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四年

六月

梵二共頒佈九個法令，為教會不同領域作出指引、要求和規則；當中包括司鐸的培育
和生活、修會生活、傳教工作、大眾傳播、東方禮的天主教會和天主教會與其他宗派
團體的關係等；讓有關單位和團體，在生活與工作時得到較清晰、明確的指示，並作
出相應的改革。以下是其中三個法令的簡介：
《教友傳教法令》
（Decree on the Apostolate of Lay People）拉丁文簡稱為 Apostolicam Actuositatem，
於 1965 年 11 月 18 日公佈。內容分為六章。首先闡釋眾教友都有傳教使命，讓世界分享基督的救
恩；再指出「愛德」是教友傳教的標記，所以必須在教會內、外的領域，以個人或團體的愛德服務促
進傳教事工。聖識人員與平信徒，應攜手在生活中顯示的信德、望德和愛德，為基督作見證。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Decree on the Church’s Missionary Activity）拉丁文簡稱為 Ad Gentes
Divinitus，於 1965 年 12 月 7 日公佈，內容分為六章。首先講論有關教理的原則，和傳教事工、福
音宣講及基督徒見證等範疇。然後再論地方教會的建立及其傳教工作。最後講論傳教士及傳教工作
的協調，並勉勵全體天主子都有責任協助及參與傳教的工作。
《大眾傳播工具法令》（Decree on the Mass Media）拉丁文簡稱為 Inter Mirifica，於 1963 年 12 月
4 日公佈，內容有二章。首先肯定科技進步，並承認大眾傳播工具在世界的影響力與功能，使用大眾
傳播工具卻有正面和負面的價值，所以必須在一定的規範下善加運用，使用傳播工具者更須要正確
的道德價值。最後教會鼓勵聖職人員和平信徒，善用大眾傳播工具，以各種方式協助教會的傳教和牧
民事工。
轉載自《信德年與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黃國華神父撰

6 月 29 日
聖伯多祿和聖保祿是教會的兩大柱石，他們的聯合慶節，在第三世紀已有記載。
初期教會對兩位宗徒們的敬禮，都在他們的墳墓舉行。伯多祿和保祿都在羅馬受刑殉
道，伯多祿被倒釘十字架於梵蒂岡山，保祿在奧斯蒂亞路被斬首，他們的遺體曾經在
阿比亞路的地窟中安放過。因此，在六月廿九日，在這三個地方均舉行慶典 ：先在君
士坦丁皇帝所建立的聖伯多祿大殿，跟著在阿比亞路的地窟中，再在奧斯蒂亞路的聖
保祿大殿。由於同一日在三個不同的地方舉行慶典，造成不便，因此，自第八世紀，
聖保祿的慶祝移到六月卅日，但在廿九日的彌撒中，仍有紀念聖保祿的禱詞。梵二大
公會議後的新禮儀年曆重新把兩位宗徒的節日合併在六月廿九日。
轉載自：聖經動話網 / 豐盈的部落格

四旬期「以愛奉獻，分享福樂，捐贈糧油食物包」活動，本
堂共收集 339 包食物，感謝各位主內兄弟妹姊妹的捐贈，也
多謝所有以祈禱及犧牲，為幫助東九龍及中九龍兩個總鐸區
的劏房戶。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少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
的」 (瑪 25:40)
願主祝福各位。

謝

信仰靈修書籍售賣日
為鼓勵教友閱讀聖書，堂區特別邀請 12 個公教出版社和機構到本
堂區售賣書籍，以加強靈修。歡迎各位教友參觀選購。家長可為
子女選購合適書籍，並嘗試共同閱讀。以下是參展的團體：
論盡神學出版社、芥子園出版社有限公司、臨恩教友服務中心、聖保祿孝女會、天主教教友傳信
會、塔冷通心靈書舍、良友之聲出版社、基督生活團、清泉出版社有限公司、【主意空間】工作坊、
華天利概念禮品有限公司、慧靈(香港)智障人士服務有限公司

一小時講解，半小時明供聖體、聖體降福
地點：聖堂
6/6/2014 星期五：8pm – 9:30pm;
11/6/2014 星期三：10am – 11:30am
（重覆上一個星期五的講座內容）
題目：禮儀年各節期及重要慶節

派表
收表

日期：2014 年 7 月 13 日（主日）
時間：下午一時半至三時
地點：地下禮堂
主辦者：聖安德肋堂堂區議會
恭請所有教友參加

2014 年 6 月 28 日起
7 月 12 日(星期六) 下午 5:30-7:30 及
7 月 13 日(星期日) 上午 10:00-1:00 交回特設「主日學報名處」

【堂區辦事處不代收報名表】
報名時必須填妥表格、交齊所需文件及雜費，並謹記領取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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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投票日
1971-05-14 教宗真福保祿六世《八十週年通諭》

47 今天，人們的責任感益加擴大，而延伸於社會及政治領域。在這些領域中，使人合理地有分於
做出決議的責任的制度，必須予以屹立並增強。為平衡日形強大的技術主義，必須發明一種民
主制度，不僅讓人人得知國事並發表意見，而且讓人人負起責任。這樣一來，各社團便能逐漸
分擔政府的責任並生活於責任中。
1987-12-30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社會關懷事務》

