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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正龍

每年十一月，教會把它定為亡者追思月，
並在十一月一日訂為諸聖節，十一月二
日為追思已亡，特別為慶祝天上諸聖和為亡者
祈禱，務期全體教會趨于完善，而能在天主內
樂享天主永恆生命的榮耀。的確是令我們更加
瞭解救主耶穌基督降生及逾越奧跡的意義，使
我們能於現世就已可從每日彌撒聖祭中，默思
人生得救的途徑，而可在一生中預嘗天國的福
樂。
彌撒聖祭是耶穌所建立的聖體聖事，以實
現祂所許諾的要與我們天天在一起的奧跡。是
耶穌基督的奧跡，是耶穌救世的奧跡。整個奧
跡是始於對救主的預言和所有的預言之完成
的過程；因此，彌撒聖祭分成聖道禮儀和聖祭
禮儀兩大部分。
彌撒一開始就以進堂式作為開端：先以懺
悔禮開始繼而光榮頌止於集禱經，充分表現出
參與彌撒聖祭之準備。懺悔禮有如獻祭前之沐
浴齋戒一般，又如曾子所說的，吾日三省吾
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學而）。因此，我們也應在我
們的思、言、行為以及應做未做
的缺失上懺悔並定志悔改，求天
主的寬恕，以潔淨了的身心參與
天上的祭獻，並以讚頌天主的仁
慈作為準備。
聖道禮儀是默想天主對人類
救恩的許諾，是天主的話藉由宇
宙萬物，先知的預言和訓誡以及
救恩的訊息，最後由其聖子耶穌
基督親口向我們講述天主的仁
慈，因此，我們當以天主的話──聖詠，作為
我們祈禱中的回應。聖道禮儀是一項祈禱，應
以聆聽，默想，歌唱讚頌來表現。
在聖祭禮儀中，首先以祭品的準備作為開
始，在祭餅的準備中，我們承認它是天主造物
中，由大地與人的辛勞所做的奉獻；祭酒更是

耶穌降生成人的奧跡之紀念（司鐸在酒中滴下
一滴水，表示耶穌降生成人）因而成為耶穌的
寶血。
進入感恩經，首先呼求天主聖神的降臨聖
化，使祭品成為耶穌基督的體血，又以耶穌的
話祝聖祭品使之成為基督真正的體血，旋即祈
禱聖神的德能，使我們領受基督體血的人，與
基督合為一體，並且全人類能合而為一。
而後祈求教會趨於完善；並為所有去世的
人得到安息享見天主光輝的聖容。而這一項追
思也正如論語中所說的：曾子曰：
「慎終追遠，
民德歸厚矣」
（學而）
。因為有朝一日，我們將
在天國裡永遠團聚，而得與天主之母童貞榮福
瑪利亞、諸聖宗徒，以及天主所喜
愛的歷代聖人聖女，共享永生。在
聖三頌中，我們將整個祭献全歸於
三位一體共融中聖父的榮耀。
領共融禮是由我們承認我們是
天主的兒女之天主經開始，以基督
所賜的平安互相傳遞，進而與基督
完全結合的領受共融禮（領聖體）。
感恩祭的結束之禮成禮，使我
們感到這是一項使命，即願人人都
得救，因此「Ite Missa est」即為「這是一
項派遣你們去傳福音吧！」
每一次的聖體感恩祭都要宣佈我們要慎
終追遠，首先是感謝天主救恩的深遠，繼而期
望永遠與我們的祖先和所有的先人，能在天主
聖容的光輝中享見永生。因此，慎終追遠，才
真民德歸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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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小辭典

