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四年五月
復活節，教會慶祝基督的復活為人類帶來救贖大恩。復活節八日慶期內，
新教友穿著領洗後授與的白衣，參與彌撒聖祭；到了復活期第二主日，又
稱「卸白衣主日」
，他們才脫去白衣，與其他教友，繼續以聖事、祈禱、研
讀聖經和修德行善，在生活中努力成聖，直到由基督帶領進入天國盛宴。

聖母月
教會逢五月和十月特別敬禮童貞榮福瑪利亞。
聖母參與天主救贖工程的每個時刻：在「原始許諾」時，主答應說：「她的後裔要踏
碎你的頭顱」（創 3:15）；在實踐救贖工程時，天使隆重宣佈：「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
與你同在」
（路 1:28）;在耶穌開始傳教時，耶穌俯聽瑪利亞的代禱（見若 2:1-11）;在十字
架旁，
「站着祂的母親」
（若 19:25-27）
；在耶穌升天後，瑪利亞陪伴着宗徒們（見宗 1:12-14），
等候聖神降臨。
瑪利亞是「教會之母」，是「進教之佑」，她守護着信徒，願新教友在聖母的轉禱中
得著助佑。

向聖母進教之佑頌

(聖若望鮑思高神父親撰)

聖母瑪利亞、大能的貞女；妳是教會顯赫、偉大的庇護，妳是天主子民神奇的助佑；
妳嚴肅如陣容整齊的軍旅，把世上所有謬理邪說都摧毀了。在困難、戰鬥、痛苦中，
妳保衛我們，克勝仇敵；在臨終時，迎接我們的靈魂進入天國。亞孟。

為中國向佘山聖母誦 (教宗本篤十六世親撰)
至聖童貞瑪利亞，降生聖言之母，又是我們的母親，妳在佘山聖殿被尊稱為「進教之佑」
，整個
在中國的教會滿懷熱愛瞻仰妳，今天我們投奔妳台前，求妳護佑。請垂顧這天主子民，並以母親的
關懷帶領他們，走上真理與仁愛的道路，使他們在任何境況下，都能成為促進全體人民和諧共處的
酵素。
妳在納匝肋順從主旨，說了「是」
，讓永生天主子在妳貞潔的母胎中取得肉軀，使救贖工程從此
在歷史中展開，妳又懇摯地奉獻自己協助這工程，讓痛苦的利刃刺透妳的心靈，直到最後的重要時
刻，在加爾瓦略山上，十字架下，當妳聖子犧牲自己，使世人獲得生命時，妳佇立在祂身旁。
從那時開始，為一切在信仰中追隨妳聖子耶穌 並跟著祂背起十字架的人，妳以一種嶄新的形
式，成了他們的母親。希望之母，妳在聖週六的黑暗中，仍懷著堅定不移的信心，迎接復活節的黎
明，請將這分辨的能力賞給妳的子女，使他們在任何處境中，即使是最黑暗的時刻，仍能見到天主
親臨的標記。
佘山聖母，請援助那些在日常勞苦中，仍繼續相信、希望、和實踐愛德的中國教友，使他們永
不懼怕向世界宣講耶穌，並在耶穌跟前為世界祈禱。妳以塑像的形態，矗立於佘山聖殿頂，高舉張
開雙臂的聖子，向世界展示祂對世人的深愛。請幫助天主教友常作這大愛的可信見證人，並使他們
與教會的磐石伯多祿結合在一起。中國之母，亞洲之母，現在直到永遠，請常為我們祈求。亞孟。
誦念聖母德敍禱文
五月是特敬聖母的月份，由 5 月 3 日起，每台主日彌撒後，靈修培育組的成員帶領教友誦
唸「聖母德敍禱文」。5 月 24、25 日將誦唸「佘山聖母頌」
。
5 月 24 日聖母進教之佑瞻禮，是「為中國教會祈禱日」
，懇請主內兄弟姊妹謹記為我們祖國
教會熱切祈禱、多行善工。

