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
堂區快訊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月
信仰 Q&A
問：耶穌在最後晚餐，用「無酵餅」作祂的身體。羅馬教會是用無酵的麵餅成聖體，
但為什麼東方教會和東正教採用已發酵的麵包成聖體呢？
答：耶穌與祂的門徒吃「最後晚餐」（主的晚餐），其實是以色列人祖傳法律所規定的「逾越節晚餐」，按出
12:8,15-20;13:3-8; 申 16:1-8 等所載的「逾越節法律」，規定必須要吃無酵的食物，以紀念上主拯救以色列
人脫離為奴為婢的埃及。
初期教會舉行彌撒時，原本沒有「必須用無酵餅」的規定。不同的地方教會各適其式用有酵的麥麵包或無
酵的麥麵餅。羅馬禮後來規定用無酵餅，並非因為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用無酵餅那麼簡單，而是福音和保祿
書信內「避免邪惡的酵母」的靈修訓誡，請參閱谷 8:15 和格前 5:6-8。羅馬教會的彌撒用無酵餅，是提醒
信友要除去罪惡、更新自己，把純潔的身心奉獻給主（參閱羅 12:1-3）。
至於用「已發酵的麵包」舉行聖祭，沿自舊約的聖殿禮規。按肋 7:13;23:17 所載「向上主獻『和平祭』與
五旬節『搖禮』」的法規，當中所獻給上主的是「發酵的麵」所烤成的餅，這是「喜樂地向上主祭獻」和
「向上主感恩」的禮儀。在瑪 13:33 和路 13:18-21，耶穌說：「天國好像酵母」、「天國相似酵母」。因此，
有地方教會一直使用有發酵的麵包舉行聖祭，現仍存於東方禮教會和東正教的聖祭之中。
兩個傳統都有天主聖言和教會傳統的基礎，雖不相同卻不相抵觸。不同的禮儀卻有同一的信仰：耶穌基督
是真正、真實、整個基督及實體地臨於聖體中。
問：究竟「東正教」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的？
答：粗淺地回顧教會痛苦的「分裂歷史」，並澄清一些「中文譯名」。降生成人的聖子耶穌基督，在祂公開生活
的時候明確地建立「教會」，並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伯多祿宗徒（見瑪 16:13-19）。這個由基督建立的教
會，按基督的命令（見瑪 28:16-20）在各地傳揚福音。歷史上，由耶穌升天到第四世紀，教會稱為「初期
教會」（The Early Church），是一牧一棧的教會。各地方教會團體的禮儀、語言都不儘相同，但信仰內容
是一致的。到羅馬帝國君王君士坦丁於 313 年宣佈信仰自由，政府不再迫害基督信徒，糾纏多年的教難完
全結束，各地方教會就更蓬勃地發展。到第九世紀，教會按著羅馬帝國的版圖，可大致分為以羅馬為中心、
禮儀和神學用拉丁語的「拉丁教會」（Latin Church），和以君士坦丁堡（今稱伊斯坦布爾）為中心、禮儀
和神學用希臘語的「希臘教會」（Greek Church）。
當時因為「政教合一」
，教會的兩個陣營，在東、西羅馬帝國政治上分裂時，教會就跟著分裂了。公元 1054
年，在當時政客的搧風點火下，教會發生了大分裂，互相指責對方為異端，甚至互相逐對方出離教會。之
後以羅馬為中心的拉丁教會就稱為「羅馬公教」（Roman Catholic Church），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希臘
教會就稱為「正教」
（Orthodox Church）
。由於「正教」在羅馬的東方，故又稱為「東正教」
（Eastern Orthodox
Church）。「正教」和「羅馬公教」在信仰上幾乎是一致的，只是神學的學說有所不同，聖祭舉行的方式就
有極大的分別。
到十六世紀末，「羅馬公教」因腐敗和種種原因（當然包括政治），當中再分裂出不同的宗派。這些分裂出
來的宗派統稱為「誓反教」（Protestant Churches），是表明反對羅馬公教的團體，當中包括信義宗、長老
會、英國聖公會等。有些歷史學家稱這些團體為「新教」，有別於「羅馬公教」（即「舊教」）。「誓反教」
各宗派和「羅馬公教」無論在信仰、神學和禮儀差異極大。
「羅馬公教」在明朝萬曆年間，由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傳入中國。由於利神父用「天主」一詞稱呼三位一
體的唯一真神，中國人就習慣地稱呼這個宗教為「天主教」，這個名稱僅在華語地方出現，並一直使用，
甚至成為官方用語。
清朝時（特別是鴉片戰爭後），「羅馬公教」、「東正教」和「誓反教」各宗派的傳教士都在中國本土傳教。
「誓反教」的傳教士發現這詞不雅，遂改稱「基督教」。這詞也只在華語地方出現，成為各十六世紀由羅
馬公教分裂出來的宗派的統稱，亦成為官方用語。
「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教」原本都是同一的教會，可惜因種種的罪、驕傲、誤會、權力鬥爭等而分
裂至此。信徒都應為教會重歸一牧一棧而祈禱。

