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
堂區快訊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眾人的召叫 《天主教教理》
825. 「教會已在世擁有聖德，雖不完善，卻是真正的聖德」
。

在她的成員身上，完善的聖德仍須追求。「既有這麼眾多而奇妙的得救方法，
所有的信徒，無論甚麼地位和環境，都被天主召叫，各按自己的途徑，修德成
聖，效法全善的天父」。
826. 愛德是聖德的靈魂，所有的人皆被召成聖：
「愛德領導一切成聖的方法，賦予

活力，並導向它們目的」
：
我了解，教會有一個身體，由各種不同的肢體組成，她並不缺少最重要的、最
高貴的肢體。我了解，教會有一顆心，而這顆心愛火炎炎。我明白，唯有愛能
促使教會各肢體活動；如果愛熄滅了，宗徒們便不再傳揚福音，殉道者將拒絕
傾流鮮血……我了解，愛懷抱一切的召叫，愛是一切，愛囊括一切時間和空
間……總言之，愛是永恆的！

聖女小德蘭，《自傳手稿》

聖誕的奧跡 《天主教教理》
525. 耶穌生於貧苦的家庭、在一個卑陋的馬槽中誕生；純樸的牧人們就是這事的首

批見證人。在這樣的貧窮環境中顯示了上天的光榮。
教會不斷地歌頌那一夜的光榮：
今天貞女給世界帶來永恆，大地給至高者獻出馬槽。
天使歡唱，牧童頌揚，星光前導，賢士來朝。
祢為了我們而誕生，永恆的天主，小小的聖嬰！
526. 在天主前「變成像嬰孩那樣」
，乃是進入天國的條件；因此我們必須自謙，變

成小孩；而且，還須「由上而生」(若 3:7)，即由天主而生，好「成為天主的子
女」(若 1:12)。當基督在我們內「形成」時，聖誕的奧跡就在我們內完成了。
聖誕就是這種「奇妙交換」的奧跡。

將臨期避靜
教友靈修培育組將於 12 月 14 日（主日）
，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半在鳴遠中學禮堂舉行將臨期避靜。由林勝文神父主持。
當日下午 2 時至 5 時，在聖安德肋堂有集體悔罪禮。歡迎參
加。
“稅吏不可多收；軍人不勒索、不敲詐而要滿足於糧餉；百姓
與貧乏者分享所有”。找出自己要填的深谷、要剷平的山岳、
要修直的路、把崎嶇路開成坦途是預備心靈迎接聖誕的方法。

林勝文神父 教理重溫
日期 與 時間

內容

重溫修和聖事
5/12/2014 8pm
10/12/2014 10am 推介與導讀霍德主教著作《為什麼要告解》

堂區將臨期及聖誕期 修和聖事、彌撒及活動時間表
禮儀 或 活動

日期 / 時 間

地 點

聖誕前九日敬禮彌撒（英文） 12 月 15 日至 23 日 每晚 9 時

聖雲先堂

修和聖事(中文)

12 月 14 日 (主日)

修和聖事(英文)

12 月 24 日 (星期三) 黃昏 6 時至 8 時 晚上 10 時至 11 時

聖誕親子活力派對

12 月 26 日 (星期五)

下午 2 時至 5 時

聖安德肋堂

下午 1 時半至 3 時半

聖雲先堂
聖安德肋堂

聖誕期 彌撒時間表
日期

聖安德肋堂 (中文彌撒)

聖雲先堂 (英文彌撒)

24/12 (二) 聖誕前夕彌撒

黃昏 6:30、晚上 9:00、子夜 12:00

晚上 8:00 子夜 12:00

25/12 (三) 聖誕日彌撒

上午 9:00、10:30、中午 12:00

上午 8:30 上午 10:30

下午 2:30 嬰兒領洗
31/12 (二) 謝主彌撒

晚上 8:00

晚上 10:30

1/1/2014(三) 天主之母節彌撒

早上 9:00

早上 10:30

彌撒後明供聖體

慶婚姻週年感恩祭 2014
12 月 7 日（主日）
，早上 10 時，在聖安德肋堂舉辦慶婚姻公開講座，主題是：
「婚盟主引，
齊賀感恩」
，由馮賜豪神父及嘉賓帶領。歡迎所有教友參與。
「東九龍總鐸區慶婚姻週年彌撒」將於十二月廿八日(主日、聖家節)，下午三時，在聖安德
肋堂舉行，為慶祝結婚五年，或五的倍數，和超過五十年的婚姻。歡迎其中一方或雙方都是
教友的夫婦報名。截止日期為十一月三十日。參加者必須出席十二月七日(主日)上午十時至
下午五時半於聖安德肋堂舉行的培育講座及禮儀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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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教會面對執政者和其集團的權與責
382

