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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Christmas !

聖誕快樂

主使我生命更美好
一直很喜歡一首詩歌 - 若，它的歌詞是這樣的：
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開放在陽光下樂無涯，我要活潑地吐露芬芳，讓人知造物主的偉大。
祂既不輕忽那小花的榮華，必然更將我的生命看為可誇。
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我要對人說主的偉大。若我是一隻林中的雀鳥，飛躍在樹梢間多逍遙，
我要盡情地歌唱讚美，讓人知造物主的奇妙。
祂既不輕忽那雀鳥的曲調，必然更將我的生命看為重要。
若我是一隻林中的雀鳥，我要對人說主的奇妙。
每次聽到這首歌，心裡都會想：主對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生命都一視同仁，祂顧念我們，照顧我
們的需要，珍視我們的存在，不論我們在這個社會上的地位高低；不論我們賺的金錢多寡；不論
我們位高權重，抑或是没没無聞，在主的面前，我們就是一顆光芒璀璨的鑽石。
正因有主的珍視，在主內，我不為明天憂慮，因為我知主為我掌管了明天，我將一切交託主，主
在前方為我指引。我全心仰望主，因為我知主為我的生命預備更好的願景，建立新視野，也建立
富足的心態。因為有主，我的生命更美好！
Leila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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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一停，想一想

雙手合十

早前两天，恰巧聽到中文電台鄔執事接受訪問
的節目，他說：「我們每日為生活奔波，有時
應要『停一停，想一想』，為的是人們每做一
件事應有目標，不是麻木地去幹。我們生活為
的是什麼 ? 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 」

「合十」一詞乃佛教善信們以雙手合掌放在胸
膛前互相行見面禮或誦經時用的 ; 而我們普世
教會自古至今在聖祭時都有雙手合掌放於胸膛
前，以示對天主聖父和耶穌基督的誠心敬禮，
可惜現在的平信徒對這個動作都不甚著意。

記得中學時入慕道班，第一句學的是：我們為
什麼生在世上 ? 答：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
魂。自己反問，幾十年來多少日子是恭敬天主
? 怎樣去救自己的靈魂 ? 急，趕，忙，營營役
役渡了數十寒暑，我實在做的是什麼 ?

每當我在聖堂合掌祈禱，頓時感到心裡發出愛
主的心，精神很集中地真誠與祂談話，雖然祇
有自己說話，但感覺主在聆聽着。又在聖祭中
合掌聽着司祭代我們所誦的經文時，心裡會感
覺是跟着他誦唸，在回應司祭的禱文時更覺自
己很投入。

生命恩泉節目中，恩保德神父領導「逾越知音
」福傳隊周遊列國，精神可嘉。在「我信故我
在」的一集中，他提示我們聖保祿宗徒曾說過
：「信了主之後，不再是我生活，而是主在我
内生活。」所以我們應學習迎接主耶稣在我内
生活，祂是我的榜樣，我的支柱。
我深信要經常祈禱，我也逐漸習惯了晨早跟主
請安，跟祂交談，做早課。現在進而「停一停
，想一想」，我要做什麼 ? 正如十一月十五日
聖言分享中說明天主實在洞悉我們的一切功過
， 將來的公審判是無庸置疑了，我們要努力
使自己的靈魂完潔無瑕，就要積極面對，善渡
此生。
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每
個人都要為自己負責，並選擇生命與死亡的道
路。死亡，實在是永遠的幸福，不容畏懼或担
憂。世界末日在什麼時候來臨 ? 那並非宇宙毁
滅，因為災難中仍是天主掌權，照顧和拯救我
們。正如聖經說明那是耶稣光榮地再度來臨，
使世界一切更新復興，既然我們是基督徒就要
為自己鋪好這永恒之路，準備善終，不再為俗
世的生活而忘我呢！
Teresa Chow, Echo Editor

每次在往領聖體時，我必定會雙手合掌放於胸
膛，因為我去領旳聖體是實實在在的領受耶穌
基督肉體，主耶穌就會進入我心內，所以在準
備領受前我一定會恭恭敬敬，誠心誠意，合掌
而行，感覺愛主喜悅之情在心內蕩漾着。
各人的意識角度有所不同，和天主的溝通方法
也不一樣，雖然在聖祭時合掌並非普世教會的
教規或既定動作，但我誠意邀請你下次在聖堂
祈禱時和往領耶穌基督聖體時可以嘗試把雙手
合掌放於胸膛前，看看是否感到和主更親密？
Tony Wong

