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安德肋堂區
堂區快訊 二零一五年五月

聖母月 家庭玫瑰
數算本堂聖母軍在五月（聖母月）推動家庭玫瑰已有十數
載，也必已有近千人次參與過。您可會是其中一位？假若您從
未出席過，甚或從未誦唸過一串完整的玫瑰經，今年會否考慮？
玫瑰經於 13 世紀由道明會發起及推廣，玫瑰經綜合了主
耶穌和聖母的重要時刻。祈禱時，我們以聖母瑪利亞為導師，
她陪伴我們，教導我們更緊密地跟隨主基督。
前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說在家庭中誦念玫瑰經能使家庭
更團結合一；教宗方濟各當選後第二天，到聖母大殿朝聖，並
把他的牧職交托給她，求她的轉禱和護佑。
各位兄弟姊妹，我們懇切的邀請您們，在今年五月登記參
加家庭玫瑰，經驗這個神妙的祈禱旅程吧。

福音的喜樂

教宗方濟各

宗座勸諭
178 最初的宣講邀請我們領受天主的愛並對祂以愛還愛，而愛本身就是祂的恩賜，接納這個最初的
宣講產生首要和基本的回應，這回應會轉化為我們的生活和行動：渴望、尋求並保護他人的福
祉。
179 聖言教導我們，弟兄姊妹為我們每個人都是聖言降生成人的延伸：「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
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 25:40) 這章節清楚表明的，是「從我們自己走出去，
走到我們的弟兄姊妹」的絕對優先使命。這是兩大基本誡命之一，這誡命是每種道德規範的地
基，是作為回應天主白白給的恩賜時，分辨靈性成長的最清晰標誌。為此，「愛德的服務也是
教會使命的精髓，不可或缺地成為教會存有的體現。」教會天職就是傳教，在有效善行的愛德
和慈悲上盛開，以慈悲去體恤、扶助和促進。
180 閱讀聖經令我們清楚知道，福音不只是關乎我們和天主的個人關係。我們愛慕天主的回應，也
不應只視為一堆的個人小善功，以輔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就如一種「照單點菜的愛德善行」，
或為求心安理得作出連串行動。福音是關乎天主的國(參閱路 4:43)；愛那統治世界的天主。既
然祂在我們內統治社會生活就成為展示普世性的友愛、正義、和平、尊嚴的舞台。那麼，基督
徒的宣講和生活都會對社會產生影響。
耶穌的使命是開創祂的父的國度，祂命令祂的門徒們宣報喜訊：「天國臨近了」(瑪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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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德肋堂
星期六：8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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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015(六) ; 13/5/2015(三)

基督復活的記述 3

23/5/2015 ; 27/5/2015

基督復活的記述 4

6/6/2015 ; 10/6/2015

病人傅油聖事

韋沐恩神父於四月二十七日免任聖安德肋堂助理司鐸職務，將被
委派往其他堂區。韋神父會先回家鄉菲律賓渡假，8 月再返香港
繼續他的傳教使命。我們在此衷心感謝韋神父多年的牧靈工作，
用心預備主日講道，陪伴堂區青少年成長，並且以他單純樂觀的
性格，為堂區的慶典帶來不少歡笑。我們以祈禱伴隨韋神父，求
主保守他，賜他一切恩寵，助他在聖德路上邁進，成為滿溢基督
情懷的牧者；並回報他家人的奉獻犧牲，給香港教區一位關心我
們靈修生活的牧者。

我們也感謝在堂區服務十四年多的譚太。譚太盡
心用力為我們服務，使堂區環境整潔舒適。她於
本月榮休，我們祝福她，求主豐厚地賞報她的辛
勞，賜她健康，好能享受温馨愉快、子孫繞膝的
家庭生活。

聖安德肋堂「堂區議會」由本堂牧職團（主任司鐸、各助理司鐸、執事、牧職修女、傳道員）
及教友組成，以共負責任的精神把堂區建立為一個充滿信、望、愛的團體；使本堂區全體信友
積極參與教會傳揚福音、聖化世界的使命。
「堂區議會」共 25 個議席，除牧職團 7 個當然議席外，其餘 18 個議席均由教友經提名及投
票選出。第十二屆「堂區議會」任期即將屆滿，第十三屆「堂區議會」，由本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31 日接受提名，聖堂於這期間設置報名攤位，派發及收集參選表格；7 月 12 日在堂區周
年大會進行投票選舉。
凡年滿 18 歲，已在本堂區登記戶籍的教友；或住宿於其他堂區範圍，但經常及積極地參與本
堂的禮儀和活動者，均有資格報名參選。欲參選的教友需要有兩位本堂的教友作為提名人，而
每位教友只可提名一位參選人，提名方式及其他有關選舉詳情，請參閱宣傳海報及參選表格。

為中國教會祈禱
5 月 22 日，星期五，晚上八時，聖神研究中心舉辦為中國教會祈禱，有明恭聖體及
聖體降福，由林勝文神父主禮，並有嘉賓分享。誠意邀請各位出席，祈求上主福祐
中華。並請各位謹記 5 月 24 日聖母進教之佑瞻禮日也是為中國教會祈禱日，請各
位為我們祖國人民及教會多行善工，熱切祈禱，誦唸教宗親撰的佘山聖母頌。

