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葉理諾堂
堂區辦事處

電話 ：2448 8332      傳真︰2478 5544
電郵 ：mail@stjeromeschurch.org.hk
網址 ：http://www.stjeromeschurch.org.hk
       ：http://fb.com/stjeromeschurch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輔祭會 中午12:15-下午2:00 (G01)

慕道班20-22(李) 慕道班21-23

聖母軍

評議會 聖母軍
下午4:00-5:30
青年慕道班 

晚上8:30 (410)

主日學

傳教組 綵排 下午1:30 - 5:00 (禮堂)

諮詢處服務組 下午12:15 (407) 

福傳音樂會 下午1:00 - 4:30 (禮堂)

晚上8:30 (410) 晚上8:30 (410)

非常務送聖體 中午12:15-下午2:00 (410)

慕道班20-22(徐) 上午9:00-10:30 (410)
慕道班21-23(胡) 上午9:00-10:30 (408)
Legio Mariae [E] 9:30-11:00 (G01)
Lectors Group [E] 9:30-10:30am (406)

聖詠團 上午8:30-9:15 (G01)

23

下午4:00 (G01)

17 21

Legio Mariae [E] 9:30-11:00 (G01)

晚上8:30 (410)

慕道班21-23(徐)
上午10:00 (410)

聖路加 
(聖史)(慶日)

18 19 20

主日學
下午4:00-5:30

8 9

主日學

青年慕道班 
下午4:00-5:30

慕道班21-23
晚上8:30 (410)

聖母軍
晚上8:00 (408)

主日學

青年慕道班 
下午4:00-5:30

下午4:00 (G01)

追思新亡者彌撒
晚上8:00

聖母軍

下午4:00-5:30

青年慕道班 
下午4:00-5:30

下午4:00 (G01)
聖母軍

3025 26 27 28 29

主日學
下午4:00-5:30

青年慕道班 
下午4:00-5:30

下午4:00 (G01)

下午4:00-5:30

聖詠團 上午8:30-9:15 (G01)
慕道班20-22(徐) 上午9:00-10:30 (410)

聖詠團 上午11:00-12:15 (G01)
Legio Mariae [E] 9:30-11:00 (G01)
慕道班21-23(胡) 上午9:00-10:30 (408)

31
下午4:00 (G01)

下午4:00-5:30

聖匠會 上午11:00-下午1:00 (408) 晚上8:30 (410) 晚上8:30 (410)

Faith Formation [E] 10:30-12:15am (410)
聖詠團 上午11:00-12:15 (G01) 慕道班20-22(李) 慕道班21-23

慕道班21-23(胡) 上午9:00-10:30 (408) 慕道班21-23(徐)
Legio Mariae [E] 9:30-11:00 (G01) 上午10:00 (410)
Eucharistic Group [E] 9:30-10:30 (406)

聖西滿及聖猶達宗徒 
(慶日)

(傳教主日)
聖詠團 上午8:30-9:15 (G01)

慕道班20-22(徐) 上午9:00-10:30 (410)
慕道班21-23(徐)

慕道班21-23(胡) 上午9:00-10:30 (408)
上午10:00 (410)

聖母軍

慕道班20-22(徐) 上午9:00-10:30 (410)

24

聖詠團 上午11:00-12:15 (G01)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 
(自由紀念)

22

財委會
晚上8:30 (408)

慕道班21-23(徐)
上午10:00 (410)

晚上8:00 (408)

聖母軍
晚上8:00 (408)

慕道班21-23

聖詠團 上午8:30-9:15 (G01)
聖德蘭．亞維拉 

(大德肋撒)
(貞女、聖師)

(紀念)

1610 11 12 13 14 15

聖詠團 上午11:00-下午2:30 (G01)
教區青年節 中午12:15-下午4:00 (禮堂)

聖雲先會 中午12:15-下午2:00 (408) 慕道班20-22(李) 培育組 聖母軍
晚上8:30 (410) 晚上8:00 (407)

Legio Mariae [E] 9:30-11:00 (G01)
Altar Group [E] 9:30-10:30am (406)
聖詠團 上午11:00-下午2:30 (G01)

傳教組 
晚上8:30 (408)

聖母軍
晚上8:00 (408)

聖詠團 上午8:30-9:15 (G01)
慕道班20-22(徐) 上午9:00-10:30 (410)
慕道班21-23(胡) 上午9:00-10:30 (408)

聖方濟．亞西西
(紀念)

玫瑰聖母     
(紀念)          

慕道班21-23(徐)
上午10:00 (410)

3 4 5 6 7

聖心會
上午8:00 (410)

聖心敬禮
上午7:15

聖德蘭．里修 
(小德肋撒) 

(貞女、聖師、
傳教區主要主保)

(慶日)

護守天使
(紀念)

星期六

1 2
星期日 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堂 區 快 訊
(二零二一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