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 區快訊 二 零 一五年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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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顯節顯示耶穌是以色列的默西亞、天主子，以及世界的救主。此慶節
將耶穌在約旦河受洗、加納婚宴變水為酒，連同東方「賢士」來朝拜
耶穌的事件一起慶祝。在這些代表四周其他民族的「賢士」身上，福
音看到了那些因聖言降生成人而接受了救恩喜訊的國家的初果。賢士
們到耶路撒冷來朝拜猶太人的君王，顯示出他們在達味之星的默西亞
之光照下，到以色列來尋找將要成為萬國之君的那一位。他們的來臨
是在表明，除非轉向猶太人並接受他們記載在舊約
中有關默西亞的許諾，他們將不能認識耶穌，並朝
拜祂為天主之子和世界的救主。主顯節顯示「天下
萬民都進入古聖祖們之家」並獲得以色列人的尊榮。

耶穌隱居生活的奧跡

真福教宗保祿六世 5-1-1964 演講

533“納匝肋的聖家是一所學校，在那裡我們開始學習耶穌的生活，

這是讓我們學習福音的學校……首先聖家給我們的第一課
是靜默，但願我們恢復對靜默的重視，這是心靈上不可缺少
的寧靜氣氛……另一課是家庭生活，納匝肋教導我們甚麼是
家庭，甚麼是愛的交流，甚麼是家庭簡樸而平實的美，以及
其神聖而不可侵犯的特點……；另一課是工作，啊！納匝肋
「木匠之子」的家！在祢這裡，我們希望了解並宣告那雖嚴
厲卻具救贖效能的勞作……；最後，我們要向全世界的工人
致敬，並向他們推薦一位偉大的模範，就是他們那位身為天
主子的長兄。”

天主之母節 1 月 1 日
495. 在福音中瑪利亞被稱為「耶穌的母親」(若 2:1; 19:25) ，在她的聖子誕生

前，在聖神的感動下，她也被依撒伯爾稱為「吾主的母親」(路 1:43)。因
為，瑪利亞藉聖神的工作所懷孕成人的，並且按肉身而言，真實地成了
她兒子的那一位，就是聖父的永生之子、聖三的第二位。教會承認瑪利
亞確實是天主之母 (Theotokos)。
(天主教教理)

聖安德肋堂
聖雲先堂

除夕謝主彌撒

新曆元旦
天主之母節彌撒

晚上 8:00 (中文)

早上 9:00 (中文)

晚上 10:30 (英文)

早上 10:30 (英文)

基督徒合一祈禱週

1 月 18 日至 1 月 25 日

1 推進所有基督徒之間的重新合一，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主要目的之一。
4『大公運動』是指適應教會各種需要與時代的要求，為推動基督徒的合一，而發起和組織的各

種活動與措施。例如：首先應依照公平與真理，努力消除那些不符合分離弟兄情況的言語、
判斷與行為，致使與他們的相互關係更形困難；然後，由各教會或團體中有適當訓練的專家，
彼此在基督徒的集會中以宗教精神進行交談，在此種交談中，各人更深刻的陳述自己教會的
道理，並明白指出其特徵。通過此種交談，雙方對各教會的道理與宗教生活，都獲得更真確
的認識和更公平的評價。此外，按照所有基督徒的良心的要求，彼此更廣泛地合作以謀求公
共的利益，在可能中，又可舉行共同的祈禱。最後，雙方都檢討自己，如何忠於基督對教會
的意願，並努力進行應有的更新與改革。
《大公主義法令》 梵二文憲

