曠野一樣，變成乾旱無水
之地， 樹木枯槁，寸草不生。
那麼你的心靈花園現在
是什麼模樣？……你有沒有
好好地照顧自己的心靈花園
呢？……
當我們真誠地信賴
天主時、當我們堅持每
天虔誠地祈禱讀經時、
當我們熱切盼望領受聖
事時、當我們因基督的
名而行愛德的行為時；
天主恩寵的雨露、陽光
和養分便會自自然地沛
降到我們的心田中。不
單只是心靈花園，就連
心靈綠洲也可以形成
呢！因為為天主而言，
一切都是可能的。

就讓我們在這個將臨期當中，好好打理照顧自己的
心靈，讓聖神引領我們 活於天主的恩寵之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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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教友分享
當推開聖門，你期望看到的是一個怎樣的圖像？                Alix Lai
這天看到英文團體的姊妹
隆而重之地穿着漂亮的裙子，
用心地佈置聖堂，準備敬禮聖
母的活動，我突然問自己……
聖堂是甚麼地方？
為英文團體的弟兄姊妹來
說，聖堂是他們第二個家。為
我亦然，聖堂是我的家，是所
有弟兄姊妹的家！
每逢主日回聖堂除了參與
彌撒，我也會參與一點服務，
這並不是因為我喜歡服務（個
人其實比較喜歡畫畫 、 彈琴 、
閱讀！），服務是因為聖堂是
我的家，我愛自己的家，而家
裏的工作是需要弟兄姊妹一起
分擔的，就像一家人吃飯後有
人幫手執枱丶有人洗碗丶有人
切水果一樣。

堂區的英文團體很多時下午仍有聚會，例如朝拜
在這個家裏服務，讓我有機會接觸不同的 聖體啦，恰巧當時其中一位英文團體的負責人來
人，認識不同人的故事，有時可能只是遇然的相 買東西，我給他們互相介紹，然後他又問起堂區
遇，或是路過的分享，我都會把弟兄姊妹的事記 幼稚園的教學語言，英文團體的弟兄鼓勵他說小
在心，為各人的需要代禱。
孩愈小年紀學中文愈快。（他沒有說謊，他的女
當天我幫忙明愛賣物會義賣的預售工作，有 兒是在本地中文學校讀書的，我也曾經與她交
談，她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呢！）期間有神
三個片段令我很深刻。
父丶修女經過，我一一給他們介紹了。好搞笑是
第一是看見一群菲律賓姊妹們埋首選購貨 修女一聽他們沒有參與彌撒即大嘆〝怎麼可以不
品，然後滿足地抱着一手心儀貨品離開的笑臉， 參與彌撒呀？！〞 哈！相信這個家庭應該可以很
我感覺這比籌得多少善款更有意思！
快解決到他們不能早來聖堂的困難呢！
第二是看見其中一位教友在義賣場巡迴了良
能夠幫助弟兄姊妹（無論是甚麼年紀甚麼膚
久，然後拿着兩件價值十元的貨品來投下善款， 色說甚麼語言）融入堂區生活，親近基督，內心
他告訴我因為現在沒有收入，買每件東西都會想 會感到一種喜樂，這種喜樂不是因為行了甚麼愛
得好清楚，其後得知原來他已退休，他在堂區參 德，而是看見自己的弟兄姊妹得着快樂，自己也
與很多善會的服務，是一位熱心教友，相信他是 感到快樂，相信我們的天父更快樂！
有心來支持明愛義賣的活動，非常感謝他！同時
當我推開聖堂的大門，我期望看到的就是這
他提醒了我，我們不是拿自己多餘的來捐獻，而
是在自己的不足中奉獻自己的所有，天主喜愛樂 樣的一個圖像——大家弟兄姊妹視聖堂如自己的
家，教友們彼此的關係和感情就如自己的弟兄姊
捐的人！
妹一樣，而我相信我們是可以由自己開始實踐，
第三是最想分享的一段。話說這天看見一個 描繪自己願意看見的圖像。〝慈悲之門〞不是一
貌似南亞裔的家庭來到義賣場，他們兩個大人， 扇自動門，是需要用我們用雙手推開的！
女的拖着兒子、男的抱着女兒。在義賣場待了一
十月最後第二個主日是傳教節，最有力的傳
段頗長時間，我看他們好像有點生面口，主動上
前跟他們聊天，本想做點福傳，介紹他們天主教 教不是做甚麼去叫人領洗，而是活在這個信仰中
信仰。言談間發現原來他們是印度人，是天主教 的我們每一個能展現出耶穌基督與我們天天在一
徒，他們也常來聖堂祈禱，只是因為孩子年紀還 起的喜樂和平安！
小，一臉無奈地表示英文彌撒的時間為他們帶小
彼此共勉！
孩來參與實在太早太困難。然後我告訴他們其實