問：什麼是「褻瀆聖神」？不可赦免？
答：谷 3:22-30 和瑪 12:22-32 記載耶穌說：褻瀆聖神的罪必不得赦免。褻瀆聖神並不是指某一種罪行，而是人
的「心態」。聖神在天主創造人時就賦予給人（見創 1:26-27;2:7），聖經描寫人有「天主的肖像」、「天主的
氣息」和「靈（魂）」。所以每個人皆有「聖神」，分享來自天主的生命，並因著聖神而有「理智」（能認識
真理）、「意志」（能活出善良、躲避邪惡）、情感（愛慕真理、厭惡邪惡）和良心（即良知，是與生俱來的
道德價值觀）。但當人認識真理卻拒絕真理，應活出良善卻擁抱邪惡，愛慕邪惡，完全拒絕良心的指引，甚
至故意違犯良心的警告，對所犯的罪行毫無悔意，這就是「褻瀆聖神」的罪。這罪之所以不獲赦免，是因
為犯此罪的人的心態是明知故犯，完全沒有悔改的心，完全沒有罪惡感，完全拒絕來自天主的赦免。換句
話說，是那人妄用他的理智、意志、情感和錯誤的良心「保留」自己的罪（見若 9:1-40）。如果人有「悔
意」，就算是一點點，天主必會寬赦（見路 23:39-43; 若 3:16-21）。
香港天主教教區將於十一月廿四日，基督君王節，在政府大球場舉行全港信友聚會，隆重慶祝信德
年圓滿結束。今期快訊是最後一期的‘信仰 Q&A’。堂區辦事處將會把過去的答案編印成小冊子。

如何積極地參與禮儀
我們應該如何參與禮儀，是要不繼的學習和實踐。2000 年，信理部部長拉辛格樞機，
（即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
，撰寫《禮儀的真諦》
，就有關積極參與感恩聖祭，給了我
們一個深入的神學講解：
教父們稱整個感恩禮為「禱詞」(oratio)……這個「禱詞」——感恩經或彌撒「正典」——其實不只是言
詞，而是高深意義的「行動」，……就是天主親自的行動……人能夠參與這行動全因為天主親自成了人，
成了血肉之軀，如今在感恩禮中，祂一次又一次的藉着祂的身體，來到我們這些生活在體內的人那裏。……
「基督的行動」與我們的行動間的分別，最終會消失，這是關鍵所在，只有一個行動，既是祂的也是我們
的行動，因們已與祂了「一體一神」。……正在於天主親自行動，而我們被引到天主這行動中。當然外在
的行動——讀經、歌唱、呈上禮品——可以合理地分配給不同的人。同理，參與聖道禮（讀經、歌唱）應
有別於正式舉行聖事。但當我們來到行動的核心——「禱詞」時，就應停止所有活動……要一起看着主基
督，前去與祂相遇。……如果不同的外在行動（事實上它們不算太多只是人們硬要加增它們的數目），竟
成了禮儀中的要素，又如果禮儀淪為全體總動員，那末我們便根本誤解了它。……真正的禮儀培育，不能
只在學習和嘗試外表的活動，卻應帶領人走到那使禮儀之成為禮儀的基本「行動」，到天主的轉化力量去，
祂願意藉着禮儀中所發生的事，來轉化我們及世界。就這方面而論，今日的禮儀培育，仍有許多事情要做。
積極參與禮儀，在於忘掉自我，全神投入，沈浸在慶典中的奧蹟，讓天主轉變我們，使我們進一步相似基督，
能夠以祂的眼去看，祂的心去體驗，用祂的價值觀去評價一切的人、事、物。
想明白多一點怎樣更完善地準備心靈參與禮儀慶典，好能得到更大恩寵，和深化靈性生活，就請細讀榮休教
宗本篤十六世的《禮儀的真諦》。

『 攜手修聖殿 同步進庭院 』 步行籌款 溫馨提示
請各位己經報名參加步行籌款的兄弟姊妹帶同表格（正本或副本），10 月 1 日，準時
上午 8 時半，到景林天主教小學集合，參加 8 時 45 分的起步禮。在聖安德肋堂誦唸
玫瑰經的兄弟姊妹則在當日早上 9 時前到聖堂，為我們準備修建的上主殿院祈禱。
堂區善會——點核數小組
堂區每主日都接受教友奉獻，作為支付日常運作開支及維修。故此需要大量教友義工
為此點算，從而減輕神父的工作。我們被本堂神父委任為點核數組的成員，就是當其
他人興高采烈地和家人午飯去，我們卻留在活動室數點獻金。但我們些微的付出，卻
有更大的回報：就是堂區的信任、見證天主的恩寵與每位教友的犧牲。點數時一張張
攤開的錢幣，就像一顆顆願意為天主和有需要的人打開的愛心。我們手倦心悅，因為
深深感受到堂區就是這樣一磚一石地建立起來。願我們繼續以獻上兩個小錢的寡婦的
心，獻出謙卑的一份，讓天主為我們點綴永生的華冠。