當人的權力超出天主意願之外，它就以神自居，要求人民絕對服從，變成默示錄
之獸，帶着帝國迫害者權勢的形象，「痛飲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殉道者的血」
（默 17:6）
。這獸受「假先知」服侍（默 19:20）。假先知以欺詐的徽號，引誘人崇
拜它。這異象是先知性預言，指出撒殫用以統治人的陷阱，借助謊言竄進人的心
靈。但基督是勝利的羔羊，他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征服所有自恃為絕對的權力。
在這種權力面前聖若望謂需以殉道般的精神來抵抗它；這樣，信徒便見證到腐
敗和撒殫的權力被打敗，因為它不能再主宰人。

389

當政治團體致力創造一個人文環境（human environment）使得國民能真享有人
權，並滿全相應的義務，這樣的政治團體才算落實大眾福祉。「經驗告訴我們，
除非政府的經濟、社會及文化事務上採取適當行動，否則人民之間的不平等現
象，尤其在我們這一世代的，勢必蔓延。這樣，人的權利就化為虛有，人履行義
務時亦會受阻」。
為達至完整的大眾福祉，政治團體便需要採取雙向和互補的行動，以保障和提
昇人權。「不該對某些個人或社團的權利，給予偏袒性的保護，以免他們從中
得到特殊的好處。還有，政府也不應保護這些特權，因為這反而會妨礙人們完
整地表達和自由地運用這些權利」。

71

由於福音和信仰都與公共生活有關，又由於不公義產生敗壞的後果——即因罪
而生的敗壞後果，教會就不能對社會事務漠不關心。教會有權利時時處處宣告
道德原則，包括那些關乎社會秩序的道德原則；當乎人的基本權利以及人靈的
得救時，教會即有權判斷人類的任何事務。」。

星期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2

3

4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 10:00am(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 am (16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延續研經小組 (楊)
7:30pm (3/4 室)
禮儀小組 8:00pm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聖母軍支團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莫）10:30pm（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靈修培育組 8:00pm (3/4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5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送聖體聖血會 8:30pm (16 室)
寶盈基基團 7:30pm

星期六

5

6
翠林基基團 2:00pm
聖神修院 2:0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10:30am-12:00pm (12/13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7:30pm (3/4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聖安德肋聖詠團 8:00pm (1/2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1/2 室)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7,12,13,14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 -4:15pm (15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康) 3:00-4:15pm (16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堂家組 8:00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15-4:15pm (鳴遠中學)
朝拜聖體 8:00pm (聖堂)
福傳小組 8:00pm (16 室)
主日學 (P.3) 4:00-5:30pm (禮堂)
教理重溫 8:00pm (聖堂)
慕道班 (康) 4:30 -5:30pm (11 室)
主日學 4:30-5:30pm(1,2,3,4,5,7,12,13,14,15,16 室)
主日學(P.5&P6)修和聖事 4:30-5:30pm (聖堂)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7 室 )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9:00pm (1/2 室)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
嬰兒領洗培育講座 8:00pm (禮堂)

維景灣畔基基團 7:30pm
7 將臨期第 2 主日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pm (3/4 室)
慕道班 (張) 9:00-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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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9:00-10:30pm (7 室)
慕道班 (盧) 10 :30-12:00pm (16 室)
東鐸慶婚姻講座 10:30am - 5:00pm (禮堂)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 00pm (14 室)
慕道班（莫）10:30-12: 00pm（1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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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組 12:00-1:30pm (15 室)
輔祭會 1:30-3:00pm (3/4 室)
送聖體聖血會 1:30-4:00pm (7 室)
聖若瑟會 1:30-2:30pm (12/13 室)
插花小組 1:30-3:00pm (16 室)
關社組 2:00-5:00pm (15 室)
心弦聖詠團 2:30-4: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3/4 室)
青年聖母軍 3:00 -5:00pm (5 室)
東鐸慶婚姻綵排 4:30pm - 5:30pm (聖堂)

8

9

10

11

12

13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婚委員 3:30pm (5 室)
基督之母 8:00p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 10:00am(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 am (16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12/13 室)

教理重溫 10:00am (聖堂)
慕道班（莫）10:30pm（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7:30pm

運動組 8:00pm (1/2 組)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聖神修院 2:00pm (7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BABM 信仰小團體 10:00-11:15am (1/2 室)

14 將臨期第 3 主日
堂區避靜 9:00am-12:30pm (鳴遠中學禮堂)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pm (3/4 室)
慕道班 (張) 9:00-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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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9:00-10:30pm (7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慕道班（莫）10:30-12: 00pm（15 室）
慕道班 (盧) 10 :30-12:00p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 0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11:45am (1/2 室)
婦女會 11:45 -1:30pm (1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集體悔罪禮 2:00-5:00pm(聖堂及 1,2,3,4,5,7 室)
心弦聖詠團 2:30 -4:30pm (12/13 室)
青年聖母軍 3:00 -5:00pm (14 室)
頌恩聖詠團 4:00 -6:00 pm (16 室)

