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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1860年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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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聖童之家
》

1851年後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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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堂 (靠皇后大道)

聖童之家聖童之家——孩童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學校、修院

孤兒院

孤兒院

聖堂 (靠皇后大道)

醫院

1883年後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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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聖方濟各堂 (1864)聖方濟各醫院 (1852)

攝於1865年之前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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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方濟各堂 (1864) 聖方濟各醫院 (1852)

聖若瑟醫院 (1865)

1880年地圖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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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

聖方濟各堂

圖：柯毅霖著，《從米蘭到香港：150年傳教使命》，良友之聲出版社，2008年，44頁插圖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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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方濟各堂內貌

祭台對聯：
「捨身傳道中華，
　不遠弗屆。
　為主播音天竺，
　雖死猶生。」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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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聖嬰學校 (聖方濟各書院)(1870)

聖方濟各堂 (1864)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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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嬰學校 (聖方濟各書院)、
聖方濟各醫院

1901年地圖

發電廠 (1890-1919)

聖方濟各堂 (1864)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發電廠 (1890-1919；1922拆卸)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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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方濟各醫院新樓 (1909) 聖方濟各醫院

聖嬰學校 (聖方濟各書院)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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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方濟各醫院聖堂內貌

橫樑：「耶穌聖心，請以你的愛點燃我們的心」Cor Jesu inflamma cornostrum amore tui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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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基立學校及煉靈
堂

1950年 煉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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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煉靈堂
聖方濟各醫院 煉靈堂 (1950)聖方濟各書院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蘭杜街

莊士頓道 晏頓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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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10周年

1956年
新造雲

石祭台1960年 聖母聖
衣堂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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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聖
母聖衣堂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聖母聖衣堂 (拆卸前)

1997年



16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聖母聖衣堂 (2001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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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沿樓梯拾級而上往聖堂（左上角掛鐘為舊聖堂文物） 舊聖母聖衣堂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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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堂大門以「生命樹」為標記，

寓意「上天之門」:

經此基督之門 (若10:7-9) 進入樂園。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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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重生的水泉（洗禮池），

沿著水道，找到泉源：主的餐桌；

分享主的祭宴，共成一體，邁向天國。

　　這首個天主教墳場於1848年已不敷應用，

且太接近新發展的民居，遂陸續把墳場遷往黃泥

涌新址，即今日跑馬地天主教墳場，並在1850

至1860年代把部份墳場地僻作住宅（今秀華

坊），又於1880年代賣掉。

　　十九世紀下半葉灣仔是運貨區，華洋雜處，

勞動階層聚居，龍蛇混雜。

　　1845年就在墳場附近，建有一所小聖堂，

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畧）小堂」；又有兩間小

屋，一間作醫院，一間作棄嬰院。傳教神父已開

始收容一些孤兒，又建了一些民居（棚屋），租

給教友，漸漸發展，成為教友聚居的地方。

　　1848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應香港代監

牧科主教的邀請來港，就住在靠近墳場，當年

修士住的房子，由神父手中接收了56位孤兒，

於是便以照顧棄嬰孤兒為己任，建立「聖童之

家」。1849年末，修女接收226位嬰孩，狀況

很壞，死亡率很高；1850年至1855年間，平

均死亡率是68%。1851年法國修女把聖童之家

搬往當時海邊，今晏頓街和蘭杜街及李節街一

帶 。

　　1842年天主教香港監牧區，獲英國政府撥

出灣仔山坡作天主教墳場（毗鄰是基督教墳場）。

當年夏天大雨，山泥傾瀉，政府要求建擋土牆，

形成台坊，至今仍見部份遺跡（聖方濟各小學轉

角處）。就近這墳場建有兩座房子，位於低處的

大房子用作山西修生的修院。較高處的小房子，

是給中國籍傳教士居住；當時潘路加神父 

(1772-1843)的居室；他因教難，從湖北到達澳

門；又從澳門來香港。

　　1864年於今日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 建築了正式的聖堂：聖方濟各（沙勿畧）堂；可容納

200教友，並有附屬建築，照顧各項牧靈需要。

　　當時，聖方濟各醫院（今秀華坊）與聖方濟各堂之間，已開僻了 St. Francis Street（聖佛蘭士

街）。聖方濟各堂周圍稱作進教圍 (St. Francis Yard)；又聖方濟各堂西面的房屋中間，有聖嬰里 

(Holy Infant Lane)；這聖嬰里於1920年代重建進教圍時，變成小巷；代之開僻了今日的光明街。

　　1865年朱斯德神父 (+1882) 亦在聖堂之上的山坡，為華人臨終者、病者，籌建了聖若瑟療養

所。可惜只運作數年，便因故停辦了。

　　聖保祿修女於是在海邊繼續照顧棄嬰、殘

嬰，提供教育及謀生技能。1856年也曾在附近

租賃一層樓，開辦英、法語班；1857年搬回聖

童之家；1859年結束；1876年在聖童之家

地段，再次為外籍孩子開設英、法語班，漸漸

發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學校；「聖童之家」經

擴建後，又設立聖堂並收容各樣難民。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修女立即應變，開設醫院，