林勝文神父 教理重溫

一小時講解，半小時明供
聖體、聖體降福
地點：聖安德肋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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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2/10/2013 【靈修】聖洗聖事的儀靈修 2 入門聖事的施行
25/10/2013; 30/10/2013 【禮儀】聖經中有關堅振聖事的教導
15/11/2013; 20/11/2013 【靈修】堅振聖事的禮儀靈修
27/09/2013;

6/12/2013;

11/12/2013 【禮儀】聖經中有關聖體聖事的教導 1
待 續

玫瑰聖母月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1982 年 5 月 13 日到花地瑪朝聖，為感謝聖母在 1981 年的同一
天救了他的性命。在那天的講道中，教宗說教會承認花地瑪的訊息，是因為它的內容包含
真理及感召，與福音的要求『你們悔改，信從福音罷！』(谷 1:15)相同。訊息的基本中心
是一份皈依的召喚，這正是耶穌基督開始傳教時所說的話。聖母那次所作的這個召喚，也
是給予我們今天的人類。花地瑪聖母的訊息充滿母親般的關心，但她提醒及要求我們悔
改、祈禱，並每天誦念玫瑰經。
1942 年 10 月 31 日，教宗庇護十二世謹循花地瑪聖母懿旨，將全人類奉獻給聖母無玷聖
心。2000 年 10 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梵蒂崗聖伯多祿廣場，率領 1500 位全球主教代
表，把教會和人類的未來再次託付給花地瑪聖母。教宗方濟各將於今年 10 月 13 日，紀念花地瑪聖母顯現的日
子，再次把世界奉獻給聖母無玷聖心。
教會把世界奉獻給聖母無玷聖心，就是教會帶領世界接受聖母的助佑，藉著她在基督十架
下的代禱，藉著基督，奉獻全人類給至聖天主；同時邀請世人返回十字架下，把自己奉獻
給救主耶穌的聖心，即人類得救贖之源。
教宗方濟各呼籲全球信友為中東和平祈禱，而他自己已在 9 月 7 日，皆同聚集在聖伯多祿
廣場的信友誦唸玫瑰經，為敍利亞和平祈求。堂區為恭敬聖母，在十月份每台主日彌撒後
公唸玫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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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委關社勞委政 裁勞 正委

教區信德年專責小組將於 10 月 6 日（主日）下午 12:30 至 6:30，在樂富聖博德堂舉行「梵二大
公會議的信德」整合講座，主題為「信友在社會中的使命」，由夏其龍神父主講。歡迎教友
及慕道者參加。
中國遼寧小販夏俊峰靠在路邊攤賣小吃為生。2009 年，他與妻子擺攤時，與到來查處的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人
員（城管）發生衝突。夏俊峰後被帶返城管的辦公室，後被指在辦公室以切香腸的小刀捅死兩名人員，和使一
人重傷，因而被判處死刑。但夏俊峰辯稱他是因先被城管毆打，出於正當自衛而誤殺那兩名城管。但是法院選
擇性地採用證據，不准許案件中 6 名可以證實夏曾被城管毆打的證人出庭作證。夏俊峰的律師後來更加發現，
案中 4 名城管中 3 人作了偽證。雖然案件充滿疑點，和大量網民和律師向當局呼籲刀下留人，但全部不能挽救
他。夏俊峰在 9 月 25 日被執行了死刑。這就是中國草根階層的悲哀，也是沒有法治的社會的可怕。
2012 年 2 月 19 日，「香港天主教教區給香港政府的意見書」中，引用梵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指
出政府存在的目的和意義：「政府是為了公共福利而存在的，公共福利是政府存在的理由和意義，政府的基本
權利亦是發源於公共福利的。而所謂公共福利，則包括：一切社會生活條件，使私人、家庭及社團可以比較圓
滿而便利地成全自己。」
只有一個有法治和公義的社會，才能確保政府的運作能造就人民的福祉，教區因此贊同政府應實行全民普選行
政長管和立法會。
在今年「有關普選及公民抗命的緊急呼籲」中，教區再次提到「令香港市民不合理地喪失機會，不能實質地參
與選舉政府首長及市民的參政代表，肯定地造成對基本公民權利嚴重而持續的不公義和侵犯，而矯正這種情
況，是刻不容緩的。」，因而促請政府從速就政改方案展開正式諮詢。
今天的香港，正如教區上述兩份文件提及，巿民已有「亦愈積愈深的不滿」，和「對改善嚴重不公義的再三訴
求從得不到任何充分的回應」。要政府聆聽巿民的需求，特別像夏俊峰案般弱小者的呼喊，作出合乎公義的回
應，每一位香港巿民及信友都要盡自己的責任，努力爭取公義，要求政府實行雙普選。