15

16

17

18

19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慕道班（莫) 4:00pm (5 室)
基督之母 8:00pm (1/2 室)
新教友聚會(郭)8:00pm (3/4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 10:00am(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 am (16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莫)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慕道班（莫）10:30pm（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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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婚禮綵排 8:00pm (聖堂)
樂頤居基基團 6:00pm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1/2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30pm

20
中學生堅振班 (李) 10:30am-12:00pm (12/13 室)

21 將臨期第 4 主日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10:30pm (3/4 室)
慕道班 (張) 9:00-10: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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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3

24 聖誕前夕

25 聖 誕 節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慕道班（莫) 4:00pm (5 室)
基督之母 8:00pm (1/2 室)

聖安德肋祈禱 10:00am (3/4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莫)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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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無玷始胎節
8:00pm (聖堂)

子夜彌撒

慕道班 (邵) 9:00-10:30pm (7 室)
慕道班 (李) 10:30-12:00pm (12/13 室)
慕道班（莫）10:30-12: 00pm（15 室）
慕道班 (盧) 10 :30-12:00p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00pm (禮堂)
婦女會 10:30 -1:30pm (1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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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視聽音響小組 12:00-1:30 (6 室)
聖言宣讀組 1:15 -3:15pm (7 室)
聖誕報佳音 2:00pm - 3:00pm (禮堂)
聖安德肋聖詠團 2:00 -30:30pm (16 室)
心弦聖詠團 2:30 -4:3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 -6:00pm (1/2 室)
青年聖母軍 6:00 -8:00pm(5 室)
28
聖
家
節
29
東鐸慶婚姻 (禮堂)1:30- 5:30pm (聖堂)2:30- 4:30pm 慕道班（莫) 4:00pm (5 室)
基督之母 8:00pm (1/2 室)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10:30am (1/2 室)
慕道班 (張) 9:00-10:30pm (7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10:30pm (5 室)
慕道班 (邵) 9:00-10:30pm (7 室)
慕道班（莫）10:30-11:30pm (15 室)
慕道班 (盧) 10 :30-12:00p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12: 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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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聖母軍 3:00 -5:00pm (5 室)

子夜彌撒前祈禱
11:00pm (聖堂)

中學生堅振班 (李) 10:30am-12:00pm (12/13 室)

中學生 慕道班 (錢) 1:30-2:30pm (3/4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葡萄園聖詠團 3:00-4:00pm (1/2 室)
主日學兒子彌撒 3:00-4:00pm (禮堂)
主日學兒子彌撒 3:00-5:30pm (聖堂)
中學生 慕道班 (錢) 3:00-4:15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 -4:15pm (15 室)
慕道班 (康) 3:00-4:15pm (16 室)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15-4:15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康) 4:30 -5:30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7 室)
主日學導師會議 5:00pm - 6:30pm (禮堂)
堂區議會 7:30 -10:00pm (7 室)
葡萄園聖詠團 8:00-10:00pm (1/2 室)
嬰兒領洗培育講座 8:00pm (禮堂)

中學生堅振班 (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P1 聖誕聯歡會) 3:0pm-4:00pm (禮堂)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7,12,13,14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 -4:15pm (禮堂)
慕道班 (康) 3:00-4:15pm (16 室)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15-4:15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康) 4:30 -5:30pm (11 室)
主日學(初領聖體班) 4:30-5:30pm (聖堂)
主日學 4:30-5:30pm(1,2,3,4,5,7,12,13,14,15,16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5:45pm (禮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 (5 室)
信仰小團體(聖言分享) 8:00-9:30 (1/2 室)

聖誕彌撒
9:00am 10:30am 12:00pm
嬰孩領洗 2:30pm (聖堂)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葡萄園聖詠團 4:00-7:00pm
(12/13 室)

26

聖誕活力派對(禮堂 聖堂)
(預備) 9:00am - 2:00pm
(派對開始) 2:00pm - 5:00pm
中學生慕道班 (錢) 1:00-2:00pm
(3/4 室)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27
慕道班
慕道班
慕道班
慕道班

(黃、梁) 3:00 -4:15pm (15 室)
(康) 3:00-4:15pm (16 室)
(黃、梁) 4:15-5:45pm (7 室)
(康) 4:30 -5:30pm (11 室)

6:30pm, 9:00pm, 12:00am

30

聖安德肋祈禱 10:00am (3/4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31 新曆年除夕

謝主彌撒 8:0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慕道班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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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tandrew.catholic.org.hk

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區惡劣天氣時緊急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