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0 日國、粵語提前彌撒中 

請宣讀員宣讀 

堂區本週有以下事項報告 

 
彌撒前： 

1.  30 週年堂慶彌撒將於 9 月 18 日(主日) 正午 12 時舉行，並祝福結婚週年夫婦。週年堂

慶晚宴亦於同日晚上 6 時假帝寶名宴舉行。餐券每位 60 元正，於 8 月 27 日下午 3 時 30
分開始在大堂攤位發售。大小同價，3 歲以下不佔座位兒童免費。歡迎教友攜同親友參

加。 

 
2.  本堂青年組將會參加 2023 年夏季於葡萄牙里斯本舉行之世界青年日，並鼓勵所有年

齡介乎 18 至 35 歲之學生及青年參加。詳情及報名請親臨於 8 月 27 晚上 7 時 30 分假聖

堂內舉行的資訊晚會。 

 
3.  《聖經研讀學會》將於 9 月 6 日起開辦聖經研讀班《馬爾谷福音》。此研讀班將以

實體在聖堂以粵語舉行，彌撒後請到大堂特設攤位查詢及報名。 

 

4.  為幫助教友進一步認識作為天父子女的恩賜及祂賦予的使命，本堂將於 9 月至 11 月

每月第三及第四個星期六舉辦信仰同行培育。報名及查詢 請到堂區辦事處。 

 
5.  2022-2023 之主日學、初領聖體及堅振班現已開始接受報名。報名及查詢 請瀏覽堂區

網頁。 
 

6.  加東華人天主教生活營將於明日每台彌撒後在聖堂大堂義賣曲奇、蛋糕等小食，為

籌得款項支持今年勞動節週末舉行的加東避靜活動。希望大家踴躍支持。 
 
 
 

其他有關活動及消息，請瀏覽堂區網頁。 

 

 

 

 

 

 



8 月 21 日粵語彌撒中 

請宣讀員宣讀 

堂區本週有以下事項報告 

 
彌撒前： 

1.  30 週年堂慶彌撒將於 9 月 18 日(主日) 正午 12 時舉行，並祝福結婚週年夫婦。週年堂

慶晚宴亦於同日晚上 6 時假帝寶名宴舉行。餐券每位 60 元正，於 8 月 27 日下午 3 時 30
分開始在大堂攤位發售。大小同價，3 歲以下不佔座位兒童免費。歡迎教友攜同親友參

加。 

 
2.  本堂青年組將會參加 2023 年夏季於葡萄牙里斯本舉行之世界青年日，並鼓勵所有年

齡介乎 18 至 35 歲之學生及青年參加。詳情及報名請親臨於 8 月 27 晚上 7 時 30 分假聖

堂內舉行的資訊晚會。 

 
3.  《聖經研讀學會》將於 9 月 6 日起開辦聖經研讀班《馬爾谷福音》。此研讀班將以

實體在聖堂以粵語舉行，彌撒後請到大堂特設攤位查詢及報名。 

 

4.  為幫助教友進一步認識作為天父子女的恩賜及祂賦予的使命，本堂將於 9 月至 11 月

每月第三及第四個星期六舉辦信仰同行培育。報名及查詢 請到堂區辦事處。 

 
5.  2022-2023 之主日學、初領聖體及堅振班現已開始接受報名。報名及查詢 請瀏覽堂區

網頁。 
 

 
 

其他有關活動及消息，請瀏覽堂區網頁。 

 
 
 
 
 
 
 
 
 



Announcements for Aug.14, 2022 
2:00 pm English Mass 

Before Mass: 
 
1.  The 30th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Mass will be celebrated on Sunday, 
September 18 at 12:00 noon.  Blessing of the anniversary couples will be held 
during Mass. A celebration dinner will also be held at the NKS Banquet Hall on 
the same evening. Tickets at $60 each are available for sale in the church lobby 
starting on Saturday, Aug.27 at 3:30pm. Parishioners and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are encouraged to be present at both events.   
 
2.  Our Youth Ministry will be participating in World Youth Day next summer 
2023 in Lisbon, Portugal. All students and young adults aged 18-35 are 
encouraged to join. If anyone is interested or is look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we 
will be holding an Information Night on Saturday, Aug 27 at 8:00pm in the 
church.  
 
3.  We are currently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or 2022-2023 Sunday School, First 
Communion & Confirmation classes.  Please visit the Parish website for 
registration &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or more news &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Parish web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