眾人都為所發生的事光榮天主
教宗聖若望廿三世
10 月 11 日

(宗:4:21)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
10 月 22 日

奇蹟 – 天主的光榮
以下三個治療奇蹟都和兩位教宗封聖有關：
意大利籍仁愛會修女加大利納（Sr. Catalina Capitani）患
了末期胃癌，手術後病情惡化，她的同會修女為她虔誠
地祈求教宗若望廿三世後，她不藥而癒。
法國的西莫內．皮埃爾修女（Marie Simon-Pierre）在一所產科診任職，2001 年
患上柏金遜症。2005 年 5 月 13 日當教宗本篤十六世宣佈展開教宗若望保祿
二世宣福的程序時，她的同會修女鼓勵她對天主要有信心，並且與她一起祈
求這位生前也患這病的若望保祿二世為她向天主代禱。5 月 14 日一個思想
整天縈迴在她腦海中：
「如果你相信，你必要看見天主的光榮。」在痛苦中她總覺得有一種力
量支持着要她繼續相信。6 月 2 日，她向診所長上請辭，因為她病情惡化，寫字、走路和照顧
自己都有困難。但長上拒絕說：「若望保祿還未表態」，並且要她試寫寫教宗的名字。她拿了
紙筆，寫了「若望保祿二世」
，但字跡難以辨認。第二天她起床時，覺得內心平靜。她到聖堂
祈禱，覺得四肢靈活，行動正常，但到參於彌撒時她才醒覺自己已痊癒了。她是一個醫學無
法解釋的治癒神蹟。
50 歲哥斯達黎加婦人莫拉（Floribeth Mora），2011 年 4 月 8 日早上醒來時，頭

部劇痛，接受連串檢驗後證實右腦長了一個動脈瘤，而且開始出血，但醫生
無法替她止血，也不建議做手術，恐會嚴重損害中樞神經甚至死亡。
莫拉帶着絕望和死亡的恐懼回家，以為這次死定了。她的家人在寓所門外做了一小祭台，安
放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照片。2011 年 5 月，她在觀看梵諦岡為若望保祿二世舉行宣佈真福
的典禮時，拿起一本雜誌，看見若望保祿二世的照片，相中的若望保祿二世竟然對她說：
「起
來，不要怕。」她聽從指示站起身，即時覺得好了一點。之後，醫生為她進行了一連串檢驗，
赫然發現她腦內的腫瘤消失了。她又是一個醫學無法解釋原因的神蹟。

孩子的責任感
孩子推卸責任的行為多來自家長過分保護，也來自父母有問題的態度。有些父
母在孩子做出不負責任的行為時，會替他們否認，或為孩子這種行為作出辯解；
又或者當孩子跌倒時，家長繪形繪聲地打地板，說地板「壞」
；又或當幼童初學
某種博弈遊戲而輸掉，家長又會怪責年紀較長的參加者為何不相讓。當孩子習
慣了這種凡事有人為他負責日常生活，他無法理解什麼是「自己的責任」
。我們也可能這樣培育
我們「心內的小孩子」，推委屬於自己的「靈修責任」
，信、望、愛三德因而停滯不前。

網上故事一則
乾隆皇帝到江南巡視，見一農夫扛著鋤頭，就故意跟身邊的宰相張玉書開玩笑。乾隆問：
「這是
什麼人？」張回答說：
「他是個農夫。」乾隆又問：
「農夫的『夫』字怎麼寫？」張順口答道：
「就是二橫一撇一捺，轎夫之夫，孔夫子之夫，夫妻之夫，匹夫之夫都是這麼寫。」不料乾隆
聽後搖頭說：
「你這個宰相，連這個夫字的寫法也辨別不清。」乾隆皇帝說：
「農夫是刨土之人，
上寫土字，下加人字；轎夫肩上扛竿，先寫人字，再加二根竹竿；孔老夫子上通天文，下曉地
理，這個夫字寫個天字出頭；夫妻是兩個人，先寫二字，後加人字；匹夫是指大丈夫，這個字
先寫個大字，加一橫便是。用法不同，寫法有別，不能混為一談啊。」