堅振聖事

六四彌撒
聖母像出遊

5 月 23 日，星期六，下午六時（聖神降臨節提
前彌撒）堂區將為成年人及中學生堅振班學員
施行堅振聖事。

5 月 28 日，星期四，晚上八時，
堂區將舉行六四彌撒，由陳日君樞機主禮。

5 月 31 日，主日，晚上七時半，堂區舉行聖母像
出遊，並公唸玫瑰經。請各位教友踴躍參加。

5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半，堂區主日學為結束 2014-15
學年，舉行禮儀。六月底主日學新學年招生，請各家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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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的喜樂
183 沒有人能要求：將宗教信仰歸類為個人生活的私隱，只存在於人的心靈密室，不
影響社會和國家的運作，不關注民間機構的健全性，或沒有權對影響社會的事件
提出意見。誰能宣稱把亞西西的聖方濟或加爾各答的真福德肋撒修女關在教堂
裡，令他們噤聲呢？他們自己都會認為這是無法接受的。真正的信仰——從來都
不是舒適或完全個人性的——，總會牽涉到改變世界、傳遞價值，讓這個地球變
得更好的深深的渴望。我們愛這個天主讓我們居住的壯觀星球，我們愛生活在這
裡的人類大家庭，包括災難與奮鬥、希望與夢想、優點與弱點。地球是我們共有
的家，我們所有人都是弟兄姊妹。如果「社會和國家的正義秩序是政治的主要任
務」是確實的，那麼教會「不能、也不應該置身於為正義而奮鬥的範圍之外。」
所有基督徒，包括他們的牧者，被召為建設更好的世界發聲。這是必要的，因為
教會的社會思想主要是積極的：它提出建議和參與改變，這樣的話，教會一直指
向源於耶穌基督愛心的希望。同時，它「不論在教義反省或在具體行動的層面上，
都聯同其他教會和教會團體，致力社會事務。」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 勞 動 節

星期六
2

善會同樂日(出外活動) 中學生堅振班 (李) 10:30am(12/13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1:30pm (11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2:0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13,14 室)
信仰小團體之信望愛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7:30pm (3/4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16 室)
慧安園基基團 8:30pm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15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5,16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pm (禮堂)
0326 信仰小團體 7:00pm (5 室)
新教友聚會(郭) BBQ 7:30pm (停車場)
誦唸日課 主日提前彌撒後 (聖堂 )

慕道班聚會 (陳)
11:00am (7 室)

二零一五年五月份
活動室概況

3

復 活 期 第 5 主 日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am (3/4 室)
慕道班 (何) 9:00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10 :30am (15 室)
慕道班 (盧) 10 :30a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輔祭會 1:30pm (3/4 室)
聖若瑟會 1:30pm (12/13 室)
聖物服務組 1:30p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正委講座 2:00p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2:30pm (1/2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3/4 室)
傳道組 4:30-6:00pm (7 室)
10 復 活 期 第 6 主 日

母親節鮮花義賣 9:00am(花園)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am (3/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慕道班 (莫) 10 :30am (15 室)
慕道班 (盧) 10 :30a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堂區議會 1:30pm (7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17 耶 穌 升 天 節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am (3/4 室)
慕道班 (何) 9:00 am (12/13 室)
聖雲先會 9:15am (禮堂)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李) 10:30am (12/13 室)
慕道班 (莫) 10 :30am (15 室)
慕道班 (盧) 10 :30a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教友週年慶 (張) 12:00p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攝影小組 12:00-2:00pm (14 室)
堅振班避靜 1:00pm (禮堂) 綵排 4:00pm (聖堂)
聖言宣讀組 1:15pm (7 室)
點核數組 1:15p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3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24

聖 神 降 臨 節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慕道班 (李) 9:00am (3/4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創世青年會 10:30am (14 室)
慕道班 (莫) 10 :30am (15 室)
慕道班 (盧) 10 :30am (16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婦女會 11:45am (12/13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接待組 1:30pm (3/4 室)
頌恩聖詠團 3:00pm (1/2 室)
31

聖 三 主 日

聖則濟利亞聖詠團 9:00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0:00am (5 室)
慕道班 (邵) 10:30am (7 室)
青年聖母軍 10:30am (11 室)
慕道班 (莫) 10 :30am (15 室)
聖安德肋聖詠團 10:30am (禮堂)
心弦聖詠團 10:45am (1/2 室)
信仰小團體(小雲) 11:45am (1/2 室)
詠主之聲聖詠團 12:00pm (3/4 室)
攝影小組 12:00-2:00pm (14 室)
善別小組 12:00pm (16 室)
頌恩聖詠團 4:00pm (1/2 室)
聖母像出遊 8:00pm

4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5

6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禮儀小組 8:00pm
(1/2 室)

