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序 主日課程
11:15am - 1:15pm

主日 活動 禮儀/節日 課程主題 講師
聖言分享
10:00am -

1 2021/8/29 常年期第22主日 參與 建立主內⼀家⼈  相見歡 劉振田神父

2 2021/9/5 常年期第23主日 上課 天主創造天地萬物和⼈類 劉神父

3 2021/9/12 常年期第24主日 上課
⼈生之謎: 
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 易澤航

4 2021/9/19 常年期第25主日 上課 天主教與中華文化淵源 丁穎達
5 2021/9/26 常年期第26主日 上課 聖經概論 易澤航
6 2021/10/3 常年期第27主日 上課 信經 -- 我信聖神-- 同修士
7 2021/10/10 常年期第28主日 上課 信經 -- 我信聖而公教會 -- 同修士
8 2021/10/17 常年期第29主日 上課 天主聖三 劉神父
9 2021/10/24 常年期第30主日 上課 舊約救恩史(⼀) 劉鎮邦

10 2021/10/31 常年期第31主日 上課 舊約救恩史(二) 劉鎮邦
11 2021/11/7 常年期第32主日 上課 救世主耶穌基督 張永康

12 2021/11/14 常年期第33主日 上課
天主之⺟/教會之⺟:聖⺟
瑪利亞

喬偉剛

13 2021/11/21 普世君王節 上課 與天主交談 -- 祈禱 譚友棻 
14 2021/11/28 將臨期第1主日 上課 禮儀生活與信仰關係 馬明睿 劉欣

15 2021/12/5 將臨期第2主日 上課
收錄禮/Rite of 
Acceptance 超乎科學的奧秘 朱聖達

16 2021/12/12 將臨期第3主日 上課 十誡(ㄧ) 岳德帆
17 2021/12/19 將臨期第4主日 上課 十誡(二) 岳德帆
18 2021/12/26 聖家節 上課 天主內在的生命 朱聖達
19 2022/1/2 聖誕節後第2主日 上課 彌撒的意義 劉神父

20 2022/1/9 主受洗 上課
耶穌建立教會--
教會的使命

朱聖達

21 2022/1/16 常年期第二主日 上課
入門聖事:聖洗/堅振/聖體
聖事

劉神父

22 2022/1/23  常年期第三主日 上課 服務聖事:聖秩/婚姻聖事 劉神父
23 2022/1/30  常年期第四主日 上課 修和聖事/傅油聖事 劉神父
24 2022/2/6 常年期第五主日 上課 超性生命的康復 劉神父

25 2022/2/13  常年期第六主日 上課
收齊照片, 資料, 
交Sherry

基督化的家庭--
有信仰的婚姻生活

丁穎達

26 2022/2/20  常年期第七主日 上課 欽崇侍奉天主 喬偉剛
27 2022/2/27 常年期第八主日 上課 世界⺠族發展ㄧ 丁穎達
28 2022/3/6 四旬期第⼀主日 上課 甄選禮/Rite of Election 世界⺠族發展二 丁穎達

29 2022/3/13 四旬期第二主日 上課 四旬期與聖週禮儀的意義 馬明睿  劉欣

30 2022/3/20 四旬期第三主日 上課 懇禱禮/First Scrutiny 新要理問答(⼀) 吳海華

31 2022/3/27 四旬期第四主日 上課 懇禱禮/Second Scrutiny 新要理問答(二) 吳海華

32 2022/4/3 四旬期第五主日 上課 懇禱禮/Third Scrutiny 新要理問答測驗 吳海華

33 2022/4/10 基督苦難主日
（聖枝主日）

上課 聖枝主日 身後大事 張永康

34 2022/4/16 聖週六 參與 領受入門聖事 領受聖洗, 堅振,聖體聖事 慕道班
35 2022/4/17 耶穌復活主日 參與 耶穌復活主日/Easter 迎新會 慕道班

36 2022/4/24 復活期第二主日
（救主慈悲主日）

上課 新天新地 ⼈與天主共融 喬偉剛

37 2022/5/1 復活期第三主日 上課 基督徒祈禱與靈修 潘宏玲
38 2022/5/8 復活期第四主日 ⺟親節
39 2022/5/15 復活期第五主日 上課 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區別 吳海華
40 2022/5/22 復活期第六主日 上課 基督徒的福傳使命 喬偉剛

41 2022/5/29 復活期第七主日 上課
華⼈團體各善會小組介紹
與分享

慕道班

42 2022/6/5 五旬節主日 參與 結業餐會 慕道班

蒙市聖湯瑪斯天主教堂 - 中文慕道班課程時間表 2021 - 2022 (第28屆)
Monterey Park St Thomas Aquinas Catholic Church - Rite of Christian Initiation of Adults 2021-2022

釋奧期

聖言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