☉ 李文琰

大博爾（Tabor）
大博爾是山名，或簡稱大博山，位於依次勒耳平原的東北部，納匝肋的東南十數公
里處，也是依撒加爾、則步隆及納斐塔里等支派的分界山（蘇十九：22）海拔 500m
高，山頂有一塊小平原長 1200m 寬 400m。自山頂可暸望美麗寬闊廣大的聖地地區。
氣候宜人登山便利是巴力斯坦的一座大山。
大博爾山自古以來就被認定是一座聖山，相傳亞巴郎與默基瑟德相會的地方就在此
山。耶穌顯聖容的地方以及耶穌復活後指定宗徒們要去的那座加里肋亞山也是此
山。（瑪十七：1-13；廿八：16）
初期時代的教父為紀念伯多祿所說的三個帳棚（瑪十七：4）
，在山頂上修建了三座
聖殿，但因年久失修早已成為廢墟。負責管理聖地的方濟會，在 1924 年興建了一
座偉大壯觀富麗堂皇的大聖殿，是出自聖地著名工程師巴爾路齊（Barluzzi）先生之
手。現在以色列政府已將此地列為旅遊聖地，決修建登山纜車供遊客參觀利用。
（附
述：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公佈玫瑰經增加光明五端於每週四誦念，其中第四端即
耶穌 大博山顯聖容。）

 聖人小檔案
姓

☉ 李文琰

名 真福徐德新殉道 (Bl.J.Gabriel T.Dufresse)

生卒年

公元 1735 年生於法國一熱心教友家庭。
公元 1814 年農曆 8 月 12 日逝於中國 四川 成都。

經

歷

事

蹟

徐德新神父原籍法國本名杜福來斯聖名嘉俾厄爾一出生母親便將他献於聖
母。
曾就讀路易大帝公學及聖須庇斯修院，其後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
1775 年啟程東來航海八個月，陸行三個月後始到達中國 四川，在馮主教轄
內傳教。
1784 年四川發生教難，馮主教吳、彭、徐三神父四人被捕驅逐出境。
吳、彭二神父死於獄中，馮主教與徐神父改名換姓後再潛回四川傳教。
1800 年馮主教逝世，徐神父被祝聖為主教，徐主教上任後全心投入傳教事
業。
徐主教召開全國教務會議，四川省出席 13 位本籍神父、1 位外籍神父凡三
日議畢，將議案呈請羅馬教宗碧岳七世核准，不僅命四川遵行且囑全國各省
及附近之越南、東京、朝鮮等地均一體遵行。
由於教務發達領洗者眾，樹大招風引起清廷決行禁教之令。1814 年清廷密
探偽裝成望教友潛伏教內掌控教會動態，便在總督處控告徐主教，主教在新
津縣被捕，解送成都。
1814 年農曆 8 月 12 日徐主教被押赴刑場，同時被捕的教友有 33 人亦押赴
刑場，教友們認定將與主教一同致命甚感榮幸，跪地高呼請主教降福，赦罪
同入天國，主教見教友們慷慨激昂不畏犧牲，甚為感動，遂舉手降幅並赦免
教友後遇難。另三十三位教友並未受難，被改判充軍新疆 伊犁永不能回。

宣

聖

公元 1900 年 5 月 27 日教宗良十三世將徐主教列入真福品。瞻禮定於每年的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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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漢屏
丙年常年期第十一主日的福音（路七：36～50）
，是主耶穌到一位法
利塞人家作客時所發生的故事。
故事大致是這樣的。一名法利塞人邀請主耶穌赴宴，有一罪婦知道
後，有感自己滿身罪惡，虧欠地手持一玉瓶香液緊跟在後，而淚水竟滴
濕了主耶穌的腳，她不安地用頭髮為之拭乾並予親吻，然後抹上香液。
故事的描述，充分說明罪婦的誠意，沒料到竟惹惱了主人。主人的不滿
全表露在言行上，於是主耶穌講了一段寓言影射主人的「不足」
。祂說，
有二人各欠債主五百和伍仟銀幣，如果債主都免了他們的債，誰更愛債
主？答案當然不言可喻。
我們就來談談「更愛」的結果。有人說，縱容並
不會讓犯錯者改過，只會錯上加錯。須知，
上述只是一種可能，而更多的情況，是因
為每個人都有向善的心，一旦幡然悔
改，做對（善）的事，生命就有了意
義，而喜樂自然湧現。這喜樂大半
是一種「自覺」，也就是自得其樂。
推而廣之，就會有讓人刮目相看的可
能，於是改變了別人對他（她）的刻板印象。可怕的，並不是錯的本身，
而是不知道做錯了，或執著於沒錯和死不認錯的困頓之中。
據說，蔣公最喜歡用犯了錯的人。有人分析此有二意：一是犯錯者
會努力補過，以償前愆。二是犯錯者不會造成「用」者的壓力，而我寧
可相信前者的可能更大。何況，知道錯就是善的開端。
美國國父華盛頓年幼時砍櫻桃樹的故事，現在雖然都知道是偽造
的，但人類自古以來都在追求真誠，而真誠的反面—謊言（行）就是去
之唯恐不及的教材，所以為什麼這故事雖是杜撰，也能讓人甘心被騙，
而樂於傳述了。
個人讀聖經常有種想法，主耶穌似乎對法利塞人有很大的意見，要
不，為什麼老拿他們修理？就好像孟子所舉的例子，守株待兔和揠苗助
長，說的都是宋國人一樣。我相信主耶穌應該是不滿法利塞人老在形式
上打轉，卻對於為人應有的本份都忽略了。
我們不知道這罪婦最後的結局，我也不相信自此她就不再犯錯，而
她勇於表白錯了的決心確是我們要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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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冀