玫瑰聖母月家庭玫瑰聚會
玫瑰聖母節原為「勝利之母節」，慶祝聖母玫
瑰經的勝利和威力。這個節日最早出現在西班
牙，一五七一年在抗擊異教徒入侵的戰爭中，
進入了決戰的時刻，教友們都熱誠地誦唸玫瑰
經，十月七日，奧國基督徒在立本陶地擊退土
耳其軍，該次的勝利，被認為是誦唸玫瑰經的
效果。一九六零年將此慶節易名為「玫瑰聖母
節」，而十月便稱為「玫瑰聖母月」。
今年聖母玫瑰月，堂區阮神父、林執事和陳修
女聯同堂區教友往教友家庭恭唸玫瑰經。在潘
醫生家中舉行家庭玫瑰的晚上，我有幸參與，
感覺很好。我們為各人的意向祈禱，而我亦為
世界和平祈禱，特別在中東和中非，受迫害的
基督徒祈禱，希望他們早日可以過著安穩的生
活，願在聖母的轉禱下，求主俯聽我們！亞孟
。
Anna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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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家庭協會活動
公教家庭協會於十一月十四日下午六時例會前，舉
辦了烹飪美食比賽，當睌出席人數頗眾。其實，各
家庭中都有男或女的廚神，難得他們稍為用心，就
能弄出十多項琳瑯满目，雖非山珍海味，卻令人垂
涎三尺的食品參與比賽。
比賽以頭盤、湯、主菜和甜品四個項目為主，相信
連超級女廚神 Maria Luk也難以置評，終於獲獎者如
下：
一. 頭盤是由 Alice Lung 取勝，那道燻蹄的菜餚，
既有風土特色，且醬汁恰到好處。
二. 湯則由 Helen Yuen 勝出，她的魚肚粟米蛋花湯
，極適合健康人士，絕不油腻。
三. 主菜在難以取棄中，决定由Anna Lau 那色香味俱全，肉質鬆軟的香茅豬扒，和 Sindia Hui 的中
西合璧，且能增加食慾的香橙陳皮煎雞塊勝出。
四. 甜品就是本人的至愛，由Alicia Cheng的糯米糍獲得，其皮之薄，包着豐盈的花生粒、芝麻和
糖，就給你完美的口感，擋不着那種誘惑，會吃個不停。
總括來说，當睌的菜色洋溢出不少天才，其中一道馬豆糕的味道和質感，鉤起了一種兒時在香港
的情懷 - 原味！今次的活動是值得讚揚的，既有凝聚力，又使參與的成員口福不淺。
迴聲記者Teresa Chow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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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

聖奧斯定、聖鮑思高、聖女小德蘭及其他
聖人，聖女用他(她)們的一生去傳福音，
為主作見證。要像聖人一樣去傳教，我們
未必做到，但在日常生活中以我們的言、
行去傳福音是可以的，我想用亡母的經歷
和大家分享。
母親生於戰亂，年幼時外婆就已去世，外
公只好把母親交給親戚照顧，所以母親沒
有機會讀書，成長後便嫁給父親，其後，
與父親一起移居香港。母親和很多香港人
一樣，每逢過節都會「拜佛」。直至我們
移民來加拿大生活，母親跟大哥一家每星
期都會到教會參與崇拜，她開始認識主，
後來更決志入教。最初，我想母親只是因
為大哥的邀請オ會入教，當我知道她回到
香港定居後，仍然獨個兒每星期去聖堂參
與崇拜，我便明白母親真的找到主和相信
主，真的替母親感到高興。
在母親的追思會上，從牧師和社區中心主
任的囗中得悉，母親在教會和社區中心都
很活躍，每當需要幫助的時候，她很樂意
獻出自己的時間和才能。追思會雖然在晚
上舉行，而地點亦離母親的教會很遠，但
當晚仍然有十多位老人家為母親獻唱詩歌

