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
堂區快訊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林勝文神父 信德年教友培育
一小時講解，半小時明供聖體、聖體降福
地點：聖安德肋堂
星期五：8pm – 9:30pm
星期三：10am – 11:30am（重覆上一個星期五的講座內容）
日期
02/08/2013;
16/08/2013;
06/09/2013;
27/09/2013;

7/08/2013
21/08/2013
11/09/2013
02/10/2013

內容
【靈修】亞孟、基督徒靈修面面觀
【禮儀】聖經中有關聖洗聖事的教導
【靈修】聖洗聖事的禮儀靈修 1
【靈修】聖洗聖事的禮儀靈修 2

信仰 Q & A
問：耶穌基督是真正、真實、整個基督和實體地臨於聖體中。本人不明白「真正」與「真實」有什
麼分別，兩者中可否隨便少一個呢？
答：中世紀天主教會的「士林神學」（又稱經院神學 Scholastic Theology）善長以很相似但又不儘相
同的概念，豐富地描述「奧蹟」。「耶穌是真正、真實、整個地和實體地臨於聖體之中」就是典
型士林神學對聖體聖事的描述。「真正」是指是「真正的耶穌」（天父的獨生子、天主聖三中的
天主聖子、因聖神降孕於童貞瑪利亞胎中的聖子、死而復活的天主聖子）臨於聖體中；「真實」
指聖體是「真實的食糧」
（見若 6:55）但又是耶穌「真實的血肉」
；
「整個地」是指聖體可以被擘
開成為多塊，但仍是整個的基督，聖體不會是「基督的部分」或「部分的基督」；「實體地」是
指聖體不是耶穌的代表或象徵，而是實實在在「基督的親臨」
。以上四個概念互為表裡，缺一不
可。
問：聖經有沒有章節可證明聖母瑪利亞是終身童貞？若終身童貞的信條不成立，後果會否影響其他
信條呢？
答：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是指聖母生產聖子，於產前、產中、產後都保持童貞。聖母產子前是童貞
女，見路 1:34；聖母產子中保持童貞，見瑪 1:22-25（即天主聖子降生是因聖神受孕，並非由
男女關係）
；聖母產子後仍是童貞，見若 19:25-27。耶穌沒有血親的弟妹，理由是如果耶穌有親
弟妹，他不會把自己的母親交詫給一位與他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門徒。
聖經內載「耶穌的兄弟姊妹」
，例如谷 6:3、迦 1:19 等，初期教會的教父們（Church Fathers）詮
釋這些章節時，早已認定他們不是耶穌的血親，而是耶穌的表兄弟姊妹或親戚。到十九世紀歐
洲學術界興起「懷疑主義」時才遭質疑。但初期教父們很多都是耶穌十二宗徒的弟子，他們的
詮釋應有權威。
回看歷史，聖母是「終身童貞」
，最先由聖依肋乃（St. Irenaeus，130-202AD，師承於若望宗徒，
即耶穌託付聖母給那位門徒）提出，聖葉理諾（St. Jerome，347-420AD，舊稱聖熱羅尼莫，是
聖經專家，首先把整部聖經由原文準確翻譯成拉丁文）大力推崇這信條。當時很多教會學者亦
表贊同，於是 680AD 的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始確認為「當信的道理」。
聖母是「終身童貞」的信條，沿於歷代的學者（包括初期教會的教父們、中世紀至現代的神學
家等），藉天主聖神的啟迪來詮釋聖經（教宗真福若望保祿二世都以若 19:25-27 來肯定聖母終
身童貞），再經教會訓導當局（例如出席大公會議的各國主教）確認為「當信的道理」。否認任
何天主教會的當信道理，就即是否認整個天主教會，否認聖經是天主的啟示，否認天主教會詮
釋聖經的訓導權，詳見《天主教教理》第 101 至 119 條。

教宗庇護十二世於 1950 年隆重宣佈：
「童貞瑪利亞靈魂肉身蒙召升到天
國」為天主教的當信道理。聖母蒙召升天揭示了基督逾越奧蹟在人身上最完
美的效果，鼓勵我們與聖母一同渴望靈魂肉身同登天國。(教區禮儀委員會)
雖然聖母蒙召升天節在香港教區不是法定節日，但仍鼓勵教友當日參與彌
撒。本堂在 8 月 15 日（星期四）早上七時半和晚上八時都有彌撒慶祝。

『 攜手修聖殿 同步進庭院 』
步行籌款
本堂與坑口聖雲先堂合作籌募各項維修經費而舉行步行籌款，目標為港幣一百
萬元。活動將於 2013 年 10 月 1 日，上午 9 時半，由景林天主教小學起步。籌
款表格於 8 月 10 日至 9 月 15 日派發。歡迎大家索取和踴躍參加。