2

同心建設美好堂區
堂區議會

根據章程，堂區議會的宗旨在於聯同聖多默宗
徒堂主任司鐸、助理司鐸及牧職團，以共負責任
的精神把堂區建立為一個信、望、愛的團體，使
聖多默宗徒堂全體信友積極參與教會宣揚福音、
聖化世界的使命。
承擔以上堂區議會工作的2017-2020年度的幹
事已投入堂區服務，為讓大家更深入了解，今期
很高興邀請莊桂榮會長、黎為華內務副會長和鍾
偉國外務副會長接受訪問，分享他們參與幹事會
服務的動力和期望。

驅使參與服務的動力
莊桂榮會長表示聖神在內心深處不斷鼓勵作出
勇敢的抉擇，良知催促承擔，最後毫不遲疑地回
應天主召叫，決定慷慨付出，奉獻自已寶貴時間
及履行教友的責任，與一班有心的幹事一同服務
堂區。

幹事會正籌劃周年計劃，工作的方向如下：
肩負福傳使命 ；依教會之訓示，推廣、統籌

及協調堂區內，以信徒為基礎的福傳事工，以及
支持教區的教友傳教活動。現正策劃開放及重整
堂區資源，為社區青少年提供自修室服務，作為
福傳的種子。  

參與堂區牧民工作；與牧者共同策劃、統籌

及協調堂區的牧民工作，協助牧者推行所議定的
牧民計劃及方針。秉承以往培育教友的活動和計
劃，以配合教友靈修的需要。

促進教會團結共融 ；促進堂區內各善會/團

體/小組間的團結及溝通; 作牧者與教友的橋樑，
促進彼此的聯繫，俾能互相支持，建立一個共融
的團體。凝聚教友，鼓勵擁有不同「塔冷通」的
教友為堂區服務，透過服務，增強使命感和歸屬
感，一同用心建設一個更美好的聖多默宗徒堂！

黎為華內務副會長已在堂區參與青年服務接近
三年，有準備參與幹事會工作，以回應天主給予
的恩寵，善用神恩，凝聚教友發展自己的專業技
能服務堂區。
鍾偉國外務副會長表示一班平日熱心合作的
好友均參與幹事會，大家全心全意祈求聖神的引
領，使堂區的弟兄姊妹能滿載聖神的德能，共同
負起福傳的使命，建樹堂區大家庭，遂決定開放
自己，積極接受服務堂區的機會。

議會聚會時間
幹事會：逢雙月第一主日(幹事參與)
評議會：逢單月第一主日(歡迎教友列席)

新措施
彌撒後安排兩位幹事與教友溝通聯絡：
第一、第三主日：提前彌撒及早上八點彌撒後
第二、第四主日：十一點及十二點半彌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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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羅彼得神父
一切是由祢而來，我們只是將由祢手中得來的，再奉獻給祢                                                                   編輯組  李素瑩
Of All things come of thee, and of thine own have we given thee