主日學聖誕節假期
聖安德肋堂主日學於 12 月 27 及 1 月 3 日將放假
請各位家長無須送子女到主日學，但緊記要如常帶同子女一同參與主日彌撒。

教友傳教的使命
一切基督徒都負有一項高貴的使命：使上主救人的信息到處
為所有人的知曉、接受。
天主聖神通過服務的職責和聖事，已經在做著聖化天主子民的工
作，為了進行這一宗徒事業，祂還給予信友以特殊的恩惠，
「隨自
己的心願，分配與各人」
（格前：12:7-11）
，為使他們「各人依照自己所領受的神恩，彼此服
事，做天主各種恩寵的好管家」（伯前：4:10），為在愛德中將全體建立起來（參閱弗：4:16）。
既然教會全部傳教事業的來源是天主父所派遣的基督，當然教友傳教的成效也在於他們和
基督生命的契合，依照主的話「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
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15:5）
這種和基督親密結合的生活，在教會內是以一切信友共同享有的精神方法，特別是以積極
的參與聖教禮儀來營養；教友應當這樣去利用這些精神方法，即當他們在一般的生活條件
之下，善盡自己的職責時，不要將自己的生活和同基督的契合分割開來，而是依照天主的
意旨來完成他們的工作，在和基督的相契上，時有增進。循著這條道路，教友應以興奮歡
悅的心情，在聖德上進步，以智慧與容忍去克服困難。無論是照顧家庭，無論是其他世俗
中的職分，都不應當和他們生活中的神修精神脫節，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的：
「你們無論作
什麼，或在言語上、或在行為上，一切都該因主耶穌的名而做，藉著他感謝天主父」
（哥：3:17）
。

這種生活需要經常的修練信德、望德、愛德。

《教友傳教法令》 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教 區 2015 年 代 父 母 聚 會
代父母在成人入門聖事，乃代子女在信仰上的陪伴者和支持者。在嬰孩洗禮，更是父
母在培育子女信仰上的合作者。
誠邀有意認識代父母角色者，報名參加以下其中一次聚會，內容包括：從教會
法典看代父母的角色、如何陪伴和支持代子女、堂區代父母間彼此的支援等。

2015 年 1 月 4 日(主日)
2015 年 1 月 25 日(主日)
下午 2:30-5:30
下午 2:30-5:30
九龍尖沙咀玫瑰堂
與代父母有一個約會──如何做好代父母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主 題
主 持

羅國輝神父＋麥秋兄弟＋潘國忠兄弟

恩保德神父＋麥秋兄弟＋潘國忠兄弟

查詢：2522-7577 教區禮儀委員會

費用：自由捐獻

教 區 2015 年 候 洗 者 聚 會 詳 情
日 期
(首部份)主題
講者
(第二部份)主題
主持及講者
地 點
時 間

1 月 31 日 (六)
2 月 1 日 (常年期第四主日)
基 督 徒 的 祈 禱
李國雄神父
陳德雄神父
從入門聖事看候洗者的皈依──棄絕罪惡、宣認信仰
羅國輝神父
恩保德神父
聖 安 德 肋 堂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查詢：2522-7577 教區禮儀委員會（週一至週五下午）

費用：自由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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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391 人是一個「位格」
，而不僅人類之中的「個體」
。
「位格」一詞指「本性上具有理智

和自由意志」
，比起只為滿足物質需要而生存的主體，人更為優越。實際上，人雖
然積極從事各種活動/企劃，為滿足他在家庭、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中的各種需要，
可是仍不能達致完全的自我滿全，除非他超越滿足需要的心態，進而有「不求回報
及饋贈」的精神，那才完全符合他的本質，並符合身為團體一員的召叫。
392 福音中愛的法律給基督徒顯示政治生活最深層的意義。為了使政治生活真正合符

人性，
「最好的辦法是培養人內心的正義感、樂善好施以及為大眾福祉服務的精神，
加強人們對政治團體的真正性質的瞭解，以及認識到公共權力的適當使用及其界
限等基本信念」
。信徒應追求的目標，是在人們之間建立團體關係。於基督徒而言，
理想的政治社會會把團體的價值置於重要地位，無論社會生活或日常生活都配合
着團體而安排。