信德學習年 —— 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憲
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在 1962 年至 1965 年間分四期公佈了十六份文件，
包括四個憲章，九個法令和三項宣言。這些文件是教會訓導，涉及各個領域，
表達了教會的觀點及其在世界上使命。
四個憲章將大公會議有關教會本身、聖經、禮儀和福傳的訓導，有系統地論
及其神學的背景和原則，以及教會對這些領域的態度，作一個全面和清晰的
陳述。這不但讓教會內領導層的成員了解，而且也讓信友都有清晰的概念。
九個法令是教會在不同領域的指引、要求和規則，包括司鐸的培育和生活、修會的生活、傳
教工作、大眾傳播、東方禮的天主教會以及天主教會與其他宗派團體的關係等，讓有關的單
位和團體，在生活和工作上得到明確的指示。
轉載自《信德年與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黃國華神父

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正委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信友應當感到自身對國家所負特殊而固有的使命。他們應以身作則，表現他對公共福利的責
任感與服務精神。他們應以事實指出，權力和自由、個人的主動精神和整個社會團結、統一
的好處及差別的貢獻，彼此之間是可以協調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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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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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第 3 主日

星期六

1

2

3

聖雲先會 2:00pm
(1/2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6:00pm (7 室)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7:30pm (3/4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1/2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教理重溫
8:00pm (聖堂)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
中學生慕道班 (錢 ) 3:00-4:15pm (16 室 )
慕道班 (康 ) 3:00-4:15pm (7 室 )
慕道班 (嫦 ) 3:00-4:15pm (11 室 )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
慕道班 (康 ) 4:15-5:45pm (11 室 )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6 室 )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
慕道班 (董 ) 7:30-9:30pm (7 室 )

二零一四年五月份堂區活動一覽表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
慕道班 (董,黃 ,宋)9:00-10:30am (3/4 室 )
慕道班 (張) 9:00-10:30am (7 室)
慕道班 (何) 9:00-10:30am (12/13 室 )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16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
慕道班 (董,黃 ,宋) 10:30-12:00pm (3/4 室 )
慕道班 (邵) 10:30-12:00pm (7 室 )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
慕道班 (盧) 10:30-12:00pm (16 室 )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心弦聖詠團 1:30-4:00pm (1/2 室)
輔祭會 1:30-3:00pm (3/4 室 )
聖若瑟會 1:30-3:00pm (12/13 室 )
聖物服務組 1:30 – 3:00pm (15 室 )
聖安德肋聖詠團 2:00-4:00pm (16 室 )
新教友子女領洗 1:30—5:00pm (聖堂)
傳道組 4:30-6:00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3/4 室)
青年聖母軍 5:00-7:00pm(5 室 )

星期五

朝拜聖體
8:00pm (聖堂)

5

6

7

8

9

10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3/4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30pm (5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教理重溫
10:00am (聖堂)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運動組 8:00pm
(1/2 組)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6:00pm (7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堂家組 8:00pm
(12/13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1/2 室)

母親節籌備 9:00-5:00pm (禮堂 )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
中學生慕道班 (錢 ) 3:00-4:15pm (16 室 )
慕道班 (康 ) 3:00-4:15pm (7 室 )
慕道班 (嫦 ) 3:00-4:15pm (11 室 )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
慕道班 (康 ) 4:15-5:45pm (11 室 )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6 室 )
主日學導師開會 5:30-9:00pm (禮堂 )
葡萄園聖詠團 7:00-10:00pm (1/2 室 )
慕道班 (董 ) 7:30-9:30pm (7 室 )

星期日
11 復活期第 4 主日
母親節鮮花義賣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
慕道班 (董,黃 ,宋)9:00-10:30am (3/4 室 )
慕道班 (張) 9:00-10:30am (7 室)
慕道班 (何) 9:00-10:30am (12/13 室 )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16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
慕道班 (董,黃 ,宋) 10:30-12:00pm (3/4 室 )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
創世青年會 10:30-12:00pm (14 室 )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善別小組 12:15-1:15pm (1/2 室 )
心弦聖詠團 1:30-4:00pm (3/4 室)
堂區議會 1:30-4:30pm (7 室 )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
青年聖母軍 5:00-7:00pm(5 室 )