J教會一直保留至今的彌撒──聖祭禮儀中的高峰──聖體聖事
「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去吃罷！這是我的身體，
然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由其中喝罷！因為這是我的血，新
約的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罪過。」（瑪 26：26-28）
「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去去吃罷！這是我的身體，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從杯中喝了，耶穌對他們說：這是我的血，
新約的血，為大眾流出來的。」（谷 14：22-24）
「耶穌拿起餅來祝謝
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
紀念我，晚餐以後，耶穌
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

了，擘開遞給他們說：這
棄的，你們應行此禮，為
同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
的新約。」
（路 22：19-20）

若望福音第六章更說
明了日後祂所立的聖體
聖事──耶穌是生命之
糧。「我所賜給的食糧就
是我的肉，是為世界的生
命而賜給的。我實實在在
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祂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誰吃我的肉，
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因為我的肉，是真實的食品；我的
血，是真實的飲料。」（若 6：26-59）
「我要囑咐你們，並不稱讚你們，因為你聚會不是為得益，而是為受害。」
「你們中間有分裂的事，我也有幾分相信，因為在你們中間原免不了分黨分派
的事，好叫那些經得起考驗的人，在你們中顯出來。」
「你們聚集在一處，並不是吃主的晚餐，各人先吃自己的晚餐，難道你們沒有
家可以吃喝嗎？或是你們想輕視天主的教會，主的晚餐是紀念主的死，這是我從主
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了，為此，無論誰若不相稱的吃主的餅或喝主的杯，就
是干犯主體和主血的罪人，所以人應省察自己方可吃這餅喝這杯，因為那吃喝的人，
若不分辨主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
（格前 11：17-29）（保祿宗徒譴責舉行主
宴之不恭）
（馬丁路德另創新教後，聽說仍聽告解為罪人赦罪，只可惜沒有宗徒所傳的代
表為新教後起的牧師們覆手，而中斷了所有的聖事。）