二零一五年一月份活動室概況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堂區辦事處

1 天主之母節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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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之母節彌撒 9:00am
翠林基基團 2:00pm
心弦聖詠團 (BBQ 停車場)3:30pm
朝拜聖體 (聖堂) 8:00pm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1/2 室)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7:30pm (3/4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中學生堅振班 (李)10:30am-12:00pm (12/13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15-4:15pm (鳴遠中學)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9:00pm(5 室)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區惡劣天氣時緊急通告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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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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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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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p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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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若瑟會 1:30-2:30pm (12/13 室)
聖物服務組 1:30–3:00pm (15 室)
傳道組 1:30-3:00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2:00-3:30p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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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8:00p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4:00am (5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樂頤居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7:00pm (5 室)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聖言祈禱會籌備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寶盈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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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延續研經班
7:30pm (1/2 室)

東九龍青年牧民委員會
7:00pm (3/4 室)
堂家組 8:00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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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堅振班 (李)10:3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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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3:00-4:00pm
(1,2,3,4,5,7,12,13,1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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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5,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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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pm - 7:30pm (禮堂)

11 主 受 洗 節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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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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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10:30-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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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堂區議會 1:30 -3:00pm (7 室)
關社組 2:30-5:00pm (16 室)
青年聖母軍 3:00 -5:00pm (5 室)
頌恩聖詠團 3:00-6:00pm (3/4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8:00pm (7 室)

景林基基團 9:00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4:00am (5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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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傳小組 8:00pm (16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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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K1-P2 出外集隊) (禮堂) 8:00am-10:00am
凝聚心語 10:00am (5 室)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8:00p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10:30am-12:00pm (12/13 室)
葡萄園聖詠團 8:00pm (3/4 室) 中學生 慕道班 (錢) 1:30-2:30pm (3/4 室)

20

21

22

23

24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4:00am (5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慕道班 (莫) 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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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保養組 8:30pm (16 室)
婚禮排綵(聖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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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南豐廣場基基團 8: 30pm

中學生堅振班 (李)10:30am-12:00pm (12/13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27

28

29

30

31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am (16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慕道班 (龍) 4:00am (5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復興之火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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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教區候洗者聚會 (聖堂) 2:00pm-5:30pm
(禮堂) 2:00-5:30pm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10:30am-12:00pm (12/13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4

主 顯 節

18 常年期第 2 主日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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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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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10:30-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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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1:00pm (3/4 室)
聖言宣讀組 1:15 -3:15pm (7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2:00 -3: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 -6:00pm (1/2 室)
青年聖母軍 6:00-8:00pm(5 室)
收錄禮 6:00pm 彌撒中
慕道班 (儀) 6:30-9:30pm (12/13 室)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8:00pm (7 室)

25 常年期第 3 主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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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0: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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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 10:30-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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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小團體 (小雲 ) 11:45 -1: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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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組 1:30-3:00pm (1/2 室)
關社組 (禮堂) 2:00pm-5:30pm
頌恩聖詠團 4:00 -6:00pm (1/2 室)
青年聖母軍 3:00 -5:00pm (5 室)
收錄禮 6:00pm 彌撒中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2 室)
成人堅振班 8:00pm (7 室)
康盛花園基基團 8: 30pm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2:00-3:15pm (鳴遠中學 )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中學生 慕道班 (錢) 3:00-4:15pm (11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00pm
慕道班 (黃、梁 ) 3:00 -4:15pm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15-4:15pm (鳴遠中學)
初領聖體 (家長聚會) (禮堂) 4:00pm-5:30pm
慕道班 (黃、梁 ) 4:15-5:45pm (1/2 室)
主日學 4:30-5:30pm
(1,2,3,4,5,7,12,13,14,15,16 室)
信仰小團體 (聖言分享) 8:00-9:30 (1/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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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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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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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生慕道班 (錢) 1:30-2:30pm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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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室)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15-4:15pm (鳴遠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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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