Interview with Rev. Peter Latouf

Rev. Peter Latouf of the U.S. Maryknoll, who just got
ordinated in May this year, and was assigned to Hong Kong
in August, has started serving our church since September.
Hong Kong is the first place he served since his ordination.
Before joining the monastery, he had been to Hebei, China
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college, and had considered to
visit China again. Peter Latouf took Psychology in college,
realising that he got the talent in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he had once aimed to be a teacher. Born in a faithful Catholic
family, he also thinks that the church is very important to him.
“I want to use this gift for the church”

屬美國瑪利諾外方傳教會的羅彼得神父於今年5月
晉鐸，並於8月來港，旋即於9月入駐本堂。香港，是
他晉鐸後選擇及獲派遣的首個地方。羅神父熱愛中華文
化，在他尚未進入修道院前，已曾到中國河北作為大學
交換生，回國後已期待再次來華。他期望能善用天主給
予的恩賜，服務本地教會。
生於虔誠天主教家庭的他在大學時修讀心理學，並
發現自己擅長於與人溝通，曾有志成為教師，但卻同時
認為教會對他而言更重要，於是想到應該用這些恩賜去
服務教會。「我在年幼時已曾感應到聖召這個呼喚，並
曾向父母透露其心意。當我完成大學課程後，我向父母
說我想要當神父的決定，他們也不感到意外，我很多謝
家人的支持。」羅神父喜歡具挑戰性的工作，也熱愛學
習不同文化和語言，遂決定加入瑪利諾外方傳教會。
在7年的修道生活裡，羅彼得走遍世界七大洲，當
中曾被派往台灣服務兩年，從而學得一口流利普通話，
閱讀中文對他而言也並不困難，惟他笑言，學習廣東話
相對較為困難。到港後，羅神父獲派至聖多默宗徒堂服
務。巧合的是，於較早前獲派來本堂的盧賢喆神父，也
是他在赤柱瑪利諾神父宿舍的同窗，讓他更快適應來港
後的工作。
羅神父現時主要負責英文團體的工作，他期望可儘
早學好廣東話，以便可以服務更多華語教友。「這裡的
教友及司鐸職員都相對年青，我感到易於與他們相處。
當教友知道我在學習廣東話時，他們會幫助我糾正發
音，我感到大家都是互相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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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Latouf likes challenging jobs, enjoys learning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decided to join the
Maryknoll Missionary. “Even when I was younger, I felt it was
my calling that God has chosen me for this job. I mentioned it
to my family. After finishing college, I decided to study to be a
priest. When I talked to my parents, they were not surprised
at all. I am very thankful to my mum and dad, they always
support me.”

During the 7 years of monastic life, Peter Latouf has
been assigned to serv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2 years
in Taiwan, thus, he can speak fluent Mandarin. Reading
Chinese is not difficult for him, but he pointed out that learning
Cantonese is relatively difficult. Feeling enthusiastic in
Chinese culture, he selected Hong Kong to be the first place
to serve since his ordination. Being assigned to St. 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coincidentally, Rev. Issac Noh who has
already been working in the church, was his dormmate in
the Maryknoll House of Stanley. This made it easier for Rev.
Latouf to get used to the new job.
Rev. Latouf is now mainly focusing on working with
the English community of the church. He is paying an effort
in studying Cantonese, hoping that it may help him serve
the Chinese community as well. “The community, staff and
priests are pretty young. I find it easy to relate and speak with
them. The people know I am studying Cantonese, and they
always try to help me with my pronunciation. I find that it is not
only me trying to help the community here, but they are also
helping me. So it is giving and receiving.”