善會介紹——聖母軍
聖母軍由杜輝先生〔Frank Duff〕於 1921 年 9 月 7 日在愛爾蘭創立，是一個
為增強教友熱忱和精神的團體。目前全世界已有超過 300 萬聖母軍。
聖母軍強調效法聖母精神：
「深深的謙遜，絕對的服從，天神般的溫順，
常常的祈禱，時時的刻苦，無瑕的純潔，英勇的忍耐，天上的智慧，自
我的犧牲，堅決的孝愛天主，尤其是聖母的信德」〔見聖母軍手冊第十五頁〕。其
組織仿照軍隊，以忠貞、勇敢、有紀律、耐勞、有效果等著名。
在聖安德肋堂區，青年聖母軍在堂區圖書館服務，為大家介紹館內豐富的宗教靈修資源。
而成年的聖母軍定期探訪區內教友，使大家交流和增進認識，促進「堂區一家親」的精神。
此外，聖母軍也參與醫院牧靈、探訪獨居長者，還有堂區及教區福傳活動。如果大家想進
一步了解聖母軍，可在聖堂後方索取聖母軍單張。

關懷社會樂融融
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

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408

在民主制度內，政權應向人民負責。代表人民的組織必須受有效的社會機制監管。落實監管
最重要的方式是自由選舉、選舉和更換人民的代表。當選者有責任向人民交待他們的工作，
這是民主代表制度的重要元素，也是當選者尊重選舉協定的表示。

414. 資訊是民主參與最主要的工具之一。若不明白政治團體的狀況、解決問題的方法或問題本身，
政治參與是不可思議的。……在諸多妨礙人們獲得客觀資訊的現象中，應特別注意的是新聞
媒體被少數人或集團所控制。當這種現象與政府行動、金融和資訊組織掛勾時，便會危及整
個民主制度。
教會社會訓導鼓勵公民履行社會責任，包括監察政府。不過香港政府對現存的法例，不時提出非民
主化的修訂，也拒絶執行及訂立有所欠缺的法律，例如：拒絕執行資料公開法及守則，修改公司條
例，不立檔案法等。同時推出所謂「網絡廿三條」的版權修訂條例、慈善组織修訂條例、通過了的
校本管理條例、及隨時推出的國家安全法（廿三條）等。這已妨礙巿民監察政府。香港政府希望作
不完善的公開諮詢，企圖通過不公平的法例；又對人民的質詢拒絕交待。為香港社會的未來，我們
尚須努力，認真研讀和實踐教會的社會訓導。

環保
保護環境是全人類都要面對的挑戰，這是共同的責任。故此，必須阻止任
何人只顧自己所願，依照個人經濟上的需要，任意使用各類事物，無論是
活的或是非靈性的——如動物、植物、自然界的元素等。

聖安德肋堂環保措施
月份
1 月 24 日至 2 月 22 日
3 月 29 日至 3 月 29 日
4 月 26 日至 5 月 31 日
6 月 26 日至 7 月 25 日

抹手紙
38 卷
39 卷
35 卷
31 卷

衛生紙
52 卷
63 卷
57 卷
55 卷

月份
2 月 22 日至 3 月 29 日
3 月 29 日至 4 月 26 日
6 月 1 日至 6 月 26 日

抹手紙
46 卷
42 卷
30 卷

衛生紙
78 卷
76 卷
54 卷

2013 年 8 月 份 ～ ～ 堂 區 活 動 一 覽 表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耶穌顯聖容 八月六日 1

2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暑期活動 7:00am-10:00am
2:00-5:00pm (禮堂,)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7:30pm (3/4 室)
讀經祈禱分享
8:00pm (1/2 室)
朝拜聖體 8:00pm 新教友信仰小團體
8:00pm (7 室)

堂區辦事處
電話：2623-5576
傳真：2701-6736
電郵：office@tkoacc.org.hk
網頁：http://www.standrew.catholic.org.hk

4 常年期 18 主日 5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董,黃,宋)9:00-10:30am (3/4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7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慕道前聚會 10:00-12:00pm (禮堂)
慕道班 (董,黃,宋) 10:30-12:00pm (3/4 室)
慕道班 (邵) 10:30-11:45am (7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pm (16 室)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p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活動組 12:00-1:30pm (15 室)
心弦聖詠團 1:30-4:00pm (1/2 室)
輔祭會 1:30-3:00pm (3/4 室)
聖若瑟會 1:30-3:00pm (12/13 室)
插花組 1:30-3:0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星期五