慕道班延續研經班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7:30pm (1/2 室)
(1/2 室)
上智之座 8:00pm
讀經祈禱分享小組
(3/4 室)
8:00pm (3/4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12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景林基基團 9am (7 室)
聖安德肋祈禱會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10:00am (3/4 室)
慕道班 (陳) 10:15 am
(1/2 室)
(16 室)
成人堅振班 8:00pm
聖經研習班 2:00pm
(7 室)
(1/2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18

慕道班 (龍) 10:30am
(7 室)

9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樂頤居基基團 6:30pm 寶盈基基團 8:30pm

11

8

堂家組 8:00pm (1/2 室) 籌備母親節鮮花義賣(禮堂) 9:00am-3:00pm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慕道班 (陳) 10:15 am 復興之火祈禱會
(1/2 室)
(16 室)
7:00pm (5 室)
成人堅振班 8:00pm
(7 室)

7

翠林基基團 2:00p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19

聖安德肋祈禱會
10:00am (3/4 室)

13

20

慕道班 (莫) 10:30am
(7 室)

青年牧民小組 7:30pm 慕道班 (陳) 10:15 am 復興之火祈禱會
(3 /4 室)
(16 室)
7:00pm (5 室)
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聖經研習班 2:00pm
(1/2 室)
(1/2 室)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朝拜聖體 (聖堂)
8:00pm

14

15

教理重溫 10:00am (聖堂) 慕道班 (李) 2:30pm
慕道班(莫)10:30am (7 室) (7 室)
上智之座 8:00pm
復興之火祈禱會
(3/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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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厚德基基團 8:00pm
維景灣畔基基團 8:30pm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21

慕道班 (梁)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慕道班 (夏) 8:00pm
(12/13 室)

16

中學生慕道班 (錢) 1:30pm (11 室)
主日學 P2 3:00pm (禮堂)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13,1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pm (11 室)
(12/13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新寶城基基團 8:00pm 慕道班 (康) 3:00pm (16 室)
主日學 4:30pm (5,7,12,13,14,15,16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2 室)
初領聖體班 (修和聖事) 4:30pm (聖堂)
主日學例會 6:00pm (禮堂)
暑期活動義工 BBQ 7:00pm (14 室, 停車場)
信仰小團體 (聖言分享) 8:00pm (7 室)

慕道班 (譚) 8:00pm
(7 室)

22

23

慕道班 (李) 2:30pm
(7 室)

凝聚心語 10:00am(5 室)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13,14 室)

上智之座 8:00pm
(3/4 室)

7:00pm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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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清水灣半島基基團
8:30pm

BABM 信仰小團體 10:00am (1/2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10:30am(12/13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1:30pm (11 室)
中學生堅振班 (李) 2:00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3:00pm (1,2,3,4,5,7,12,13,14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16 室)
中學生堅振班 (邵) 3:15pm (鳴遠中學)
主日學 4:30pm (5,7,12,13,14,15,16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2 室)
初領聖體班考試 4:00pm (禮堂)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教理重溫 8:00pm (聖堂)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為中國教會祈禱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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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道班
慕道班
慕道班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康) 3:00pm (16 室)
(康) 4:30pm (11 室)
(黃、梁) 4:15pm (禮堂)

主日學 4:30pm (1,2,3,4,5,7,12,13,14,15,16 室)

堅振聖事
(禮堂) 7:00-10:00pm
(聖堂) 4:00-7:0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 (1/2 室)
教理重溫 8:00pm (聖堂)

南豐廣場基基團 8: 30pm

新都城基基團 8:00pm 維修保養組 8:30pm
廣明苑基基團 8: 30pm (16 室)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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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之母支團 8:00pm 聖安德肋祈禱會
(1/2 室)
10:00am (3/4 室)
康盛花園基基團
8:30pm

27

慕道班 (陳) 10:15 am 復興之火祈禱會
(16 室)
7:00pm (5 室)
聖經研習班 2:00pm
葡萄園聖詠團 7:30pm(1/2 室)
(1/2 室)
慕道班(梁)8:00pm(7 室)
慕道班 (屠) 8:00pm
(7 室)
慕道班 (楊) 8:00pm
(12/13 室)

28

29

教理重溫 10:00am (聖堂) 上智之座 8:00pm
慕道班(莫)10:30am (7 室) (3/4 室)

慕道班(夏)8:00pm(12/13 室)
福傳小組 8:00pm
(16 室)

慕道班 (李) 8:00pm
(7 室)
慕道班 (呂) 8:00pm
(12/13 室)

六四彌撒
8:00pm (聖堂)

30

聖雲先會 8:00pm
(3/4 室)
慕道班 (儀) 8:00pm
(12/13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pm (11 室)
中學生慕道班 (錢) 3:00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3:00pm (15 室)
慕道班 (康) 3:00pm (16 室)
慕道班 (康) 4:30pm (11 室)
慕道班 (黃、梁) 4:15pm (1/2 室)
主日學結業禮 3:00pm(禮堂)
3:00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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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聖安德肋堂區惡劣天氣時緊急通告