，可以猜想到母親是一位容易相處的人，
所以身邊才有不少的好朋友。
在母親去世前，發生了兩件事，讓我看到
她的信靠和與主的密切關係。當醫生告知
在香港的家人，母親病重的消息後，家姊
到廟宇為母親求了一個平安符，當家姊將
平安符從手袋裡拿出來時，母親說：「我
是教徒，不需要這個。」當我聽到這裡，
真的敬佩母親的信德。因為有很多患重病
的人，只要有一點兒的機會，什麼也想試
試，加上昔日的母親也曾「拜佛」，但她
用堅定的話去拒絕了試探。家姊亦對我說
過，有一晚牧師來醫院探望母親，他們一
起禱告和唱聖詩，這是母親入院兩星期以
來，最開心的時刻。看似是很普通和平常
的事，只要細心的去感受，我們很容易看
到，在身邊有很多主愛世人和在日常生活
中以言、行去傳福音的見證。
母親離開我們兄弟姊妹快兩年了，希望籍
此文章來紀念她。剛好碰上是煉靈月，所
以懇求天主赦免母親在世時，無論在思、
言、行為上所犯的過失，賞賜她早日得升
天堂，享見袮的慈顏。亞孟。
Josephine Li, Echo Editor

Editors’ Note
Christmas is the shining star of hope in the sky of all
mankind. Christmas is more than words can tell, for it is a
matter for the heart to receive, believe and understand.
With Christmas approaching, the editors of Echo would like
to say Merry Christmas to all our readers! Let’s continue the
sharing of God’s love to one another in our Parish Family.
編者的話
聖誕佳節的節慶裡﹐祝願大家都能接受白白得來的救
恩﹐更能經過救主耶穌﹐得到圓滿的喜樂！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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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犬
Gizmo，你離開我們已一年多了。初見你時，
你還是幾星期大，你和你的父母、兄弟姊妹
在主人的前園奔奔跳跳，可愛極了。你是兄
弟中最美的一隻，而且我們好喜歡你的名字
，但回家後，大部份的白色毛變了黑色，而
面上全都是黑毛，我們常笑你醜樣，連眼睛
都看不見，只見一堆黑墨墨的毛堆在面上。
你很純良，從不咬人，從來只有别的狗欺侮
你，有時你很大聲的吠，你只是保護自己，
只是得把聲，你一點都不惡。
早上沒有人在家，你會將紙張和植物咬碎，
我們回來時，你總躲到爹哋後面，因為你知
他不會駡你，他最錫你，很快你便戒掉了這
壞習慣了。
我們常常説：一天這麽長，你自己一個在家
會做甚麽呢 ? 姐姐有一次放學回家，靜靜地從
後門進入屋内，在主層找不著你。哈哈，你
真是最識歎的小傢伙，狗仔細細睡在媽媽的
特大床上。
姐姐彈琴，你最喜歡坐在鋼琴底，你是一個
最好的聆聽者，當某一段音階適合你唱時，
總會依啊地跟著琴音唱起歌來。有時，我們
很喜歡和你說話，你一句我一句的，但又不
明白你說甚麽。
炎炎的夏日，每逢假日，我們都會去Nose Hill
Park。車子停在紅綠燈前，你認得前面就是目
的地，你不停地依啊地叫，在坐位上轉來轉
去，車子到了公園的停車場，我們故意不開
車門，裝作若無其事的坐在車内，你不停地
叫，見我們没有反應，便大聲的吠起來，一
下車，你總行在我們前面，但回程時，你卻
行在我們的後面。你記得有一次嗎？我們行
Nose Hill Park ，當我們行落至斜坡的底部時
，迎面來了一個推着單車的年青人，因為路
很窄，我們便讓單車過，之後，我回頭看，
只是數秒之間，已看不見你，再往上望，原
來你已奔至斜坡的頂上，你將要消失在我視
線範圍內的一刻，我揮著手大聲叫：Gizmo，
Gizmo。巨大的聲音劃破了寧靜的山丘，你即
刻回轉過來，瘋狂地奔向我們，我們互相地
擁抱，你不停用舌頭舐我們，這時，我的心
還 卜卜地跳，多謝天主．．．。

