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
堂區快訊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梵二文憲學習年
香港教區鼓勵教友來年研讀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四大憲章。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公佈了四個憲章、九個法令和三項宣言。這些文件都是具有權威
的教會訓導，表達教會對各項事物的觀點，及她在世界的使命。以下先簡介四大憲章：
1. 《教會憲章》(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拉丁文簡稱為 Lumen Gentium。
於 1964 年 11 月 21 日公佈。內容共有八章，講詮教會的奧蹟、教會的組織、成聖的
使命等，更論及聖母瑪利亞在教會內的地位和角色。這憲章被視為在眾多的文件中，
最重要或是最基礎的部份。內容指出救恩的普世性，稱基督為「萬民的光明」
。
2. 《啟示憲章》(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Divine Revelation)拉丁文簡稱為 Dei Verbum，
於 1965 年 11 月 18 日公佈。內容共有六章，講論天主啟示的本質和傳授，也論及聖
神在啟示中擔當的角色，默感聖經作者寫作，及信友讀者了解新舊約聖經的意義，並
指出聖經在教會內的應用和重要性。
3. 《 禮 儀 憲 章 》 (Constitution on the Sacred Liturgy) 拉 丁 文 簡 稱 為 Sacrosanctum
Concilium)，於 1963 年 12 月 4 日公佈，是梵二最早公佈的文件，內容共有七章，講
論教會禮儀的內涵和改革的準則，促進禮儀的發展，也論及聖樂、宗教藝術和敬禮用
品等。
4.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拉丁文簡稱為 Gaudium et Spes, 是於 1965 年 12 月 7 日公佈的，是最後完成也是篇
幅最長的文件。這憲章除引言外再有兩大部份。引言中闡述了人類在現代世界上的處
境和要面對的問題。之後第一部份有四章，講詮教會與人類的使命，並提出教會在現
代世界內的任務。第二部份有五章，主要講論為教會較迫切的問題，包括家庭與婚姻、
文化的發展、社會與經濟、政治與教會以及維護和平。
節錄自《信年與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黃國華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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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2013 ; 20/11/2013
6/12/2013 ; 11/12/2013

【靈修】堅振聖事的禮儀靈修
【禮儀】聖經中有關聖體聖事的教導 1

待 續

聖安德肋主保瞻禮慶典
九日敬禮：由 11 月 20 日至 28 日

晚上 7:30 至 9:30

7:30 個人祈禱; 8:30 團體祈禱，聖體降福結束。

信友靈修培育講座：11 月 29 日（星期五）晚上八時 地點：禮堂
主題：「初探梵二四大文憲，與 信仰 / 靈修 生活的深化」
講者：閻德龍神父

瞻禮彌撒：11 月 30 日（星期六） 黃昏 5:00 湯漢樞機主禮
瞻禮聚餐：11 月 30 日 （星期六） 晚上 6:30 於 南豐廣場百好宴會廳

11 月 煉靈月
十一月二日，全球天主教會為亡者祈禱。教友們可在這一天，或在這段
期間，前往掃墓，追念已亡親友。中國人的清明節和天主教會的追思已
亡節意義相近。整個十一月份稱為「煉靈月」
，就是教會為在淨煉中的靈
魂祈禱，藉著諸聖的相通，協助煉靈除免罪惡所帶來的傷害。
“那些在天主恩寵和友誼中過世的，而尚未完全煉淨的人，雖然他們永遠的得救己確定，在
死後要經過煉淨，為獲得必需的德，進入天主的榮耀。”(天主教教理 1054)
“因著「諸聖相通」的事實，教會將亡者交託給天主的仁慈，為他們奉獻祈禱，尤其是感恩
聖祭。”(天主教教理 1055)
煉靈己經肯定會進入天國盛宴宴，奈何罪惡的傷害使他們未能完全與天主共融。因著對天主
的信德，我們為煉靈祈禱。