星期日

星期一

二零一三年十月份
堂區活動一覽表

星期二
1國 慶 日

星期三
2

星期四
3

起步點 集合
8:30am
景林天主教小學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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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林基基團 2:00pm
慕道班 (李) 2:30pm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7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聖家祈禱會 7:00pm
慕道班 (李) 8: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7 室)
朝拜聖體 8:00pm
(1/2 室)

慕道班 (莫) 6:00 pm
(7 室)

靈修培育組 8:00pm
(3,4 室)

堂家組 8:00pm
(12,13 室)

基督勞工堂與禮儀小組交流日 10:00-12:0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活動組 12:00-1:30pm (3,4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15-5:45pm (11 室)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6 室)
插花經祝福禮 6:00pm 彌撒中
插花經 7:00-8:00pm (1,2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步行籌款收表日 7:00-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明愛義賣 6:00-8:00pm (禮堂)

教理重溫 10:00am
(聖堂)

堂區步行籌款日

星期五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7:30pm (3/4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1/2 室)
新教友信仰小團體
8:00pm (7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6 常年期第 27 主日 7

8

9

10

11

12

慕道班 (龍) 10:30am
明愛義賣 7:00am-8:00pm (禮堂)
(7 室)
步行籌款收表日 8:30am-2: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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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何) 9:00-10:30a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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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盧) 10:30-12:00p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a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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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基團聯會 12:00-1:30pm (14 室)
步行籌款核數組 1:00-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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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領洗 2:00-5:00pm(聖堂)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步行籌款收表日 7:00-8:00pm (禮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慕道班 (莫) 6:00 pm
(7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聖家祈禱會 7:00pm
(5 室)

運動組 8:00pm
(1/2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3/4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 pm (16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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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明愛義賣 1:00-4:00pm (禮堂)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15-5:45pm (11 室)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6 室)
主日學導師開會 6:00-7:00pm (禮堂)
步行籌款收表日 7:00-8:00pm (12,13 室)
明愛義賣 8:00-10:00pm (禮堂)

景林基基團 8:30a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3 常年期第 28 主日 14 重 陽 節 翌 日 15
明愛義賣 7:00am-8:00pm (禮堂)
步行籌款收表日 8:30am-2:00pm (禮堂)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慕道班 (莫) 10:30-12:00pm (5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12:00p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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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步行籌款核數組 1:00-2:30pm (15 室)
堂區議會 1:30-3:30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步行籌款收表日 7:00-8:00pm (禮堂)

16

17

18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信仰小團體(Iris)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聖家祈禱會 7:00pm
(5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楊)
8:00pm(12/13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慕道班 (李) 8:00pm
(1/2 室)
(7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廣明苑基基團 8:30pm (3/4 室)
關社組 8:00pm
(16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19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8:00pm (1/2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3/4 室)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15-5:45pm (11 室)
主日學 4:30-5:30pm(1,2,3,4,5,7,12,13,14,16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步行籌款收表日 7:00-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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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傳 教 節 主 日

21

22

23

24

25

26

明愛義賣 7:00am-3:00pm (禮堂, 聖堂花園)
步行籌款收表日 8:30am-2:00p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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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何) 9:00-10:30am (12,13 室)
聖雲先會 9:15 - 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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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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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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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宣讀組 12:15-3:15pm (7 室)
步行籌款核數組 1:00-2:30pm (15 室)
輔祭會 1:30-3:00pm (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1/2 室)
收錄禮 6:00pm 彌撒中
步行籌款收表日 7:00-8:00pm (禮堂)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東九龍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1,2 室)

聖家祈禱會 7:00pm
(5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慕道班 (李) 8:00pm
(1/2 室)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4:15-5:45pm (11 室)
主日學 4:30-5:30pm(1,2,3,4,5,7,12,13,14,16 室)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27 常年期第 30 主日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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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何) 9:00-10:30am (12,13 室)
基基團聯會 9:00-10:00am (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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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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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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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青年會 10:30-12:00pm (14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信仰小團體 (小雲) 11:45-1:15pm (1/2 室)
婦女會 11:45-1:30p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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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花經 7:00pm
(1,2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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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家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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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教理重溫 8: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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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