堂區新世代•Youth Group
Youth Group (青年善會) 會長陳家禧
受完聖神的初中生不會除了每星期參與彌撒外，在聖堂
就沒有任何活動。而當然，我們也非常歡迎其他青少年
的加入。我們也設立了一個Facebook的專頁，讓其他初
中生更了解本善會的運作和活動的詳情。

節目和活動

本善會的宗旨是「凝聚堂區青年，活出基督信仰」
。顧名思義，我們在聚會中都不忘耶穌基督存在在我們
中間，讓我們不只有玩樂，更加重要的是靈修和服務，
對堂區抑或是社會的歸屬感又有所提升。我們的恆常聚
會是逢星期六，下午五時至六時半，地點在408室，會因
應各個青年的測驗或考試日期而作出調整。

加入Youth Group
首先，我們和主日學的堅振班有銜接的活動，分別
是到班房裏進行介紹，以及一年一次的迎新日，好讓領

我們Youth Group的節目正在不斷地增加。在十一
月，我們會有電影分享會，可以令大家觀賞電影之餘，
透過互相的分享和交流，從而有新一番的體會。在十二
月，我們有更多精彩的節目。我們首先會報置小聖堂，
發揮青年的創作力，為堂區添加多一份聖誕的氣息。另
外，我們會分別去到醫院和商場報佳音，用美妙的聲音
去履行福傳的工作。最後，我們在平安夜前在聖堂內舉
行打邊爐或者燒烤等等的聚會，讓活潑的青少年聚在一
起吃飯、聊天、玩樂，為聖誕節留下一個難忘的晚上。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資訊，我們將會在Facebook專頁上
發放。

Youth Group at St.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非一般的慕道班             編輯組 麥欣茵
  新一期的慕道班在
9月已經開學啦！1719年度星期四上午
慕道班的導師巧用心
思，用「家·愛」為
主題，以工作坊、專
題講座等別開生面的
形式，為問道者們揭
開了新學期的序幕。
早上的慕道班迎來了一眾家庭主婦、退休人士和需要
輪班工作的人士，讓他們有機會認識天主，尋找人生方
向，提升自我的生命的意義。
我有幸能參與其中，獲益良多。大家一向認為聽《
聖經》都會覺得有點兒悶，就算是能引古論今的講者也
往往是照本宣科，但星期四班一連四周的工作坊及講座
卻令聽者跳出書本的框框，清新有趣的學習方式，讓大
家每次課堂結束後都會期盼著下週四的來臨。
「愛很美」工作坊；用自己喜愛的圖片親手拼貼在
筆袋或其它家品上，送給自己的最愛。不經意地，愛的
真理，在導師的指導下通過參加者的投入參與，悄悄地
傳揚出去了。那份對愛的執著和被愛的滿足，實實在在
重燃了參與者及其家人的愛火，似春風化雨般，點點滴
滴地滋潤了大伙兒的心田。望著兒子高舉著我造的手
工恐龍筆袋，開心滿足地向同學仔誇耀時，我不禁為
天主化工的奇妙感嘆不已！感謝天主！讚美你！你讓
這微不足道的小手工，使我從刻板的生活中找到了快

樂，這份獨一無二的愛，感染了每一位參與者及家人。
「愛社區」導賞活動 ；由導師兼導賞員帶領大家
參觀聖多默堂。導師從教堂的外觀設計到小聖堂的內在
佈置特色，引領著大家去體味建築的特別之處；介紹畫
像雕塑，引出聖經歷史故事起源。走出課堂，放開書
本，同樣都可以認識福音，找到愛的根源。活動式的教
學，引發學員的好奇心，亦為日後探究福音的真理，埋
下伏筆。
「愛孩子」專題講座；誠意邀請資深教育工作者黃
少芳女士，教導大家同小朋友溝通技巧，提昇孩子的學
習能力方法；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引導孩子的思考，及表
達能力的培養；孩子日常飲食與活躍症的關係等種種專
業的知識，為在座的每一位父母上了一堂非常專業的育
兒課。大家為了愛惜孩子、守護家園的心又一次深深地
表露無遺，這不就是天主的愛嗎！
你懂得愛嗎？你認識天主的愛嗎？如想偷窺一斑，
歡迎星期四早上來到407室慕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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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三一主日合一禮讚

6月17日初領聖體

6月18日送聖體員派遣禮
7
月
2
日
主
保
瞻
禮

7月16日
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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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領受堅振聖事