J有關聖母與教會的關係
耶穌的整個救世計畫，是在聖母的陪同參與下完成。
2005.3.21 時代雜誌竟意外的以聖母為封面，以所有新教派的基督徒正尋求尊
敬耶穌之母的理由，內容報導美國基督各教派正興起ㄧ般研究聖母，甚至尊崇她的
熱潮。
另外，在一份美國基督教刊物──基督教歷史季刊 2004 夏季號中，亦針對聖母
角色提出反省，有個老長老會會友，一直認為聖母是耶穌第一個門徒。
當天使加俾額爾向她預報聖神受孕生下耶穌喜訊時，她就欣然同意「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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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路 1：38。）
完全順服，不顧一切，何等大的信德，如果瑪利亞當時拒絕，天主的救世
計畫是否全盤改變不得而知。
加納婚宴，聖母成為我們重要轉求者，耶穌初行竒蹟就等母親轉求後，因
其信德而成全。「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若 2：3-11）
主受難，聖母陪伴十字架下，親眼目睹愛子斷氣，伴主走完人世間最後道
路，展現出跟隨耶穌到底的最大決心，基督也在臨終
前，賜下聖母陪伴祂旅途上的教會，做我們的母親。
「耶
穌看見母親，又看見祂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
親說：女人，看，你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
你的母親，就從那時起，那門徒把她接到自己家裡。」
（若 19：25-27）
主復活升天後，聖母和門徒一起祈禱，等候聖神降臨。
「這些人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並他的兄
弟，都同心合意的專務祈禱」（宗 1：14）
有關天主之母，請看聖經:「依撒伯爾遂充滿了聖神，大聲呼喊說：在女人
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吾主的母親駕臨我這裡，這是
我那裡得來的呢？看，你請安的聲音一入我耳，胎兒就在我腹中歡喜踴躍，
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定完成的，是有福的。」（路 1：41-45）
浸信會院長在基督教歷史季刊專訪中也說，其實幾個宗教改革新教派的領導
人，包括馬丁路德、茲文格利及賈爾文等，對聖母都相當崇敬，馬丁路德本人不但
慶聖母瞻禮，並繼續念聖母經，他曾說：
「聖母哺乳天主，搖祂入睡，為祂備食，不
只神聖，也是天主之母，信德無人能及。」
芝加哥有個上帝之愛的美以美會，教堂兩旁竟擺設一尊聖母像，手抱小耶穌，
還拿著玫瑰念珠，明顯的，美國不同新教派的基督徒，已開始注意到聖母的重要性。
哈佛大學 Peter Comes 牧師說了一個笑話，他說當耶穌在天堂門口歡迎一位基
督教神學家時會說：親愛的教授，我知道你已經認識我的父親，但我保證你還沒認
識我的母親……畢竟聖母是主耶穌的親娘呀！
「聖言就是天主，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 1：1-5，14）

J有關聖經以後的啟示
舊約是在公元 90 年至 100 年左右，由雅尼亞的辣彼根據猶太教口講、聖傳及長
期流傳的手寫羊皮卷編輯整理，至公元 200 年才全部定型，共 24 部正經、7 部次經。
促猶太人定經的主因是耶城被破 70 年，聖殿全毀，猶太司祭認為有必要將天主的話
定為經典，以確保天主聖言的純淨而不被曲解、篡改、誤解。
新約是在公元 393 年，聖奧斯定所主持的北非伊波主教會議中，依據宗徒口講、
聖傳和宗徒的書卷 27 部，定為新約正經，同時承認猶太教的 24 部正經、7 部次經，
整理排列成 39 部，合訂成聖經。（猶太教稱次經的 7 部，是因為希伯來原文失傳，
只有希臘譯本，傳入中國的天主教會，根據傳統的希臘聖經正本直接譯成中文。新
教派離開歐洲，遠赴新大陸──美國──傳教，刪除了希臘譯本的猶太教次經，傳
入中國的基督教新教派，就直接以美語聖經譯成中文了，這就是天主教與基督教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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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唯一的小差異）
「我是元始，我是終末，我是生活的，我曾死過，可是看我如今卻活著，一直
到萬世萬代。」（默 1：17-18）
「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20）
生活的天主既然是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總不至於在聖經之後（若望宗徒寫
最後一部默示錄時約公元 96 年）就與人類斷了往來，不再啟示，而耶穌的救世計畫
也於宗徒時代的結束而終止吧！
「聖經」是完美的天書，公元 96 年後的聖傳和聖蹟，只要符合從上而來的智慧
（見雅 3：17）
，有利於我們靈修的，豈知不是天主在繼續啟示，只要天地尚存，天
主不會不發聲呀！那屬於下地的、血肉的、魔鬼的智慧並不難分辨（見雅 3：13-16）
。
我的智慧不是你們的智慧。
「天主伸出手臂施展大能，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祂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
卻舉揚卑微貧困的。」（路 1：51-52）
「誰若自謙自卑如同這一個小孩，這人就是天國中最大的。」（瑪 18：4）
「你們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瑪 11：29）。這是主耶穌的教誨。
保祿宗徒也說：「天主拒絕驕傲的人，卻賞賜恩寵於謙遜的人。」（雅 4：6）
主對保祿宗徒說：「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才能全顯出
來。」（格後 12：9）
「除了天主聖神外，誰也不能明瞭天主的事」（格前 2：10-13）
「十字架的愚妄和懦弱」正是天主救世計劃的機密──格前 1：17-3：4 更明確
的告訴我們,人類不能靠自己理性的智慧獲救，必須有賴於信德，我們在世不是要求
自己認識天主有多少？而是問自己愛天主有多少？魔鬼這敗壞的天使不是比我們更
認識天主嗎？
「你們中不要有分裂，但要同心合意全然相合」。（格前 1：10）
別忘了「只有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弗 4：5）
黨派使教會分裂。
「保祿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們眾人言談一致，在你
們中不要有分裂，你們各自聲稱，我是屬保祿的，我是屬阿頗羅的，我是屬刻法的，
我是屬基督的，基督被分裂了嗎？難道保祿為你們被釘，或者你們受洗是歸於保祿
名下」（格前 1：10-15）
親愛的主內弟兄姐妹們，我們既然深信聖經中的每一句話，我們就該體會祂的
聖意，放空那有缺陷的自我，所有基督徒團結一致，去除批評，互相學習，攜手福
傳，使主旨承行於地，我盼望這天早日到來。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此疲於奔命，
親自拜訪宗教領袖，開放各教派座談，為合一不斷祈禱，主耶穌不更願意如此嗎？
讓我們管好自己的心念與口舌，從今起大家同心合意，全然相合的為祂作證吧！

