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k 主日課程                       11：

15am - 12：45pm

平日課程  7:30pm - 9:00

pm （星期一）

主日 活動 禮儀 / 节日 主題 導師 主持 聖言分享

10:00 - 11:00
備注

1     2017年6月11日 - 聖三主日 上課 基督徒的祈禱 慕道班

2     2017年6月18日 - 聖體聖血节 參與 父親節 父親節 慕道班

3     2017年6月25日 - 常年期第12 主日 上課 分享基督徒的生活 慕道班

4     2017年7月2日 - 常年期第13 主日 放假

5     2017年7月9日 - 常年期第14 主日 上課 信經－天主教信仰簡介 慕道班

6     2017年7月16日 - 常年期第15 主日 上課 發揮想像力—活化我們的信仰 喬偉剛 鄧麗霞

7     2017年7月23日 - 常年期第16 主日 上課 教會史簡介 丁穎逹 鄭弘

8     2017年7月30日 - 常年期第17 主日 分享 分享基督徒的生活 慕道班

9     2017年8月6日 - 耶稣显聖容节 上課
基督化的家庭

 有信仰的婚姻生活
夫婦懇談會 趙寵修

10   2017年8月13日 - 常年期第19 主日 上課 如何做個快樂的基督徒 喬偉剛 王晓松

11   2017年8月20日 - 常年期第20 主日 上課 天主教與中華文化的淵源 丁穎逹 高利

12   2017年8月27日 - 常年期第21 主日 分享 分享基督徒的生活 慕道班

13   2017年9月3日 - 常年期第22 主日 放假

14   2017年9月10日 - 常年期第23 主日 參與 建立主內一家人 - 見面禮 慕道班 鄧麗霞

15   2017年9月17日 - 常年期第24 主日 參與 嘉年華

16   2017年9月24日 2017年9月25日 常年期第25 主日 上課 我從何處來, 我往何處去 易澤航 王郑红

17   2017年10月1日 2017年10月2日 常年期第26 主日 上課 信仰與人生- 生命的意義 丁穎逹 鄭弘

18   2017年10月8日 2017年10月9日 常年期第27 主日 上課 從自我認識, 及與主相遇—圣召 曹神父 趙寵修

19   2017年10月15日 2017年10月16日 常年期第28 主日 上課 聖經簡介 劉鎮邦 王晓松

20   2017年10月22日 2017年10月23日 常年期第29 主日 上課 舊約:盟约、先知、救恩 張美华 王郑红

21   2017年10月29日 2017年10月30日 常年期第30 主日 上課 認識基督：降生、童年、受洗 喬偉剛 高利

22   2017年11月5日 2017年11月6日 常年期第31 主日 上課 認識基督：耶穌講道與天國的喜訊 童利孝 鄧麗霞

23   2017年11月12日 2017年11月13日 常年期第32 主日 上課 認識基督：受難死亡與復活升天 葛寧意 鄭弘

24   2017年11月19日 2017年11月20日 常年期第33 主日 上課 天主聖三 与 祈祷生活 丁穎逹 趙寵修

25   2017年11月26日 2017年11月27日 基督普世君王节 分享 感恩节 收錄禮前的準備和感恩节分享 慕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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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將臨期第1 主日（乙年開始） 上課 耶稣的母亲和慈母教会 蔡展鋒 王晓松

27   2017年12月10日 2017年12月11日 將臨期第2 主日 上課
Rite of Acceptance / 收錄

禮
十誡 (1)  岳德帆 王郑红

28   2017年12月17日 2017年12月18日 將臨期第3 主日 上課 十誡 (2)  岳德帆 高利

29   2017年12月24日 將臨期第4 主日 參與  平安夜  平安夜

30   2017年12月25日 聖誕節 ((星期一) 參與 聖誕節 聖誕節

31   2017年12月31日 聖家节 參與 大除夕 新年

32   2018年1月7日 2018年1月8日 主顯節 上課 禮儀生活與信仰的關係 禮儀組 鄧麗霞

33   2018年1月14日 2018年1月15日 常年期第2 主日 上課 彌撒的意義 曹神父 鄭弘

34   2018年1月21日 2018年1月22日 常年期第3 主日 上課 分享基督徒的生活 慕道班

35   2018年1月28日 2018年1月29日 常年期第4 主日 上課
入門聖事：                      聖洗

+ 堅振 + 聖體聖事
張美华 趙寵修

36   2018年2月4日 2018年2月5日 常年期第5 主日 上課
服务聖事：                      聖秩

聖事 + 婚姻聖事
曹神父 王晓松

37   2018年2月11日 2018年2月12日 常年期第6 主日 參與 二月十六日中國新年 中國新年

38   四旬期第1 主日 分享 / 參與 Rite of Election / 甄選禮
上午彌撒後分享，下午去主教堂參加甄選

禮
慕道班

39   2018年2月25日 2018年2月26日 四旬期第2 主日 上課
治療聖事：

病人傅油 + 修和聖事
曹神父 王郑红

40   2018年3月4日 2018年3月5日 四旬期第3 主日 上課 First Scrutiny / 懇禱禮 新問答要理 王兰欣 / 李曉鳳 高利

41   2018年3月11日 2018年3月12日 四旬期第4 主日 上課 Second Scrutiny / 懇禱禮 四旬期與聖週禮儀的意義 禮儀組 鄧麗霞

42   2018年3月18日 2018年3月19日 四旬期第5 主日 小測驗 Third Scrutiny / 懇禱禮 总结信仰--要理問答小測驗 王兰欣 / 李曉鳳 鄭弘

43   2018年3月25日 2018年3月26日 聖枝主日 上課 聖枝主日 入門聖事前的準備 曹神父 趙寵修

44   復活主日前夕 (星期六晚) 參與 領受聖事 領受聖洗聖事

45   2018年4月1日 2018年4月2日 復活節主日 进堂 / 參與 迎新會 慕道班

46   2018年4月8日 2018年4月9日 復活期第2 主日 （救主慈悲主日） 进堂 /上課 教友靈修與福傳 羅曙光 王晓松

47   2018年4月15日 2018年4月16日 復活期第3 主日 上課 真福八端、聖神七恩、 天主教七罪宗 劉鎮邦 王郑红

48   2018年4月22日 2018年4月23日 復活期第4 主日 (聖召节） 进堂 /上課 聖母聖人诸聖相通功 葛寧意 高利

49   2018年4月29日 2018年4月30日 復活期第5 主日 上課 靈修及天主道理補充課 慕道班

50   2018年5月6日 2018年5月7日 復活期第6 主日 上課 聖經總網淺談  +  初辦告解 曹神父 鄧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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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018年5月13日 2018年5月14日 復活期第7主日 （耶稣升天节） 进堂 / 參與 母親節

52   五旬节主日 / 聖神降臨 进堂 / 參與 華人團體各善小組   介紹及分享 慕道班

釋

奧

期

2018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