你真是一個數學天才，每晚都要待各人回家
後才去入睡。姐姐去多倫多讀書，從她離開
的第一個晩上開始，你就伏在門口等姐姐，
多次帶你去睡，轉頭又回到門口等，晚上斷
斷續續的睡。就這樣，持續了個多月，才漸
漸回到自己的床。姐姐只是暫時離開，還有
爹爹、媽媽和哥哥呢。每次哥哥回來，很喜
歡抱你，還喜歡抱著你睡在梳化上呢 !
當你有病住進醫院時，看見你一日比一日衰
弱，我們都很心痛，直至我們失去你，原來
突然的分離是最傷心的。不知過了多少個日
子，在面書(face book)上，我看見了這段文章
：原來過度的哀傷、恐懼、抑鬰、絶望，也
是一種誘惑，沉溺其中，會令人遠離天主。
要記住，天主是喜樂的泉源，有信德的人，
不應任由自己停留在負面的感覺中。
親愛的天主，多謝袮給機會讓我們和Gizmo相
遇，一同渡過了十一個寒暑，给我們建立這
微妙的感情，雖然分離是必然的，但我們的
相處，成了很好的回憶，待日後，我們在天
家再相見。
給我再來一次，我會去動物協會領養，因為
每隻寵物背後都有牠們的故事，領養 一隻，
就等於拯救了一條生命。牠們的生命都是被
動的，不能自己主宰，若遇上心懷不軌的人
就更加可憐了。聖誕臨近，請勿一時衝動，
買一隻送給自己或親朋，養寵物是一生一世
的事。試想想，當你習慣了一個地方生活，
突然又被轉送到一切都陌生的地方，你是何
等的驚慌。希望我們都像聖人 - 聖方濟各阿西
西 一樣，熱愛大自然，熱愛所有生命，十月
四日是他的瞻禮日，也成了世界動物日。
全能的天主，袮創造了世界，創造了一切生
物，多謝袮賞賜我們寵物，為我們帶來無限
歡樂，懇求袮賜給我們能力，好好照顧牠們
，正如祢眷顧我們 一樣，讓我們和一切受造
物在大地上分享袮的慈愛。
Emily Chan, Echo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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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Youth Day Q&A
Q:
What is World Youth Day?
A:
World Youth Day (WYD) is a global
encounter with the pope, where young
people from all across the world make a
pilgrimage to a designated country to
celebrate Jesus Christ. It is usually held
every three years and in a different location
each time.
Q:
What age to I have to be to join?
A:
Young people from ages 16-35 are
invited to join, but all ages are welcome! If
you are under 18, an adult chaperone is
required in this case.

Q:
Where is World Youth Day this
year?
A:
WYD will be held in Krakow, Poland
from July 25- July 31, 2016. There will be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catechetical
sessions with bishops, Stations of the
Cross, walking pilgrimage to vigil site,
evening vigil with the pope, and closing
ceremonies.

Q:
Hey, I’m in that age range for young
people, why should I consider joining?
A:
WYD can deepen your faith and
strengthen your beliefs through prayer,
sacraments and the experience of gathering
with thousands of young people who are
celebrating Jesus Christ together! From
going to WYD in Madrid, it is life changing
and encouraging when you are able to meet
many people from across the world that
believe in the same faith.

Q:
What is the approximate itinerary of
Young Adult Group?
A:
The proposed itinerary will be
between July 16- August 3, 2016. We will
be arriving early to Rzeszow, Poland for
Days in the Diocese, where there will be
activities, mass, and celebration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upcoming WYD. We will
also be visiting some important monuments
in Poland such as the birthplace of Pope
John Pau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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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Great, what can I do to support Young
Adult Group in their endeavors to World
Youth Day?
A:
Throughout the year, we have been
hosting various fundraising events such as
selling orchids and the Winter Gala. As well,
other donations can be made through cash
or cheque. Cheques can be made out to
“CCM” and ensure that “World Youth Day” in
the memo notes. Please have your full
name, address and phone number included
for a tax receipt.
Q:
What are some other fundraising
events we should be expecting?
A:
Our next event will be a bowling
tournament in January, stay tuned for more
details!
Q:
Sounds awesome! Where can I sign
up?
A:
Please
contact Candy Lam and
Joyce Lam, or send an email to
yagwyd2016@gmail.com
Please support our pilgrimage to World
Youth Day 2016 in Krakow, Poland! Keep us
in your thoughts and prayers in the
upcoming months!
Jenny Lam
Young Adult Group, Echo Editor