聖事與活動回顧

10月2日
夫婦日營 - 陪著你走

10月8日接待組派遣禮

10月29日
聖十字架
及
聖母敬禮
遊行

9月30日聖言宣讀員派遣禮

11月5日鹽田梓朝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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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賣物會

從服務中實踐愛德
2017年荃灣區明愛慈善賣物會已在11月19
日舉行，當日聖多默宗徒堂一班義工攜手合作，
透過攤位多款禮品(衣物、飾物、玩具、家庭用
品等) 供大眾選購，以籌集善款來支持香港明愛
發展各項有意義的服務。讓小朋友玩得高興，市
民又可盡情購物買得心頭好，一同歡度愉快周
日，實在有賴一群用行動見證愛德的義工才行，
當天訪問了其中幾位義工：

兩位初中少年鍾信
希和何恩彥
“我們都是跟家人
前來當義工，當賣
出貨物，想到善
款能幫助有需要的
人，感到很有意
義！”

就讀中二的陳斯琪和
李嘉怡
“有人在彌撒後向我
們招募，我們便成為
義工，第一次服務感
覺很好！”

黃芷瑩 Janice
“這裏氣氛愉快，為
有意義的堂區服務感
到很開心！”
身為家長的Kitty
Leung
“開心服務他人！”

夫婦組合的鍾逸樂及
覃志敏
“雖已多次做義工，
但仍樂此不疲呀！”

   負責統籌是次活動
的堂區幹事黎為華
(Alix)表示，為凝聚
堂區內各層面的教友
參與是次愛德服務，
本年特別公開招募各
善會成員和尚未加入
善會的教友協助當日
義賣工作，此舉不但
能增加服務的人手，
也能讓非善會成員有
參與堂區服務的機會，從中認識更多朋友，提升
對堂區的歸屬感。能夠幫助弟兄姊妹融入堂區生
活，親近基督，得着快樂，自己也感到快樂，相
信我們的天父更快樂！
教宗方濟各在《慈悲與憐憫》牧函中定每年
常年期第卅三主日為「世界窮人日」，2017年剛
巧正是11月19日。以上義工們和活動統籌黎為華
的分享，嚮應了「我們愛，不可只用言語，而要
用行動」。

聖多默宗徒堂
St.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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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C
MEMBERS SHARING

Christmas is the perfect time to celebrate the
love of God and family, and to create memories
that will last forever. Jesus is God's perfect and
indescribable gift to all of us. The amazing thing
is that we receive this gift and share it with others.
Have a fantastic holiday season!
from the Collectors and Ushers

Spread LOVE and PEACE to mankind the supreme message of Christmas!

Christmas is LOVE. The true meaning
of Christmas is the celebration of this
incredible act of love. John 3:16-17 say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For God did not send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o
save the world through him."

from the Acolytes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with
the light of God’s love.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Choir

Christmas
Messages
2017

Christmas is a time for joy; for peace and
kindness; for giving and sharing and for
reuniting with families and friends near
and far. But most importantly, Christmas is
a time to give love and to celebrate God’s
love. Give love on Christmas Day! Happy
Holidays to all!
by Jude and Nancy Mamoyac (EM)

May GOD's blessings shine down
upon you and your families this holiday
season.

This year has been an exciting one for the St
Thomas youth. With the students who have been
working so hard for their final examinations of high
school, a handful of us have moved on to the next
chapter of our lives in college! It's amazing to look
back at how many years we have been together
sitting in the same church Sunday after Sunday
and eventually watching one another grow.

A Blessed Christmas to all!
from the Elim

So far, we've had hiking trip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Bible studies, dim sum days, pizza and
even Korean chicken with Father Noh! It's been
a blast and hopefully there will be so many more
changes for us to grow together in God's love and
learn to care for one another as one community!
This Christmas we can use this time to really
learn to love and to care for one another in our
community and in our families by getting to know
about each others highs and lows and simply
praying for one another together. We really hope
to unite all our youths together and we all wish you
the Merriest Christmas! :)
by Eloisa Damulo (Youth Group, Readers,
Catechist)

Let this be a time of remembrance of
gratitude and forgiveness to honour
the birth of our Lord, our King and our
Saviour. Have a Merry Christmas to all!