暑期活動 7:00am-1:30pm
(禮堂,11,12,13,14,15 室)
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星期六

3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主日學導師 3:00-5: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5:00-6:00pm (1/2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教理重溫 8:00pm
(聖堂)

9

10

暑期活動 7:00am-10:00am
2:00-5:00pm (禮堂,)
讀經祈禱分享
8:00pm (1/2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主日學導師開會 2:30-6:00pm (禮堂)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慕道班 (嫦) 3:00pm- 4:15pm (16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6: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5:00-6:00pm (1/2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15

16

17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信仰小團體(Iris)
8:00pm (3/4 室)

青年聖母軍 11:00-4:00pm (7 室)
慕道班 (嫦) 3:00pm- 4:15pm (16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6:00pm (16 室)
主日學導師開會 2:30-6:00pm (禮堂)
葡萄園聖詠團 5:00-6:00pm (1/2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輔祭會 7:00-10:00pm (禮堂)
青年會 7:30-9:30pm (3/4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信仰小團體(聖言分享) 8:00-9:30pm (1/2 室)

6

7

8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12/13 室)

暑期活動 7:00am-1:30pm 慕道班 (李)
(禮堂,11,12,13,14,15 室) 2:30pm (7 室)
運動組 8:00pm
教理重溫
10:00am (聖堂) (1/2 室)
聖母軍 8:00pm
聖家祈禱會
(3/4 室)
7:00pm (5 室)
慕道班 (李)
葡萄園聖詠團
8:00pm (7 室)
7:30pm (1/2 室)
靈修培育組
8:00pm (7 室)

寶盈花園基基團
8:30pm

11 常年期 19 主日 12

13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董,黃,宋)9:00-10:30am (3/4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7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慕道班 (董,黃,宋) 10:30-12:00pm (3/4 室)
慕道班 (莫) 10:30-12:00p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11:45am (7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12:00pm (1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00-11: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堂區議會工作坊 11:30-1:00pm, 1:30-3:3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7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14

慕道班（莫）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聖家祈禱會
10:00am (3/4 室) 7:00pm (5 室)
慕道班 (Iris,郭)
葡萄園聖詠團
8:00pm (7 室)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楊)
聖雲先會 8:00pm
8:00pm(12/13 室) (3/4 室)

新都城基基團

厚德基基團

8:00pm

8:00pm

教理重溫 8:00pm
(聖堂)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聖母蒙召升天節
彌撒 8:00pm
(聖堂)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8 常年期 20 主日 19

20

21

22

23

24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董,黃,宋)9:00-10:30am (3/4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7 室)
聖雲先會 9:15 – 10:00am (15 人)(禮堂)
慕道班 (董,黃,宋) 10:30-12:00pm (3/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慕道班 (莫) 10:30-12:00p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11:45am (7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慕道班 (盧) 10:30-12:00p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聖雲先會 11:15am-12:00pm (15 人)(禮堂)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堂區議會 12:00-1:30pm (12/13 室)
點檢數小組 1:15-2:30pm (1/2 室)
聖言宣讀組 1:30-3:15pm (7 室)
輔祭會 1:30-2:30pm (禮堂)
2006 年信仰小團體 2:00-4:00pm (3/4 室)
關社小組 2:30-5:00pm (禮堂)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12/13 室)

教理重溫
10:00am (聖堂)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讀經祈禱分享
8:00pm (1/2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慕道班 (嫦) 3:00pm- 4:15pm (16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6:00pm (16 室)
堅振班家長會 4:00-6:00pm (禮堂)
葡萄園聖詠團 5:00-6:00pm (1/2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輔祭會 1:00-4:00pm
(禮堂)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廣明基基團
8:30pm

25 常年期 21 主日 26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董,黃,宋)9:00-10:30am (3/4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7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慕道班 (董,黃,宋) 10:30-12:00pm (3/4 室)
慕道班 (莫) 10:30-12:00p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11:45am (7 室)
慕道班 (李) 10:30-11:45pm (12/13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12:00pm (14 室)
慕道班 (盧) 10:30-12:00p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00-12:0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婦女會 11:45-1:30p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送聖體聖血會 1:30-3:00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慕道班（莫）
10:30am (7 室)
聖家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3/4 室)
婚配綵排 8:00pm
(聖堂)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7 室)

27

28

29

30

31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12/13 室)

慕道班（莫）
10:30am (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慕道班 (嫦) 3:00pm- 4:15pm (16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6: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5:00-6:00pm (1/2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聖家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福傳小組 8：00pm
(7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