44 有些國家需要改革一些不正義的結構，特別是他們的政治機構，為能以民主和共同參與性的政
府來代替腐敗，獨裁及權威性的政府。這是一個我們希望能廣傳和日見茁壯的過程。因為一個
健康的政治團體──可使國民在法律的規條下以及在對人權的尊重和推動下，能自由而負責的參
與公共事務──是個人與全體人民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及確實保證。

1991- 05-01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百年》通諭

46 民主政制，由於能夠保證人民得以參與政治抉擇過程，及保證被統治的民眾有機會選出向他們
負責的統治者，並得在適當時以和平手段更換他們，故此獲得教會相當高的評價。同樣地，教
會亦無法苟同於那些細小圈子的統治集團，他們篡奪國家的權力，以謀取個人私利，或者為實
現某種意識形態。
香港榮休主教 陳日君樞機 2014-05-18

其實宗教自由、良心自由和社會上的公民自由是分不開的，大陸宗教自由沒有保證是因為公民沒有
自由，連憲法所許諾的自由，獨權的政府也可用行政措施把它剝削。
香港教會辦學權已被剝削了，其他狹義的宗教自由似乎還未受到威脅。但我們已不能把香港的宗教
自由當為理所當然了。為保證宗教自由我們要保證公民自由。我們要爭取一個有民選基礎的政府為
維護真正的一國兩制，爭取真正的普選是每個公民的責任，也是每位教友為維護宗教自由該負的責
任。
香港主教 湯漢樞機 2014-05-26

民主政制是體現香港福祉的必要條件之一……(教徒)應多祈禱，在反思福音精神，
教會訓導及教宗的表率後，憑基督徒個人良知決定投票事宜。

堂區關社組和教區正委將於 6 月 8 日（主日）
，下午三時，在地下禮
堂舉行講座，邀請了陳日君樞機、夏其龍神父、戴耀廷教授和錢志健
先生，一同探討 6‧22 投票的意義和重要性。

星期日
1

耶 穌 升 天 節

信仰靈修書籍售賣日 8:30-2:30pm (聖堂外出花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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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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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10:30-1: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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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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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活動組 12:00-1:30pm (14 室)
心弦聖詠團 1:00-2:30pm (7 室)
輔祭會 1:30-3:00pm (3/4 室)
聖若瑟會 1:30-2:30pm (12/13 室)
插花小組 1:30-3:00p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2:00-4:00pm (16 室)
心弦聖詠團 2:30-5:00pm (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1/2 室)
青年聖母軍 5:00-7:00pm(5 室)

8 聖神降臨節 (五旬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2
3
4
5
6
7
堅振班避靜
聖安德肋祈禱會 慕道班 (莫)
9:00 1:00pm (禮堂 ) 10:00am (3/4 室) 10:30a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1:00pm-3:00pm (聖堂)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7:30pm (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慕道班 (屠)
復興之火祈禱會
2:00pm (7 室 )
8:00pm (3/4 室) 7:30pm (5 室)
慕道班 (Iris,郭)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靈修培育組
8:00pm (12/13 室) 8:00pm (3/4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翠林基基團
慕道班 (莫)
堅振聖事 4:00-7:00pm (聖堂 )
2:00pm
6:00pm (7 室)
堅振聖事 4:00-10:00pm (禮堂)
慕道班 (李)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中學生慕道班 (錢 ) 3:00-4:15pm (16 室 )
2:30pm (7 室)
7:30pm (3/4 室 )
慕道班 (康 ) 3:00-4:15pm (7 室 )
聖母軍 8:00pm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慕道班 (嫦 ) 3:00-4:15pm (11 室 )
(3/4 室)
8:00pm (1/2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
慕道班 (呂)
慕道班 (譚)
慕道班 (康 ) 4:15-5:45pm (11 室 )
8:00pm (12/13 室) 8:00pm (7 室)
主日學聖體班 4:30-5:30pm (1,2,3,4,5,7 室 )
葡萄園聖詠團
朝拜聖體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
7:30pm (12/13 室)
8:00pm (聖堂)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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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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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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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3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婦女會 11:45-1:30pm (15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善別小組 12:15-1:15pm (1/2 室)
堂區議會 1:30-4:30pm (7 室)
婚禮綵排 2:00-3:00pm (聖堂)
關社組 2:00am-6:0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2:30-4:3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青年聖母軍 5:00-7:00pm(5 室)

15

聖 三 主 日

29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

11

教理重溫
8:00pm (聖堂)

13

14

聖母軍 8:00pm 慕道班 (莫)
中學生慕道班 (錢 ) 3:00-4:15pm (16 室 )
(3/4 室)
6:00pm (7 室)
慕道班 (康 ) 3:00-4:15pm (7 室 )
運動組 8:00pm 慕道班 (譚)
慕道班 (嫦 ) 3:00-4:15pm (11 室 )
(1/2 組)
8:00pm (7 室)
慕道班 (康 ) 4:15-5:45pm (11 室 )
慕道班 (呂)
堂家組 8:00pm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15 室 )
8:00pm (12/13 室) (12/13 室)
主日學聖體班 4:30-5:30pm (1,2,3,4,5,7 室 )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初領聖體 修和聖事 4:00-6:00pm (聖堂 )
8:30pm (1/2 室)
主日學 5:30-7:30pm (禮堂 )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16