The wonderful festival of Christmas
is here again bringing lots of happy
moments and good wishes from our
family and friends. May the glorious
message of peace, joy and love fill you
during this wonderful season.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Readers

from the Legion of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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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HAIL MARY
DEVOTION
Reflections from Devotees
“As a soldier of Mother Mary or called Legion of Mary,
a Rosary or praying the Hail Mary is our sword in the
battle against evil. Through this 2000 Hail Mary, my
devotion to our Lady was deepened. A long hour of
labor, sacrifice, and offering of my time praying the
Hail Mary with community members is a heartfelt
experience.”
by Melinda (Legion of Mary)
“Some of my petitions during 2000 Hail Mary prayer
were granted though not all but I see some miracles.
For myself, praying the twenty mysteries in a day is no
longer a challenge. What moved me in this devotion
is that all can take part and united in praying the Hail
Mary, have our own share of offering our precious
time praying for everyone, praying for all the souls in
purgatory, praying for all sinners including those in
our home and within our family. I hope and pray that
everyone will join and embrace this devotion and will
experience some miracles in their life.”
by Gina Damulo (Catechist,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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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ng malaking biyaya mula sa Panginoon ng tawagin
niya ako at binigyan ng pagkakataon na tumugon
bilang isang membro ng Legion of Mary na siyang
nagturo sa akin sa pagdarasal ng Rosaryo at naging
pundasyon ko sa paglilingkod ko sa ating Panginoon.
Mas tumatag pa ang aking pananampalataya ng
ganapin sa ating simbahan ang 2000 Hail Mary
Devotion noong July 30 and September 25, 2017, kung
saan nagsilbi ito ng inspirasyon sa buhay ko. Dalangin
ko sa Mahal na Birhen Maria na sanay punuin niya ang
puso ko ng maraming grasya upang maibahagi ko ito
sa kapwa at sa pamilya ko.”

by Cecille Isla (Legion of Mary)

STEC
MEMBERS SHARING

English
Communit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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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C
MEMBERS SHARING

English
Community
Activities

請為本堂善別組（16/6/2017至30/11/2017）
曾服務的亡者靈魂祈禱：我們謙誠地求祢，以祢
的憐憫收納以下弟兄姊妹，使他們安息在祢的懷
中，並得享天國的福樂！
馮     添    鄭少英    陳釗榮    謝健初    陳蓮冰    
郭少梅    呂伯勤    湯彩見    戴龍福    馬廣生    
王秀英    余連德    羅鳳屏    徐對英

2017 聖誕節堂區活動
聖誕報佳音福傳活動，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時至六時三十分舉行，將以巡遊形式在鄰近屋苑
進行，敬請教友踴躍參加。

2017 聖誕節禮儀時間表
彌撒
聖誕節守夜彌撒 (中文)

日期
12月24日 (星期日)

時間
晚上七時正
子夜十二時正

聖誕節子夜彌撒 (中文)
Christmas Vigil Mass (English)
聖誕節彌撒

December 24 (Sunday)
12月25日 (星期一)

9:00pm
按照主日各台彌撒時間

Christmas Masses
聖家節主日提前彌撒 (嬰兒領洗)

December 25 (Monday)
12月30日 (星期六)

According to the Sunday Masses
晚上七時正

Infant Baptism
December 30 (Saturday) 7:00pm
天主之母節前夕 暨 除夕謝主彌撒 (中文) 12月31日 (星期日)
晚上七時正
New Year Eve-Mass (English)

December 31 (Sunday)

9:00pm

2018 新年禮儀時間表
禮儀
天主之母節 暨 新年彌撒

12

日

期

2018年1月1日 (星期一)

時  間
上午九時正

地點
大聖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