11 月 2 日（星期六）早上 7 時半，聖堂舉行追思已亡節彌撒。
此外，11 月 8 日（星期五）晚上 8 時，聖堂舉行追思已亡節彌撒，特別為所有亡者和
以下過去一年(14/11/2012 至 16/10/2013)的亡者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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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領洗——家長培育講座
嬰兒領洗將在 2013 年 12 月 25 日聖誕節舉行。請各位己經遞交申請表的
家長，在 11 月 16,23 日及 12 月 7、14 日四個星期六的晚上八時，準時
出席講座。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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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福祉
大眾福祉的要求，取決於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狀況，並直接關係到尊重和整全地造福人，
並促進人的基本權利。大眾福祉要求：致力和平；國家權力的組織；健全的司法制度；環境
保護；以及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服務，其中有些服務更同時屬於人權，包括：糧食、房屋、
工作、教育和參與文化、交通、基本醫療照顧、通訊和言論自由，和保障宗教自由。我們也
不可忘記，每個國家都有義務相互合作，以達全人類和未來後代的大眾福祉。(166)
因此，各人都應按自己的能力，達至並發展大眾福祉。惟大眾福祉應是完整齊全的，不該簡
約成某些人的利益。
每個人都有權利享有大眾福祉所帶來的生活條件。教宗庇護十一世的教導仍然適用：
「每一
個能分辨是非的人都知道，今天人們是在最「醜惡」的情況下進行財物分配，少數極為富裕
的人和無數一無所有的人之間，存在着鴻溝。財物的分配必需有效地回到大眾福祉的準則，
即社會正義的準則。」(《社會訓導彙編》167)
現在香港社會的實況，與大眾福祉仍有相當距離，且要付出更大努力使情況不致惡化。

妙用檸檬
貌不驚人的檸檬，樣子毫不吸引，生吃更是酸得要命。是哪一位伯樂發現檸檬的百種用處、千般效
益？

☆如果胃口差：
或是消化不良時，喝些淡淡的檸檬汁，能生津止渴、健脾開胃、幫助消化、促進食慾！

☆如果感冒了：
也請記得要用半個檸檬榨汁加一小匙蜂蜜，三餐飯後沖一杯冷開水喝，慢慢喝到好為止。檸檬汁有
豐富的維生素 C，更能強壯身體，止咳化痰，有助排除體內毒素，減少咳喘。

☆如果頭痛了：
可用新鮮檸檬切 1~2 薄片，放 1 克鹽巴，沖上熱開水一杯，趁熱喝﹙如果放冷了就會變苦﹚。這種
熱鹹檸檬茶能順氣化痰，消除疲勞；飯前飯後都可以喝，不會傷胃。您可以連續喝到覺得比較舒服
為止。

補充★
榨汁秘方大公開；在榨檸檬之前先溫熱一下檸檬，聽說這樣可以榨出多一倍的量唷！
@(http://www.dajiyuan.com)
轉載自【家事 E 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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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623-5576
傳真：2701-6736
電郵：office@tkoacc.org.hk
網頁：www.standrew.catholi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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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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9:00-10:30am (7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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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弦聖詠團 1:30-4:00pm (1/2 室)
輔祭會 1:30-3:00pm (3/4 室)
傳道組 1:30-3:00pm (7 室)
聖若瑟會 1:30-3:00pm (12/13 室)
報佳音籌備會議 1:30-2:30 (15 室)
聖物部 1:30-3:0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聖安德肋祈禱會
(7 室)
10:00am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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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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9:00-10:30am (7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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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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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景林基基團 9:0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慕道班 (林) 8:00pm 10:00am (3/4 室)
(7 室)
慕道班 (陳) 10:30am

慕道班 (莫) 10:30a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7 室)
聖家祈禱會 7:00pm
(5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將臨期堂區避靜籌備會
8:00pm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運動組 8:00pm
(1/2 組)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聖母軍追思彌撒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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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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9:00-10:30am (7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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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小組幹事會 12:00-1:30pm (15 室)
聖言宣讀組 12:15-3:15pm (7 室)
點核數組 1:15-2:45pm (1/2 室)
輔祭會 1:30-3:00pm (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1/2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7:00pm(聖堂)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6