Winter Gala 2015
This year, one of the major fundraising events
for World Youth Day was the Winter Gala that
was held in the Upper Hall on November 28,
2015. It was put together by the youth group
and young adult group and thanks to their time
and dedication, it turned out to be a great
success! The hall was filled with familiar faces
and was packed with at least a hundred people.
The performances showcased the many talents
that we have at church: from hip hop dancing,
to poetry reciting, to singing. One of my favorite
performances would be the acapella rendition
of “Mary, Did You Know?”, that brought a fresh
perspective on using voices to create music. As
well, the food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oup, steak and mashed
potatoes danced in my taste buds.
Overall, it was an enjoyable night with great
entertainment! I hope you all had fun too, and
for those of you that didn’t join, come join our
next event so you don’t miss out on the
excitement.
Jenny Lam
Young Adult Group, Echo Editor

Youth Gro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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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Gala
On behalf of the young adults at OLPH, I’d like
to thank all of the parishioners who attended the
2015 Winter Gala, a fundraising event for our
attendance at World Youth Day 2015 in Krakow,
Poland hosted by Pope Francis.
World Youth Day was founded by St. John Paul
II in 1984, and is a gathering of youth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with their family, friends,
priests, bishops and the pope, profess their
heir faith
in Jesus Christ. In 2011, I attended my first
world youth day in Madrid, Spain. I
was
able to make some great frien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I got to share an
exciting and new cultural experience
with the other young adults. However,
the most incredible experience was
attending the World Youth Day
Eucharistic adoration and mass. The
journey to the location was hot and long
g but
rt of
after we got there, we became part
something amazing. Despite all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s
separating us, we were able to come
ome
together as one. Youth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joined together for one purpose: to praise and
worship God. It was with the spiritual and
financial help from OLPH and its members that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and twelve other youths
attend,
and
we
grateful.
to
oa
tten
t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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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5/2016, young adults from OLPH who are
active in all aspects of our parish such as
Sunday School, Scouts, choirs, Youth Group
and the Young Adult Group have been and will
be fundraising for another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World Youth Day. For some, it may
be their first, last, or only time. Please continue
to support us on this very worthwhile experience
in our spiritual growth and may we bring back
we v learned and share it
what we’ve
with
this community.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the
generous
support
you have given us
and particularly Father
J
Joseph
for supporting
o
our
fundraising
e
endeavours.
To help
support our cause,
you can simply write
a check to CCM and
give it to the Church
office and will get a tax receipt in return. We
have felt great generosity from this Church and
its parishioners and we want to thank you!
Joanne Lam, Young Adults Group Chair

Get together for Choirs of OLPH Church
An informal get together for the 5 choirs of OLPH Church was being held on
November 21, 2015 at the Upper Hall. It was well attended with about 80 people,
which included Father Nguyen, Father Bill, and Deacon Lam who attended as
guests.
The aim of the gathering was for participants to share their faith and to understand
their roles when they lead parishioners to praise God with their singing during
masses. There was also an evangelical purpose involved.
The evening started off with a sumptuous dinner prepared by members of the St.
Gabriel Choir, followed by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by the following choirs:
1. Perpetual Harmony Choir
2. English Choir (Father Bill joined in the performance)
3. St. Gabriel Choir
4. Mandarin Choir
5. Youth Choir and Young Adult Choir
The audiences were very engaged with the performances and even joined in with
some of the singing. It wa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choir member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share their love of singing.
Father Nguyen delivered a message at the end of the event praising the choirs for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He would like the choirs to consider hosting a
similar event next year and invite all parishioners to attend.
Mary Leung, St. Gabriel Ch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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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年堂區大事

2月15日

花開富貴闔家歡早餐交流會
由牧靈關愛組主辦，還有4天便是大年初一，主辦
單位準備了應景過年點心，大家吃得十分開心，闔
家笑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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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團到Kananaskis Nakiska舉行每年一度的家庭滑雪同樂日
，堂區約有80人參加，有不少父母子女一同上山滑雪，也有父
母為子女準備午餐、照相，一同渡過一個溫馨的家庭日。

新春團拜睌宴
為慶祝農曆新年，在農曆乙未羊年初十於中華文化
中心禮堂舉行新春團拜，筵開五十席，眾弟兄姊妹
聚首一堂，十分熱鬧。 表演節目包括童軍唱歌、
古箏演奏、青年會員夜光舞，十分 精彩。更難得
的是「祖孫攜手笑咪咪」的活動，老幼齊上台接受
亨利主教的特別祝福，既溫馨、又感動，好一個愉
快難忘的晚上！