17

18

19

20

21

聖安德肋祈禱會 慕道班 (莫)
攝影小組
慕道班 (莫)
中學生慕道班 (錢 ) 3:00-4:15pm (16 室 )
10:00am (3/4 室) 10:30am (7 室)
6:00pm(14,15 室) 6:00pm (7 室)
攝影小組 1:30-6:00pm(14,15 室 )
慕道班 (陳)
葡萄園聖詠團
聖母軍 8:00pm 攝影小組
慕道班 (康 ) 3:00-4:15pm (7 室 )
10:15am (16 室) 7:30pm (1/2 室) (3/4 室)
6:00pm(14,15 室) 慕道班 (康 ) 4:15-5:45pm (11 室 )
慕道班 (屠)
青年牧民小組
慕道班 (呂)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主日學聖體班 2:00-6:00pm (12/13 室 )
8:00pm (7 室)
7:30pm (3/4 室) 8:00pm (12/13 室) 8:00pm (1/2 室)
主日學聖體班(家長會 ,綵排 ,慶祝)2:00-9:00pm (禮堂)
慕道班 (楊)
復興之火祈禱會
信仰小團體(Iris)
主日學聖體班綵排 3:00-5:30pm (聖堂)
8:00pm (12/13 室) 7:30pm (5 室)
8:00pm (3/4 室)
關社組(投票日) 4:00-7:30pm (7 室 )
新都城基基團
慕道班 (梁)
新寶城基基團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
8:00pm
8:30pm
8:00pm (7 室)
青年會 7:30-9:30pm (3/4 室 )
廣明苑基基團
送聖體聖血會 (幹事會)
信仰小團體(聖言分享) 8:00-9:30pm (1/2 室 )
8:30pm
8:30-10: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0:00pm (12/13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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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社組 (投票日) 8:30am-12:30pm (7 室)
攝影小組 8:30am-2:30pm(14,15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
慕道班 (董,黃,宋) 9:00-12:00am (禮堂)
慕道班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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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00pm (3/4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12:00pm(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慕道班 (盧) 10:30-12:00pm (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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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基基團聯會 12:00-1:30pm (16 室)
送聖體聖血會於 12:00 彌撒中派遣禮
善別小組 12:15-1:15pm (1/2 室)
關社組 (投票日) 12:30-8:00pm (禮堂)
新教友集體修和聖事 2:00-5:00pm (聖 堂 ,課室 )
心弦聖詠團 2:30-4: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13 室)
青年聖母軍 5:00-7:00pm (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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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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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10:30-12:00pm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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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小團體 (小雲 ) 11:45-2:15pm (1/2 室 )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善別小組 12:00-1:30pm (16 室)
送聖體聖血會(例會) 1:30-3:3/0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4:00-6:00pm (1/2 室)
青年聖母軍 5:00-7:00pm(5 室)
堂家組 6:00-8:00pm (禮堂)

10

景林基基團
教理重溫
9:00am (7 室)
10:00am (聖堂)
聖安德肋祈禱會 慕道班（莫）
10:00am (3/4 室) 10:30a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7:30pm (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慕道班 (屠)
7:30pm (5 室)
8:00pm (7 室)
聖雲先會 8:00pm
慕道班 (楊)
(3/4 室)
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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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9:00-10:30am (12/13 室)
聖雲先會 9:15 - 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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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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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莫）12:00-1:30pm (11 室)
聖雲先堂英文聖詠團 12:00-4:00pm (禮 堂 )
視聽音響小組 1:00-5:00pm (15 室)
輔祭會 1:30-3:00pm (3/4 室)
聖言宣讀組 1:15-3:15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2:00-4:00pm (16 室)
葡萄園聖詠團 2:00-4:00pm (12/13 室)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1/2 室)
青年聖母軍 5:00-7:00pm(5 室)

22 基督聖體聖血節

星期六

24

25

聖安德肋祈禱會 慕道班 (莫)
10:00am (3/4 室) 10:30am (7 室)
慕道班 (陳)
葡萄園聖詠團
10:15am (16 室) 7:30pm (1/2 室)
慕道班 (屠)
復興之火祈禱會
8:00pm (7 室)
7:30pm (5 室)
慕道班 (楊)
慕道班 (梁)
8:00pm (12/13 室) 8:00pm (7 室)

30

26

27

慕道班 (李)
凝聚心語
2:30pm (7 室)
10:00am (5 室)
聖母軍 8:00pm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3/4 室)
慕道班 (呂)
慕道班 (譚)
8:00pm (12/13 室)
8:00pm (7 室)

耶穌聖心節彌撒
8:00pm (聖堂)

二零一四年六月份堂區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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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區惡劣天氣時緊急通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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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 ) 4:15-5:45pm (11 室 )
主日學導師開會 3:00-9:00pm (12,13,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