1

2

諸聖節彌撒
7:30am, 8:00pm

追思亡者彌撒 7:30am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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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 (莫) 10:30am 翠林基基團 2:00pm
(7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慕道班 (陳) 10:30am 聖家祈禱會 7:00pm (7 室)
(1/2 室)
(5 室)
聖母軍 8:00pm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寶盈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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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室)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12/13 室)
禮儀小組 8:30pm
(1/2 室)

13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9

慕道班 (龍) 10:30am 聖安德肋祈禱會
(7 室)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星期六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6: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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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7:30pm (3/4 室)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新教友信仰小團體
中學生堅振班(李) 3:15-4:30pm (鳴遠中學)
8:0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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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家組 8:00pm
慕道班 (康) 4:15-5:45pm (11 室)
(12,13 室)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慧安園基基團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8:3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9.:30pm (1/2 室)

堂區辦事處

5

星期五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30pm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24 基督普世君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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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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9:00-10:30am (7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a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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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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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小組 12:00-1:30pm (15 室)
接待組 1:30-3:30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信仰小團體(Iris) 8:00pm (3/4 室)
主保九日敬禮 8:00pm (聖堂)

慕道班 (龍) 10:30am 聖安德肋祈禱會
(7 室)
10:00am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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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慕道班 (莫) 6:00 pm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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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小團體(Iris)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8:00pm (3/4 室)
主日學 3:00-4:00pm (聖堂)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8:00pm (1/2 室)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新寶城基基團
慕道班 (嫦) 3:00-4:15pm (11 室)
8:30pm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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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理重溫 8:00pm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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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組 6:00-10:00pm (停車場)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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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軍 6:00-10:30pm (12/13 室)
嬰孩領洗父母培育講座 8:00pm (禮堂)

20

21

22

教理重溫 10:00am
(聖堂)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慕道班 (莫) 6:00 pm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7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南豐基基團 8:00pm 中學生堅振班(李) 2:00-3:3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1/2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信仰小團體(Iris)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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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保九日敬禮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8: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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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嬰孩領洗父母培育講座 8:00pm (禮堂)

慕道班 (陳) 10:30am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1/2 室)
聖家祈禱會 7:00pm
慕道班 (Iris,郭)
(5 室)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6:00 pm 中學生堅振班(李)10:30-12:00pm (12,13 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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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亡者彌撒
葡萄園聖詠團 2:30-4:30pm (禮堂)
8:00pm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12,13,14,15 室)
(3/4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4:15pm (16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8:30pm
慕道班 (康) 3:00-4:15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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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呂) 8:00pm
中學生堅振班(邵) 3:15-4:30pm (鳴遠中學)
(12/13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朝拜聖體 8: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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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區議會 4:30-6:30pm
主日學導師開會 4:30-5:30pm (禮堂)
聖母軍 6:00-10:00pm (禮堂)
慕道班 (董) 7:30-9:3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3/4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主保九日敬禮
8:00pm (聖堂)

維修保養組 8:30pm
(12/13 室)

主保九日敬禮 8:00pm (聖堂)

主保九日敬禮
8:00pm (聖堂)

27

23

28

慕道班 (莫) 6:00 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7 室)

29

30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青年聖母軍 12:00-2:00pm (5 室)

慕道班 (林) 8:00pm
(7 室)

慕道班 (陳) 10:30am 聖家祈禱會 7:00pm
(1/2 室)
(5 室)

聖母軍 8:00pm
(3/4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1/2 室)

康盛花園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Iris,郭)
8: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主保九日敬禮
8:00pm (聖堂)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福傳小組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主保瞻禮培育講座
8:00pm (聖堂)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1,2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主保九日敬禮
8:00pm (聖堂)

主保九日敬禮
8:00pm (聖堂)

主保九日敬禮
8:00pm (聖堂)

主保瞻禮彌撒
5:00pm (聖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