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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晚:

 三步一拜送舊      六 十二月三十日 1月21日 二月十四日 3月5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早課普佛 迎春接福 潤二月十二日 4月2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禮拜藥師寶懺      日 正月初八日 1月29日 三月十八日 5月7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供諸天- 祈褔         日 正月十五日 2月5日 四月十七日 6月4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觀音菩薩法會      四 正月廿六日 2月16日 五月十五日 7月2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觀音菩薩聖誕      五 二月十九日  3月10日 六月二十日 8月6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清明節- 地藏懺     公 潤二月十五日 4月5日 七月十九日 9月3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釋迦牟尼佛聖誕   公 四月初八日 5月26日 八月十七日 10月1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觀音菩薩成道日   六 六月十九日 8月5日 九月廿二日 11月5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盂蘭節- 地藏經     六 七月十一日 8月26日 十月廿一日 12月3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盂蘭節- 地藏經     日 七月十二日 8月27日 十一月廿六日 24年1月7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盂蘭節- 地藏經     一 七月十三日 8月28日

盂蘭節- 地藏經     二 七月十四日 8月29日 二月廿八日  3月19日 下午 2:00 - 下午5:00

盂蘭節- 瑜伽熖口 二 七月十四日 8月29日 潤二月廿六日 4月16日 下午 2:00 - 下午5:00

盂蘭節-盂蘭盆經  三 七月十五日 8月30日 四月初三日 5月21日 下午 2:00 - 下午5:00

地藏菩薩誕-地藏懺 四 七月三十日 9月14日 五月初一日 6月18日 下午 2:00 - 下午5:00

重陽節- 地藏懺     公 九月初九日 10月23日  五月廿九日 7月16日 下午 2:00 - 下午5:00

觀音菩薩出家日  四 九月十九日 11月2日 七月初五日 8月20日 下午 2:00 - 下午5:00

藥師佛聖誕           日 九月廿九日 11月12日 八月初三日 9月17日 下午 2:00 - 下午5:00

阿彌陀佛聖誕      五 十一月十七日 12月29日 九月初一日 10月15日 下午 2:00 - 下午5:00

觀音菩薩法會      日 十一月十九日 12月31日 十月初七日 11月19日 下午 2:00 - 下午5:00

供諸天- 謝佛恩     四 十二月初八日 24年1月18日 十一月初五日 12月17日 下午 2:00 - 下午5:00

觀音寺法會時間表

佛曆二五六七年(2023)歲次癸卯(兔年)

 *共修大悲咒*

晚上10:00  至                 

早上2:00

上午9:00-下午3:00

上午9:00-中午12:00

上午9:00-中午12:00

上午9:00-中午12:00

上午9:00-下午3:00

上午9:00-中午12:00

上午9:00-中午12:00

上午9:30-下午3:00

上午9:30-下午3:00

上午9:00-中午12:00

上午9:30-下午3:00 *共修地藏經*

上午9:30-下午3:00

下午5:30-晚上9:30

上午9:30-下午3:00

時間

上午9:00-中午12:00

上午9:00-中午12:00

  

法會主題 農 曆 新 曆 農 曆 新 曆 時間

上午9:00-下午3:00

上午9:00-下午3:00

上午9:00-中午12:00

上午9:00-下午3:00



觀音寺 電郵 : skybuddhistorg@netvigator.com
香港赤柱馬坑村環角道89號 網址 : http://www.skybuddhist.net
Kwun Yum Buddhist Monastery Limited WhatsApp : 5425-8180
89 Cape Road, Ma Hang Village B, Stanley, HK
電話 : 2813-1849
傳真 : 2813-7995

農曆 新曆 時間 農曆 新曆 時間
二月廿㇐日 3月12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六月廿七日 8月13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潤二月十九日 4月9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七月廿六日 9月10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三月廿五日 5月14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八月廿四日 10月8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四月廿四日 6月11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十月廿八日 12月10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五月廿二日 7月9日 上午9:30 - 中午12:00 十二月初四日 24年1月14日上午9:30 - 中午12:00

二月初七日 2月26日 上午9:00 - 中午12:00         第㇐品至第二品
潤二月初五日 3月26日 上午9:00 - 中午12:00         第三品至第四品
三月初四日 4月23日 上午9:00 - 中午12:00         第五品至第七品
四月初十日 5月28日 上午9:00 - 中午12:00         第八品至第十品
五月初八日 6月25日 上午9:00 - 中午12:00         第十㇐品至第十三品
六月初六日 7月23日 上午9:00 - 中午12:00         第十四品至第十七品
八月初十日 9月24日 上午9:00 - 中午12:00         第十八品至第二十品
九月初八日 10月22日 上午9:00 - 中午12:00         第廿㇐品至第廿三品
十月十四日 11月26日 上午9:00 - 中午12:00         第廿四品至第廿六品
十㇐月十二日 12月24日 上午9:00 - 中午12:00         第廿七品至第廿八品

晚上 7:30 - 9:00 "普門品"

如有查詢,敬請致電: 28131849

觀音寺

法會時間表

佛曆二五六七年 (2023) 歲次癸卯(兔年)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生日法會

   逢每星期二

眾法師主持

讀誦妙法蓮華經及法華懺法會
眾法師主持

共修法會時間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