聖經嘉言選 ☉ 李文琰
「你們不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財帛。」（路十六：13）
註解： 事奉，即信奉，信仰，崇拜之意。
財帛，即錢財物質，世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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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福安

內容包括聖經、教會活動、文史、常識等。
遊戲辦法為請將答案卷於當月第三個主日前投入答案箱內或直接拿給張福安弟兄，
全答對者於次月堂訊中刊載姓名作為鼓勵。★答案卷可按線裁開或依樣繪製填寫，
並另印單張供應，亦歡迎以 E-mail 傳送，請寄至 fwuan99@yahoo.com.tw 信箱。
九十六年十一月份填字遊戲問題如下：
直一、 利比亞的全名是利比亞阿拉伯偉大社會主
義人民民眾國，請問其首都在那裡？

九十六年十月份答案

直二、 生理學名詞，骨與骨相聯接處，可多少運
動的部份。
直三、 聖堂是敬禮天主之用的神聖建築物，在教
會固定的節慶中，每年有三個聖堂奉獻
日，請問十一月九日是那一座聖殿的奉獻
日？
直四、 （接續前”直三”的問題）請問十一月十
八日是那兩座大殿的奉獻日？

橫１、 古代以色列民族，將天主居住的地方，或
是天主顯過奇蹟的地方，稱為什麼？
橫２、 瑪爾大和瑪利亞住在距離耶路撒冷約三
公里的伯達尼村，請問她們是誰的姊妹？
（若十一）
橫３、 位於西亞的回教國家，舊名波斯，首都在
德黑蘭。
橫４、 物體振動時會產生一種波，並藉著空氣或
水等介質的傳遞，經耳朵的接收而成為聲
音，我們稱它為什麼波？