1898年落成，救治病人，並接濟老人，漸漸發

展，成為今日的聖保祿醫院（法國醫院）。廿世

紀初，灣仔海傍地段已不敷應用，遂從

1915-1918年分階段遷往今銅鑼灣和跑馬地，

繼續服務。聖保祿修女會的訓言是：為一切人，

成為一切。（格前 9:22）

　　1852年聖方濟各醫院（建於今秀華坊，原

預留作孤兒院的地段）落成啟用，1859年關

閉出租，1869年由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接

辦重開，並稍後遷往今日聖方濟各小

學位置，1909年重建新大樓，又於

1959年與中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

醫院合併。原聖方濟各醫院部分

地方用作嘉諾撒啟明學校。

　　1922年，為發展跑馬地服務，聖方濟各堂拆卸了，又把整幅進

教圍地段賣掉。1925年跑馬地樂活道聖瑪加利大堂落成祝聖。原灣

仔教友可到聖瑪加利大堂參與彌撒；留在灣仔的教友，就以聖方濟

各醫院聖堂作堂區聖堂，舉行彌撒，履行信仰生活。當時，在重建

進教圍後的光明街兩旁，面對山坡的左邊，有兩棟哀矜屋，及右邊

有會所一層，供教友、尤其青年活動。未己，灣仔的教友人數劇增。

　　1860年義大利嘉諾撒修女應香港監牧盎神

父邀請來港，初在中環堅道服務。1869年到灣

仔，接辦聖方濟各醫院，展開育幼扶弱，助貧解

困的服務。嘉諾撒修女給貧窮中國婦孺教授要

理。成立「善牧之家」(1869-1911)，庇護從良

婦女；同時，組織女教友，成立聖母七苦會，

協助這些婦女。又教授葡語、華語，後來發展，

成為今日的聖方濟各學校（中小學）。在

1960-1997年照顧失明人士，辦有啟明學校。

又1973-2007年為失聰人士，開辦達言學校

（1991-2007年明愛達言學校）。嘉諾撒仁愛

女修會會祖聖瑪大肋納嘉諾撒的訓言是「在仁愛

中行謙遜，謙遜中行仁愛」。

　　1890年香港首座發電廠建於舊基督教墳場

地段（今電器街左右），並開僻前面三條小街，

按《三字經》，稱為日街、月街、星街。（今聖

母聖衣堂便座落星街一號）。這發電廠於

1919年停用；1922年拆卸。

　　期間在灣仔傳教的，還有

梁馬爾谷神父(1861-1904)、

司徒廷昭神父(1872-1947)、

梁敬之神父(1862-1914)。

　　2001年聖母聖衣堂重建於星街一號「滙星

壹號」的地下、一至M樓。

新聖堂的設計，循灣仔天主教足跡展望未來使命：

1. 在沒有窗戶的環境下開了天窗，猶如聖經中

耶穌治好癱子時，群眾不得其門而入，遂把

屋頂拆開（谷2:1-12），寓意教會常是人靈的

醫院。

2. 又以加納婚宴（若1:1-11）為主題：邀請眾人

效法聖母，知悉人的缺乏，並引導人到救主

之前，聽從主的吩咐，以獲得豐盛的新生。

　　今日聖母聖衣堂承先啟後，仍須以信仰生活

和愛德行動，作今日市民心靈的接待所、醫院、

療養院、學校⋯⋯最重要的，聖母聖衣堂是「天

主的家、教友的家」，及「上天之門」，讓我們

得到天主仁愛、寬恕、公義的滋養，邁向天上永

恆的家。

　　1953年，在煉靈堂服務的程

野聲神父及魏蘊輝神父被匪徒所

殺。1956年裝置了美麗的雲石祭

台。1957年改名聖母聖衣堂。煉

靈堂不單藉基立學校，為學童提供

了適時的基礎教育，且以救濟品援

助了整整三代人，尤其是大戰和內

戰後的人民。

　　1994年基立學校功成身退。

　　1997年聖母聖衣堂拆卸並賣

出地皮。教友每主日在明愛樂勤學

校（1987-2008）（今聖方濟各

小學校址）舉行主日彌撒和主日

學，並租賃堅雄大廈兩單位作日常

牧靈活動。

　　1932年，理雅各神父與教友一起，力求重建聖堂。

　　1936年，恩理覺主教答允重建灣仔聖堂。

　　1939年黃順英先生代支，購入星街一號地段。

1941-1945年日據之後，理雅各神父及教友們繼續建堂工

作，以九日敬禮懇求天主，並奉獻煉靈彌撒，籌募經費；

幾經艱辛，終於在1950年建成了樓高五層的煉靈堂及基立

學校，達成一堂一學校的願望。（當時未有繼續稱聖方濟

各堂，因為此名已為九龍城堂區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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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口罩、飯劵、購物劵，給任何有需

要者。從一無所有，到一無所缺，都

是上主在興工建築。但願我們不負上

主恩典，善導眾人歸向上主（聖方濟

各的精神），助人活於上主的恩寵

（加納的精神、聖母聖衣的精神）。

　　際此，聖母聖衣堂70周年紀

念，回顧過去，展望將來，尤其

2019-2020年間的社會事件和疫

情，我們聖堂在上主的安排下，成為

了戰地醫院，一視同仁，接待急需

者；又成為天主慈悲的支援中心，派

聖母聖衣堂重建開幕祝聖感恩祭聖母聖衣堂重建開幕祝聖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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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聖衣堂 . . . 昔日建築．今日位置

聖若瑟醫院 (1865)

聖方濟各小堂 (1845)
聖方濟各醫院 (1852) (秀華坊)

聖方濟各堂 (1864)

天主教墳場 (1842)聖母聖衣堂及基立學校 (1950)
星街一號

聖佛蘭士街

聖母聖衣堂 . . . 昔日建築．今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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