楊鳴章主教到訪
楊鳴章主教於聖週到訪本堂，主持聖週彌撒及
靈修講座。逾越節三日慶典，聖週四主的晚餐
、聖週五基督苦難、聖週六復活慶典夜間禮儀
及復活主日，楊主教主禮，阮神父共祭，兩位
執事襄禮。整個聖週禮儀，令人有著隆而重之
的感覺，而楊主教睿智和深入淺出的講道，著
重信仰與生活結合，真的能讓教友們好好反思
及更新，實在是很有意義的聖週。

4月12日

4月2日-5日

2月28日

2月16日

家庭滑雪同樂日

神聖慈悲瞻禮
教會訂定復活期第二主日為「神聖慈悲瞻禮」。當日下午2時，
教友們齊集在聖堂，一齊唸經、明恭聖體，感謝天主對我們無限
的慈愛，我們願意跟隨及信賴祂；並決心以愛德的行動，與他人
分享天主的慈愛、喜樂和平安。

5月

5月是聖母月，阮神父、堂區牧民議會及堂區善會代表，會帶同
聖母像和耶穌聖心像探訪教友家庭，一同誦唸玫瑰經，以加強
敬禮聖母的熱誠。

母親節
主日學的學生於彌撒前、後售賣玫瑰花，為感
謝我們天上敬愛的母親及所有母親偉大的愛 ！

8月15日

早餐交流會
5月31日早餐交流會
由公教家庭主辦，教友們一邊享受豐富早餐，
一邊閒話家常，彼此問候，十分溫馨。

年結聚會
由公教童軍、主日學、青年會、大專青年團和成人慕道班聯同
舉辦年終聯歡會，孩子們由小到大，一起玩耍、一起吃豐富午
餐，看見他們薪火相傳，感情融洽，很是安慰。他們就是堂區
的未來！

7月13日

6月14日

5月18日

5月10日

5月家庭玫瑰

牛仔節早餐
7月13日牛仔節早餐
利瑪竇騎士會於上禮堂主辦牛仔節早餐，包括
煎餅、香腸、雞蛋、咖啡，充滿西部風情，教
友們又可說笑聊天，聯繫感情，一樂也！

聖母升天節慶典
8月15日聖母升天節慶典
聖堂內舉行隆重的聖母升天彌撒，彌撒後在停
車場舉行一年一度盛大的「敬禮聖母巡遊」。
巡遊結束後舉行戶外燒烤，當天因天氣關係，
改在上禮堂聚餐。當天有豐富食物，一起歡欣
慶祝這個大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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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家庭玫瑰
十月是玫瑰月。阮神父、陳修女及牧靈關愛組的成員帶著耶穌
聖心像和聖母像到訪教友家庭。

前往墓地為已亡教友祈禱
11月是煉靈月。當日9時彌撒後，阮神父及牧靈關愛組會員，先
到皇后公園墓地，午膳後到山景墓園，為已亡教友及教友去世的
家人祈禱，求主早日賜他們安息，在天上與聖人共享永福。

12月31日

12月24日

11月28日

11月21日

11月7日

10月

10月家庭玫瑰

11月21日聖詠團聚餐
由佳播聖詠團主辦，邀請堂區各聖詠團，一起聚餐，談
談各聖詠團的概況，展望未來；各團隊也盡展歌喉，一
顯風采，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晚上。

冬季晚會天才表演
由大專青年團主辦，為明年 參與波蘭世青節籌募經費，教友們都鼎力
支持，當晚參加人數約100多人。青年們賣票、煮飯及善後工作，樣樣
親力親為，而表演項目十分精彩，個個都是傑出青年，我們一定支持
你們！

聖誕話劇
永援聖母堂公教童軍於12月24日晚上，演出一年一度的聖誕話劇「救
主降生」，及由堂區各聖詠團演唱聖誕歌。希望教友踴躍參加及支持
，這也是一個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慶祝聖誕的好機會。

除夕感恩祭及神父廚房除夕愛心餐
除夕感恩祭及神父廚房除夕愛心餐
由堂區牧民議會主辦，晚上5時舉
行彌撒感恩祭，隨後在上禮堂舉行
聚餐。阮神父親自操刀下廚，以愛
心泡制海參鮑魚、醉蝦等佳肴，真
是令人垂涎欲滴！因座位有限，教
友們欲免向隅，請從速購票。

St. Angela students celebrating First Reconc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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