18 復活期第 5 主
日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
慕道班 (董,黃 ,宋)9:00-10:30am (3/4 室 )
慕道班 (張) 9:00-10:30am (7 室)
慕道班 (何) 9:00-10:30am (12/13 室 )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16 室)
聖雲先會 9:15 - 12:00pm (禮堂)
慕道班 (盧) 10:30-12:00pm (16 室 )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
慕道班 (董,黃 ,宋) 10:30-12:00pm (3/4 室 )
慕道班 (邵) 10:30-12:00pm (7 室 )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聖言宣讀組 1:15-3:15pm (7 室 )
點核數小組 1:15-2:45pm (1/2 室)
心弦聖詠團 1:30-4:00pm (3/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2:00-4:00pm (16 室 )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3/4 室)
青年聖母軍 5:00-7:00pm(5 室 )

25 復活期第 6 主
日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3

14

15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8:00pm (3/4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禮儀小組
8:00pm (1/2 室)

慕道班（莫）
10:30a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30pm (5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慕道班 (莫)
6:00pm (7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聖母軍 8:00pm 8:00pm (1/2 室)
(3/4 室)
信仰小團體(Iris)
慕道班 (李)
8:00pm (3/4 室)
8:00pm (7 室)
慕道班 (譚)
慕道班 (呂)
8:00pm (7 室)
8:00pm (12/13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
中學生慕道班 (錢 ) 3:00-4:15pm (16 室 )
慕道班 (康 ) 3:00-4:15pm (7 室 )
慕道班 (嫦 ) 3:00-4:15pm (11 室 )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
慕道班 (康 ) 4:15-5:45pm (11 室 )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6 室 )
領洗週年慶 3:00-9:00pm (禮堂 )
葡萄園聖詠團 7:00-10:00pm (1/2 室 )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
青年會 7:30-9:30pm (3/4 室 )
慕道班 (董 ) 7:30-9:30pm (7 室 )
信仰小團體(聖言分享) 8:00-9:30pm (1/2 室 )

19

20

21

22

23

24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8:00pm (3/4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3/4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30pm (5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6:00pm (7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南豐基基團
8:30pm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
中學生慕道班 (錢 ) 3:00-4:15pm (16 室 )
慕道班 (康 ) 3:00-4:15pm (7 室 )
慕道班 (嫦 ) 3:00-4:15pm (11 室 )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
慕道班 (康 ) 4:15-5:45pm (11 室 )
主日學:30-5:30pm (1,2,3,4,5,7,12,13,14,16 室 )
慕道班 (董 ) 7:30-9:30pm (7 室 )

27

28

29

30

31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30pm (5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堂家組 9:00am-6:00pm (1/2 室)
主日學 2:00-3:00pm (禮堂 )
主日學 2:00-5:00pm (聖堂 )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15-5:45pm (11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26

東九龍鐸區學習年培育 1:00-5:00pm (禮堂)
接待組 1:30-3:00pm (1/2 室)
心弦聖詠團 1:30-4:0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青年聖母軍 5:00-7:00pm(5 室)

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區惡劣天氣時緊急通告:

16

星期六

12

慕道班 (林)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8:00pm (7 室)
慕道班 (董,黃,宋)9:00-10:30am (3/4 室)
成人堅振班 (李)
慕道班 (張) 9:00-10:30am (7 室)
8:00pm (3/4 室)
慕道班 (何) 9:00-10:30am (12/13 室)
康盛基基團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16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8:30pm
慕道班 (董,黃,宋) 10:30-12:00pm (3/4 室)
慕道班 (邵) 10:30-12:00pm (7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12:00pm (14 室)
慕道班 (盧) 10:30-12:00p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1:45-1:15pm (1/2 室)
婦女會 11:45-1:30p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攝影小組 12:00-1:30pm (14 室)
善別小組 12:15-1:15pm (15 室)

星期二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維修保養小組
8:30pm (16 室)

六四彌撒
8:00pm (聖堂)

17

聖母像出遊 8: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