雅 各 伯 和 若 望
各

多

大 伯

祿

☺

隔

天 地 和 天 地 間
樓 梯
中

安

極

信 德

樓 蘭

肋 未 紀

╴╴╴╴╴╴╴╴╴╴╴╴╴╴╴╴╴
九十六年十一月份答案卷
填答者姓名：
1 四

2 三

3

橫５、 （接續前”直三”的問題）請問八月五日
是那一座大殿的奉獻日？
橫６、 十一月是煉靈月，教會特別定十一月二日
為什麼節日？來紀念所有亡者教友。

翰

一

4

5
二

九十六年十月份答對者芳名：
鄧艷容、陳麥克、吳恩琪、黃雪卿、陳致婕、
周西君、黃芳珠、陳 皓、林秀蘭、孫浩軒、
邵永華、吳恩綸、簡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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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堂區動態
十一月為煉靈月，請為已亡親友恩人及無人追念的靈魂祈禱；請為從事醫學
研究及推動立法者，懷有對自然界對人生命的尊重祈禱。
每週六上午 8：30 特敬聖母彌撒，可公唸玫瑰經。
十一月二日（星期五）晚上 7：30 特敬耶穌聖心彌撒。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日）舉行十一月份主保慶生。
汪文麟神父奉派擔任本堂主任司鐸、鄒智鳴神父為副本堂，十一月廿四日（星
期六）上午 8：30 就任。
白正龍蒙席調任竹南聖家堂主任神父，將於十一月廿五日（星期日）就任，
白光亮神父隨同履任。

◎十一月份主保教友芳名
麗莎

11/5

潔如

11/16

女 ： 陳麵仔、莊玉華。
女 ： 呂明怡。

日 多 達 （ 麗 達 ） 11/16 女 ： 李培媺、陳秀英。
依 撒 伯 （ 貝 ） 爾 11/17 女 ： 鄧艷容、劉婉欣、孫淑玲、張秋芬。
瑪利亞

11 /21

女 ： 黃慧彬。

采琪

11/22

女 ： 胡慧蓮。

則 濟 利 亞 11 /22 女 ： 古筱鷺、陳月華、李易芳、陳威羽、黃淑玲、徐如韻、甯惠蘭。
西 西 里 亞 11 /22 女 ： 劉羽瑄。

晨 周芷華

王連枝
陳丕韶

徐蕙苕

周西君
呂淑惠

胡月娥

王菊春

的家庭
吳恩琪

王秀娟

呂秀香

的家庭
李梁君

李懿宸
孫浩軒

王菊春

邵永華

秦凌霄
熊集麟

李梁君 馮徐完英 余梅珍

黃曉晴
董靖玟

陳 皓
陳麥克

黃淑慧
黃淑慧
吳聖儒
黃秋英
林明德
彭美娟
羅鳳珠

祭

聖器
管理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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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義賽
陳春花

註１：主日 16:00 中文彌撒的地點是桃園市三民路一段 2 號，德來修女會院一樓，
電話 03-333-1842
聯絡人：周小婉姐妹 0955-341-615
邵永華姐妹 03-335-7602
讀經、答唱詠、輔祭人員請在彌撒前 10 分鐘完成準備，並至聖堂門口等候進堂遊行。

張安樂
黃裕娥

晚 廖秋連

曾劭真
胡慧蓮

林美加
林美加
莊 智
王菊春
吳秋娥
周小婉
黃沛洋

于柏桂

彌撒接待

錢依依
錢君柔

蔡岱軒
蔡岱軒
黃曉晴
蕭漢屏
劉美敏
洪孟梅
簡麗芬

于柏桂

輔

晨 黃琮芳
司 琴
晚 黃琮芳
讀經二
蔡秋香
答唱詠
黃偉亭
讀經一
蘇宏琪
晨 呂秀香
晚 廖春淙

于柏桂

釋經員

于柏桂

鐸

汪文麟

鐸

白正龍

白

鐸

主日
18:00
英文
主禮

白正龍

白

汪文麟

主日
16:00
主禮
神父
註１
白正龍

白

白正龍

鐸

白

白正龍

廿五日

白正龍

十八日

汪文麟

十一日

基督
普世
君王節

主日
10:30
英文
主禮

白正龍

日

常年期
第卅三
主日

主日
8:30
主禮
神父

白正龍

四

常年期
第卅二
主日

週六
19:30
主禮
神父
白正龍

期

禮儀日

日

常年期
第卅一
主日

十一月份聖母聖心堂主日感恩祭服務輪值表
主日點心
奉
獻 感恩祭

２００７年

安 德 肋 11/30 男 ： 汪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